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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帮

天河区给辖内母婴送了份保险

女性在保险期间符合计生政策的怀孕，只要怀孕十五周便自动拥有这份保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蒋毅槿）

为

落实党的十九大“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的精神，进一步提升天河区常

住人口母婴健康保障水平，2018 年

度天河区由区财政出资为辖区常

住人口孕产妇及其 1 岁以内的婴

儿投保母婴安康保险，为孕期女性

及其 1 岁以内的婴儿提供综合保

险保障， 并列为 2018 年度天河区

十大民生实事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天河区

母婴安康生育综合保障服务”项目

知晓率，根据天河区卫计局工作安

排，龙洞街于 3 月中旬组织辖内计

生办工作人员、 各居委计生负责

人、辖内机团单位计生干部等开展

项目培训，培训中邀请中国人寿保

险公司相关人士就“母婴安康生育

综合保障服务项目” 保障条款、办

理流程、理赔服务等进行详细讲解

和现场答疑，特别是涉及辖内育龄

群众的保障条款内容通过一个个

生动真实的案例进行详细解析，使

得在场的计生干部有了更加全面

深刻的认识。 通过培训，街道和居

委计生干部对“母婴安康生育综合

保障服务项目”有了更加深入的了

解，下一步将积极入户为辖内育龄

群众宣传此项惠民政策，确保辖内

育龄群众享受到更多实惠的计生

服务项目。

据了解，此份保险由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承保，保险有效期为一年，即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在该保险覆盖期间

（即

2018

年

8

月

1

日含当日开始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 如夫妻双方一方属天河户籍或夫

妻双方非天河户籍但居住并在天河区

办理居住证， 夫妻中女方在保险期间

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怀孕， 女方妊娠达

十五周起自动纳入该保险保障范围。

也就是说， 只要夫妻一方拥有天

河户籍或双方都在天河住且持有天河

区居住证， 那么女方在保险期间符合

计生政策内的怀孕， 只要怀孕十五周

就会自动拥有这份保险， 无须其他操

作！ 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非天河区

户籍夫妻办理居住证生效时间应早于

妊娠十五周之前， 所以在天河居住非

广州户籍的年轻育龄已婚员工及时去

居住出租屋所在地街道政务中心办居

住证。

保障人群都有谁呢？

原在街道申领“4050”人员

可以个人身份办社保医保

信息时报讯（记者 曾文秀 见习记者

郑诗婷）

记者从广州市人社局了解到，该

局于 3 月 25 日下达了关于“4050”人员社

保补贴停办的通知，该通知显示，从 4 月

1 日起， 广州市统一停止办理原有的

“4050”人员参保资助模式，原在街道申领

补贴金的社会就业资助补贴参保人员，

可自行转换为灵活就业补贴参保人，自

行前往税务部门办理参保业务， 申领新

的补贴。 新政策补贴金额和划拨形式均

有所变化。

据介绍，4050 是指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 4050 标准（即男性年满

50 周岁、女性年满 40 周岁）的没有单位

给交社会保险的灵活就业者， 都可以申

请并参加国家给予的社会保险补贴，通

常申领年限为三年， 每人只能申请补贴

一次。 女性满 45 周岁、男性满 55 周岁申

请的，补贴申领至退休（就是最长年限五

年），达到退休年龄的就没有补贴了。 期

间再就业有单位缴纳社保的不再补贴。

补贴标准方面，“4050”人员社保补贴

政策按照的是当年缴费基数来核算资助

金额， 每年 7 月份调整后资助金额会有

所变化， 补贴标准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

社保应缴费额的 60%一 80%。 举个例子，

如果个人年缴费额为 8000 元， 可根据不

同类别参保补贴 4800 元至 6400 元不等。

新的政策出台后， 改为个人自己参

保， 由原来的社区就业补贴通过街道代

办账号划拨， 改为灵活就业补贴直接划

拨至个人账户，新的补贴标准统一为 600

元/月。 据介绍， 新政策补贴额度跟过去

补贴差别不大，甚至补贴力度更高。 补贴

的方式与原先一样， 为先缴费后补贴。

2019 年补贴首次申领时间为 7 月 1 日至

31 日，就业人员可在此期间递交《灵活就

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领表》。 更多办理

灵活就业保险相关事项， 可登录国家税

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官网 http://www.

gd -n -tax.gov.cn/gdsw/1.1dwjfdj/2018 -

07/05/con－

tent_b39de8e095104b1cb06f61668df24975.

shtml 了解。

如有申请“失业救济”的原社区就业

补贴参保人， 需办理失业登记及失业保

险待遇申领手续， 并携带失业登记申请

表、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大一寸彩

照一张、银行卡正反面复印件、劳动手册

等相关资料到本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相关

窗口办理， 如果本人放弃申领救济的可

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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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保险保些啥？

母婴安康生育综合保障

在政府出资部分，主要为孕产

妇提供身故、重度妊娠高血压

综合征等最高 54000 元保障，

为 1 岁以内婴儿提供 10 种重

大疾病、24 种新生儿特定性疾

病、 身故等最高 30000 元保

障。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孕产

妇防范孕期风险的能力和保

障水平，孕产妇可在政府出资

投保的基础上，自愿加保个人

自付母婴安康保障，使保障更

加全面。 个人自付与政府保障

不冲突，保障额度可叠加。

据承保方介绍，保障人群

及家属在保险期间可拨打 24

小时热线 4009199181 获得健

康咨询等相关服务，该热线提

供婴幼儿常见病、 日常护理、

疫苗接种、孕期女性护理常识

及本人日常伤病等咨询服务

（该热线仅提供医疗咨询服

务， 仅供参考， 不等同于 120

等急救服务，也不能代替相关

医疗机构诊疗）， 同时也可拨

打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服

务电话 020-38862652 进行业

务咨询。

温馨提示

灵活就业参保需在每月

15

日前

（非工作日不办理）确保缴纳费，建议办

理银行自动划账，以免不能及时申请领

取当月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