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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昨天上午，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镇江市分公司推出的面
向全市的普惠型补充医疗保
险“惠镇保”正式发布并上市
销售。

今年 3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
出，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
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
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
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
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人保

财险镇江市分公司“惠镇保”
产品应运而生。这也是苏南
五市率先上市的城市惠民保
险产品。

即日起，镇江市基本医保
参保人员（含原新农合）均可
通过关注“惠镇保”微信公众
号投保，投保期限截至今年12
月31日。

“惠镇保”价格低廉、操作
便捷、保障全面。我市基本医
保参保人以 59 元/年的普惠
价格，就能享受最高 200万元
的保障。同时，“惠镇保”与基

本医疗保险有效衔接，与常规
商业保险相比较，“惠镇保”定
位普惠型城市定制补充医疗
保险，体现“惠民”属性。

据了解，“惠镇保”产品保
障范围涵盖住院、门慢、门特
医疗自付费用和高额特定药
品医疗保险费用，产品无等待
期，受益人群不限年龄、不限
职业、无需体检。可帮助参保
人员有效化解大病致贫风险，
切实提高镇江老百姓的健康
保障水平。

（王小月 吴晨）

59元享受最高200万元保障

我市普惠型医疗保险“惠镇保”发布

京江晚报讯 镇江市区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
缴费启动。记者昨天从市医
保部门了解到，参保缴费办理
的时间为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25日，市区居民可以通过微信
或支付宝为自己或他人缴
费。而首次参保或 2020年未
缴费人员需到户籍地或居住
地社区（村）先办理参保登记
手续，再进行缴费。

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参加
市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人
员为：未参加市区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具有市区户籍的城
乡居民（含婴幼儿）；持有本市
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人员；持
有本市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

城乡居民医保费由参保
人员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资
金组成。本市户籍或凭一年
以上本市居住证参保的 50周
岁以下女性、60 周岁以下男
性，个人（含新生儿）缴费标准
为 330 元，财政补助标准为
680元；50周岁（含50周岁）以
上女性、60 周岁（含 60 周岁）
以上男性，个人缴费减半，标
准为 165元，个人缴费的其余
部分由政府补助；70周岁以上
居民，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全
额补助，个人不需缴费。另
外，外地户籍没有本市一年以
上居住证的新参保人员，缴费
标准为1010元。

据 了 解 ，符 合（镇 政 办
[2017]187号）文件规定的城乡
低保家庭及成员、特困供养人

员、在乡精简老职工、困境儿
童、重点优抚对象、建档立卡、
特困职工及其家庭成员七类
社会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市区
居民医疗保险个人所需缴纳
的部分由市社会医疗救助资
金缴纳，个人不需缴费。

居民如何办理参保缴费
手续？首次参保人员需携带
户口簿（居住证）、近期一英寸
白底彩色免冠证件照（符合医
疗救助条件的人员携带享受
医疗救助的有效证件）到户籍
（居住地）所在社区（村）先办
理参保登记手续，再进行缴
费。

本市户籍或凭居住证参
保的新生儿，在出生 6个月内
携带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
（或居住证）、监护人身份证复
印件到户籍（居住地）所在的
社区（村）办理参保登记手
续。若新生儿错过当年正常
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时间
则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户籍
（居住地）所在的医保办事处
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2020 年已缴费人员无须
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可通过微
信、支付宝、现场缴费三种方
式直接续保缴费，现场缴费人
员需携带身份证（或社保卡），
享受医疗救助的人员应携带
医疗救助证件。2020 年未缴
费人员需到户籍（居住地）所
在社区（村）先办理参保登记
手续，登记后可通过微信、支
付宝、现场缴费三种方式续保

缴费。
据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待遇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和大病保险待遇，其中基本医
疗待遇由门诊医疗待遇、住院
医疗待遇、生育待遇等组成。

普通门诊方面，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实行普通门诊
基层首诊制度，参保人员在本
人定点的基层医疗机构发生
的医保制度内普通门急诊医
疗费用，报销 50%，医保基金
支付最高限额为个人缴费标
准的3倍。

慢性病门诊方面，参保人
员在本人定点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乡镇卫生院发生的规定
范围内的慢性病门诊医疗费
用，由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支付 50%，医保基金年度
内支付最高限额为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的 8
倍。

参保人员发生的医保制
度内的住院医疗费用，实行分
次结算。在本人定点基层医
疗机构，500元以上的部分，报
销 75%。在本市二级定点医
疗机构分次分段按比例支付：
超过1000元至1万元部分，报
销 55%；超过 1 万元至 5 万元
部分，报销65%；超过5万元部
分，报销 75%。在本市三级定
点医疗机构就医，报销比例比
在二级医院分别下降 5 个百
分点。

（郑一轩 沈春来）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下午，我
市首次对各类企业急需紧缺人
才中级职称进行考核认定，25
人参评。

首批参评人员大多来自工
艺美术、乡土人才及文博类行
业，涉及传统红木制作、刺绣、灯
彩、雕刻、二胡制作、泥塑、美容
美发等多个专业。仔细翻看参
评人员名单，其中不少是行业的
能工巧匠和土专家，在省级各类
比赛中获过奖。面对评委，他们
侃侃而谈，展示自己的能力水
平。

从事铜艺铸造的赵平这次
也来参评。他告诉记者，作为失
蜡法传统技艺传承人，他立志把
这项传统技艺保护和传承下去，
不断将文创产品推向市场。从
人社部门了解到乡土人才不需
要科班毕业，只要专业有特长、
有获奖作品便可，他便着手申
报。“为这次评审准备了一年时
间，在答辩时将我从事的专业等
情况和盘托出，得到评委的肯
定。”他说。

“我认为这些急需紧缺人才
必须有创新意识，特别是动手能
力强，还能自主创业。”评委储晨

松说，从一位从事根雕9年的人
员的答辩中可以看出他的专业
水平是真材实料，在根雕技术上
有所建树，还在省级比赛中获过
奖，各方面符合申报要求，因此
同意申报工艺美术师。

据了解，中级职称考核认定
是对急需紧缺人才不拘一格的
选拔，对申报人员学历、资历、职
称层级等方面不作硬性规定，但
须具备特别突出的品德，能力业
绩已达到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条
件的破格条件要求，足以弥补其
学历、资历、职称层级等方面缺
项，能够支撑其跨系列跨层级晋
升职称，否则不得申报。

市人社局专技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中级职称考核认定是一
种特殊的职称评价渠道，是对我
市现行职称评价体系的有益补
充。

申报考核认定的职称系列
（专业）须与本人现从事专业相
匹配，其能力、业绩成果须与申
报及从事专业紧密相关。认定
的专业类别主要涉及到工程技
术、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技艺
技能、农业乡土等专业。

（马原 戴莉萍 沈春来）京江晚报讯 昨 天 下
午，2020 年镇江市万名高校
毕业生留镇行动专场招聘会
在镇江高专举行，镇江高专
2336余名 2021届毕业生参加
了招聘会，2019 级学生现场
观摩。

市人社局共组织了全市
84 家企业参与本次招聘会，
提供操作、技术、管理、服
务、人事、文员等就业和实

习岗位近千个。这些岗位涉
及电气工程、酒店管理、机
械装备与模具、生物技术、
财经商贸等领域，基本涵盖
了镇江高专所有开设专业。
用人企业普遍对研发、技术
类人才需求迫切，不仅提供
了相对较高的报酬，也为毕
业生留企提供亲情服务。记
者在现场了解到，出于生活
成本、未来发展等多因素考

虑，许多应届毕业生表示将
留在镇江工作。

此次招聘活动由市人社
局主办，丹徒人社局承办，
镇江高专协办。招聘活动既
满足了我市用人单位人才招
聘需求，为产业强市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
持，又促进了校企合作，实
现大学生充分留镇就业。

（吴建强 古瑾）

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启动
办理时间：11月16日至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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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次考核认定
企业急需紧缺人才中级职称

高校毕业生留镇行动
专场招聘会在镇江高专举行

昨天，
镇江高新区
蒋乔街道五
洲山村联合
正益社会组
织开展“我
秀我环保”
环保时装秀
文艺表演，
村民们在志
愿者的指导
下，用废旧
塑料、彩带、
报纸等自制
环保时装，
宣传垃圾分
类。

文雯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