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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更便捷
手续简化，
时限缩短，
短时回厦可申请开通本地刷卡

无房户用公积金付房租
每月限额提高至800元

政策亮点

简化 备案不必再确认，还可就近办理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
算实行的是备案登记制度。通俗地
说，只有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登记，
才能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如今
备案的手续进一步简化了。
之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必须
由异地医保经办机构审核，确认其
选择的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为当地
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并明确医院等
级。现在，只要选择的定点医药机构
是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定点医
药机构，不必经过异地医保经办机
构的确认。
参保人可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社会保险网上查询系统（http:
//si.12333.gov.cn）查询已开通业务
的统筹地区和定点医疗机构等信息。

便利

灵活

不仅如此，参保人还可就近到
市或区医保经办机构的业务窗口办
理，
不再强制要求到户口所在地的区
属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人员等，
一旦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
6
个月内不得注销登记或变更异地定
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现在，
把变更的时间调整为 3 个月，
更加便
利、
人性化。

短期回厦也可刷卡，离开时恢复备案

办理了异地备案的人员如果短
期回到厦门怎么办？为了充分照顾
参保人的需求，
《办法》明确了备案
后短期回厦可恢复刷卡。
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参保
人待遇结算科科长戴琳解释，如果
参保人在 3 个月内短期回本市的，

可以申请开通本地刷卡，医保经办
机构暂停其异地就医备案，并开通
其社保卡在本市实时刷卡结算的功
能。不过，离开本市时应再向医保经
办机构恢复原异地就医备案，同时
关闭其社保卡在本市的实时刷卡结
算功能。

背景

我市 22 家医院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根据国家部署，今年 6 月全面
启动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直接联网
结算工作。目前，厦门已有 22 家医
院开通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
结算，主要为我市的三级医院。
随着跨省异地就医与全国结算
平 台 的 接 轨 ，办 理 异 地 就 医 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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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请异地就医备案的参保
人有哪些？
1.异地安置退休人员：指退
休后在异地定居并且户籍迁入定
居地的；
2.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指在异
地居住生活超过 3 个月以上的；
3.常驻异地工作人员：指用
人单位派驻异地工作、学习超过
3 个月以上的；
4.异地转诊人员：参保人因
疾病诊疗需要且受本市医疗条件
限制，需转往异地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的。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
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
人员如何办理备案？

缩短备案变更时限，调整为 3 个月

如今交通越来越便捷，人员的
流动性也更强，
《办法》将原来备案变
更要求时限从 6 个月缩短至 3 个月。
也就是说，
以往异地安置退休人
员、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常驻异地工作

政策问答

医保异地就医报销的垫支与跑腿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关注。为
此，我市近期出台了《厦门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管理办法（试
行）》并开始实施。今天上午，市医疗保障管理局召开新闻通气会
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
文/记者 彭菲 图/记者 刘东华

后，跨省异地就医的住院医疗费可
即时结算，减少了因报销医疗费用
往返两地而产生的麻烦。据统计，
今年 8 月至今，跨省异地就医的人
员中，省外来厦已办理住院的有 66
人次，厦门到省外已办理住院的有
40 人次。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
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
可选择当地 3 家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选择 1 家当地的定点零售药
店购药，并按照以下程序办理异
地就医备案手续：
1.申请人可自行在厦门医疗
保障官网上下载并填写《厦门市基
本医疗保险异地居住、
安置和工作
情况备案表》
（以下简称备案表）；
2.办理异地工作备案的，需
参保单位确认；
3.由异地医保经办机构审核
确认其选择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
为当地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并明确医
院等级。
若选择的定点医药机构是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药机
构，
在全国联网平台或官网（Http//
si.12333.gov.cn）上有公开的，
异地
医保经办机构可不必确认；
4.医保经办机构对申报材料
进行审核，
符合规定的予以备案。

哪些情形可即时刷卡结算？
1.在福建省内全省联网定点医
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就医和购药；
2.已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参
保人在跨省异地就医全国联网医
院发生的医疗费用。

异地就医产生的医疗费可纳入
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有哪些？
备案后在异地就医发生的医
疗费，以及异地急诊、异地分娩、
短期外出期间慢性病门诊维持治
疗等情形发生的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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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金环）记者昨日从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本月起我市无房职
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的限额，从原来
的每月 600 元提高到 800 元。
如此算来，个人租住商品住房的，每季度
提取金额上限为 2400 元；如果租房夫妻二人
均为无房职工，每季度最多可提取 4800 元。
按照目前的操作模式，从市民与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签约后的下一季度起，在每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的 10 日前，公积金系统自
动把职工住房公积金转入市民同名银行储蓄
卡内，
每季度划转一次。
据悉，该项调整由市公积金管理系统自
动完成，已办理租房提取公积金业务的职工
无须重新办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表示，
此次调整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培育我市住房租
赁市场，
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

我省首批五星级志愿者
厦门5人入围候选名单
本报讯（记者 王东城）记者昨日从市委文
明办获悉，福建省第一批五星级志愿者候选
名单昨日公示，一共有 37 人上榜，我市推荐
的 5 名志愿者全部入围。
5 名志愿者分别是：思明区蓝天救援队志
愿者陈素珍、湖里区久久爱心志愿服务协会
志愿者赵亚娟、思明区晨曦公益服务队志愿
者王世伟、思明区城市义工协会志愿者蓝永
生、长庚医院志工队志愿者施素娥。
参与福建省五星级志愿者评定的志愿者
须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积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必须在福建志
愿服务网或省委文明办认可的志愿服务管理
信息系统上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到 1500 小
时以上。
省志愿者协会组织评审专家对各地、各
部门推荐的五星级志愿者候选人进行评审，
确定拟认定的五星级志愿者名单，并在文明
风网站、福建志愿服务网、
“文明福建”微信公
众号上进行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及意见反馈。
根据评审和公示结果最终确定五星级志
愿者人员名单，由省志愿者协会颁发五星级
志愿者认定证书。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签约市场化托管运营
本报讯（记者 戴懿 见习记者 沈淑婷）昨
日，思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市大学
生创业促进会签约，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参与
基地管理服务的模式，进一步促进孵化基地
转型升级，为大学生创业群体提供更优质、更
专业化的服务。
据悉，思明区政府、区人社局于 2011 年 9
月建立的思明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是全
市首家专门服务大学生的众创空间。基地位
于软件园二期，占地 1200 平方米，拥有完善
的硬件设施。毕业 5 年内大专以上学历的毕
业生创业团队，经专家评审合格后，就可以直
接拎包入驻。入驻团队不仅场地租金、水电网
络等费用全免，还能享受创业培训、专家辅
导、创业投资对接等
“一条龙”
配套服务。
基地成立 6 年来，累计扶持创业项目 40
多个，孵化成功项目 16 个。此次签约合作将
进一步加强各大高校、众创空间、投资公司的
项目对接和资金对接，也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促进更多大学生小微企业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