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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医保

1.单位参保的职工大额医保缴费政策是
如何调整的？

从2019年1月起，取消用人单位为其退休人
员缴纳费率为1.5%的大额医保费。也就是说，用
人单位不再为退休人员缴纳大额医保费了。

2.用人单位还为在职职工缴纳大额医保
费吗？

在职职工的大额医保缴费政策仍然不变，
即用人单位仍要为在职职工按1.5%缴纳大额
医保费。

3.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数有什么调
整？

从2019年1月起，单位参保退休人员个人
账户划入基数，由“本单位在职职工人均缴费
基数”调整为“上年度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也就是上年度社平
工资的60%。

4.目前，单位在职职工人均缴费基数高于
上年度社平工资的60%的，退休人员个人账
户划入基数如何执行？

为确保退休人员现个人账户待遇不降低，
对当前“单位在职职工人均缴费基数”高于“上
年度社平工资60%”的，单位参保退休人员个
人账户按照现待遇标准锁定当前的划入基数，
锁定时点为2018年12月份。

也就是说，从2019年1月起，单位参保退
休人员2018年12月份的个人账户划入基数高
于 2018 年度社平工资 60%的，按其 2018 年 12
月个人账户划入基数执行并锁定划入金额。
此后待上年度社平工资的60%上涨并达到其

2018 年 12 月个人账户划入基数后，统一按上
年度社平工资的60%执行。

5.2019年1月起，用人单位新退休的人
员，按什么标准划入个人账户？

同一单位的退休人员，按照统一的基数划
入个人账户。从2019年1月起，用人单位退休
人员划入基数是执行上年度社平工资60%的，
该单位新退休的人员也是按照上年度社平工资
60%来划入个人账户；如果用人单位退休人员
划入基数是被锁定了的，在锁定期间则该单位
新退休的人员按照锁定基数来划入个人账户。

6.用人单位出现欠费时，该单位退休人员
医保待遇如何处理？

对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达到我市规定
年限的退休人员，其医保待遇不再因单位欠费
而中断。换句话说，缴费年限达到规定的退休
人员，其医保待遇就终生享受了。

对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未达到我市规定
年限的退休人员，其职工医保待遇按现行政策规
定停止享受。也就是说，退休人员未进行缴费年
限认定或认定后不足规定缴费年限但又未进行
补缴的，其医保待遇仍会因单位欠费而中断。

7.退休人员未进行缴费年限认定或认定
后不足规定缴费年限但又未进行补缴的，如何
才能确保医保待遇不中断呢？

未进行缴费年限认定或认定后不足规定
缴费年限的退休人员，需按照我市现行规定补
缴不足年限缴费，从完清费用的次月起，按规
定享受职工医保待遇。

8.2019年1月起用人单位已处在欠费状
态，该单位退休人员医保待遇已经被暂停了，
怎么处理呢？

如果随单位参保的退休人员，其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年限达到我市规定年限的，该退休人员的
职工医保待遇从2019年1月起按规定恢复。

如果单位的退休人员，其基本医疗保险缴
费年限未达到我市规定年限的，2019年1月起
继续停止医保待遇享受，退休人员按我市现行
规定补缴不足年限缴费后，从完清费用的次月
起按规定享受职工医保待遇。

9.如果用人单位发生关闭、破产或解体，
其退休人员医保待遇又如何享受呢？

2019 年 1 月起，用人单位因发生关闭、破
产、解体、撤销以及其他情形，依法造成参保主
体消亡的，用人单位应按照现行医保注销登记
的有关规定，向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
理注销医保登记。用人单位申请办理注销医
保登记后，单位退休人员的医保待遇按以下意
见处理：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达到我市规定年
限的退休人员，其职工医保待遇在用人单位注
销医保登记后，继续按规定享受。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未达到我市规定
年限的退休人员，可在用人单位注销医保登记
办理完结前，按我市现行规定补缴不足年限缴
费，从完清费用的次月起按规定享受职工医保
待遇；用人单位注销医保登记办理完结时，退
休人员仍不补缴不足年限医保费的，按《重庆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
（渝府发〔2003〕86号）规定，不享受职工医保待
遇，同时解除单位参保的医保关系。此类参保
人员可自愿选择以个人身份接续其职工医保
或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1.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大额医保
缴费政策有怎样的变化呢？

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人员，缴费期
满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其大额医
保缴费标准，由原来的“按当年缴费基数的
1%”调整为“与随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退
休人员的大额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一致”，即：60
元/年（5元/月）。

如：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公布的2019年
个人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基数为53400元。政
策调整前，2019年缴费期满退休人员的大额医
保缴费为534元；政策调整后，2019年为60元。
缴费期满退休人员人均可少缴474元。

2.什么是“缴费期满”？“缴费期内”又如何

理解？
根据参保人员选择缴费方式，“缴费期内”

和“缴费期满”指以下情况：
一是选择按年缴费的，其缴纳基本医疗保

险费期间，即为缴费期内；缴费年限已满，不再
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后，即为缴费期满。

二是选择一次性趸缴的，本人自愿对不足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医疗保险费，申请一
次性趸缴至某年某月。如一次性趸缴了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的医保费的，则 2017 年 1
月—2020年1月为缴费期内；从2020年2月起
即为缴费期满。

3.缴费期内退休人员的大额医保政策是
否调整？

缴费期内退休人员的大额医保政策仍然
不变，即：按年缴费的退休人员，其大额医保按

当年缴费基数的1%缴纳；一次性趸缴了的退
休人员，其大额医保已按趸缴时的缴费基数的
1%一次性缴费至期满时。

缴费期内退休人员，待其基本医疗保险达
到规定缴费年限，成为缴费期满退休人员后，
其大额医保缴费标准调整为“与随用人单位参
加职工医保的退休人员的大额医保个人缴费
标准一致”，目前为60元/年（5元/月）。

4.缴费期满退休人员的大额医保缴费方
式有什么变化吗？

缴费期满退休人员缴纳大额医保费，参加
二档的，从2019年1月起，其大额医保费由医
保经办机构从其每月应划转的个人账户资金
中代扣代缴，这跟单位参保的退休人员大额医
保费缴纳方式是一样；而参加一档的，其大额
医保费仍按年缴纳。

职工医保和个人医保具体怎么调整？

个人医保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罗薛
梅）40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达到156亿。
昨日，记者从巴南区2019年招商引资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上了解到，这些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
年产值超过400亿元。

工业项目签约25个
记者注意到，此次签约的项目涉及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军民融合、科创、物流、
总部、商贸、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

其中，工业签约项目25个、签约金额122
亿元；现代服务业签约项目11个、签约金额32
亿元；乡村振兴签约项目4个、签约金额2亿
元。

这些项目的签约入驻，将为巴南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部分落户重庆国际生物城
在昨日的签约仪式上，上海新生源医药集

团董事长任军激情满满。他说：“来跟重庆谈的
时候，还是麻柳园区，现在签约，已经是重庆国
际生物城。”

是的，任军口中的“麻柳园区”，在2018年
底已提升为重庆国际生物城，现已入驻生物医
药产业项目40个、投资总额300亿元、达产产
值600亿元。

此次入驻，任军说，不仅会将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获得者付小兵院士的“重组人角质细胞
生长因子-2滴眼液治疗眼角膜损伤”项目带
来，还将和重庆国际生物城的企业一起，建仿制
药一致性评价平台。

将印度“药神”公司——印度卡迪拉引入到
重庆，“把国际仿制药平台建好。形成产学研平
台联盟的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目标是要产业化，
尽快把科技成果推向市场，服务病患。”

与此同时，任军还透露，他们与辉瑞合作的
23个进入临床二、三期的药物，“会根据实际情

况，把部分项目落在重庆进行开发和产业化。”
“我们会发挥创业的激情、创优的机制、创

新的活力，把重庆国际生物城，在未来5-10年
当中，打造成真正的国际平台。”任军立下了“军
令状”。

昨日，和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一起签约落
户重庆国际生物城的，还有国药器械重庆研究
院、重庆慢特病药品配送中心、华熙生物研产二
合一医疗创新产业基地项目、芸峰药业药品、美
莱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和安评中心、雄飞医疗器

械、艾维迪伴随诊断、钱璟智能医疗康复等12个
医药及药物研发孵化平台项目签约，协议金额达
48亿元，预计实现年产值超过100亿元。

华为新型城市智能体落户巴南
当前，全市正大力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

驱动发展，加快推动“重庆制造”向“重庆创造”
“重庆智造”转变。巴南积极融入全市战略布
局，加快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壮大智能产业规模，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昨日，就有包括华为新型城市智能体、华为
ICT学院、几何人工智能、美利信通信5G陶瓷
滤波器、吉力芸峰生产基地、盛捷高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基地等11个智能产业项目在本次签约
仪式上集中亮相，协议投资金额86亿元，预计
实现年产值超过200亿元。

当天还有包括申通西南地区总部暨电商物
流科技产业园、重报生鲜冷链物流园、协信平行
进口汽车中心、蔚来汽车体验中心、洲际酒店假
日智选、乐培星国际艺术培训、香港雨润发、田
舍翁“别花山房”精品民宿、神木影视农旅科普
生态园等13个现代服务业及乡村振兴领域优
质项目签约入驻。

“将有利于推动巴南在物流、总部、商贸、旅游
等方面培育一批高成长潜力及行业小巨人企业，
增强经济发展支撑能力。”巴南区相关负责人说。

巴南集中签约40个项目 总投资达156亿
这些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超过400亿元

上游新闻记者 杨新宇 摄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黎静 实习生 段艳惠）近
日，市政府印发了《关于调整城镇职
工大额医保缴费政策实现退休人员
医保待遇与用人单位缴费脱钩的通
知》（渝府发〔2018〕59号）。从2019
年1月1日起，我市城镇职工医疗
保险将在3个方面进行政策调整：

一是关于大额医保缴费政策的
调整。随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用
人单位不再为退休人员缴纳费率为
1.5%的大额医保费；以个人身份参
加职工医保的，已缴满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年限的退休人员，其大额医
保缴费标准由“当年缴费标准的
1%”调整为“与随用人单位参加职
工医保的退休人员大额医保个人缴
费标准一致”。

二是关于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
入基数的调整。随用人单位参加职
工医保的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
数，由“本单位在职职工人均缴费基
数”统一调整为“上年度全市城镇非
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以下简称上年度社平工资的
60%）。为保障退休人员划入个人
账户待遇不降低，退休人员个人账
户划入基数高于上年度社平工资
60%的，按其原基数执行并锁定划
入金额；待上年度社平工资60%上
涨并达到该基数后，统一执行上年
度社平工资60%的这一基数。退
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数锁定时点
为2018年12月份。

三是关于用人单位出现医保欠
费，其退休人员医保待遇政策的调
整。随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退
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达
到我市规定年限后，其职工医保待
遇不再与用人单位缴费挂钩，即缴
满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退休人
员，不再因用人单位欠缴医保费而
中断其享受医保待遇。

重庆市医疗保障局介绍，此次
政策调整，退休人员医保待遇与用
人单位缴费脱钩，实现了退休人员
医疗保险的社会化管理，是我市职
工医保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是保障
退休人员的医保权益的重要举措，
既没有增加退休人员的缴费负担，
又没有降低退休人员的现行医保待
遇；也是降低用人单位生产成本的
务实之策，进一步释放了用人单位
的活力和动力。

从2019年1月1日起，我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将在3个方面进行政策调整

缴满年限的退休人员 医保待遇不再因单位欠费而中断

巴南区招商项目集中签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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