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广州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 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小学生（含市属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参保缴费方式有所调整，小一、初一、高一/职一等年级的新生

不再由学校统一参保。 近日，记者从林和街政务服务中心了解到，不少街坊对此次缴

费的变化还有很多疑问，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常见问题吧。

信息时报记者 王佳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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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帮

问： 我的孩子去年参加了广州市

城乡居民医保， 今年还需要重新办理

参保登记手续吗？

答：

已经参加过2020年度广州市

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无需重新办理参

保登记手续， 系统自动续保参加2021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

问：是不是所有小—、初一、高一

/

职一新生都需要办理参保登记手续？

答：

不是的。 已参加2020年度城乡

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 无需重新办理

参保登记手续， 系统自动续保参加

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 只有因各种

原因办理停保手续或从未参保的新生

才需要前往街道

（镇）

公共服务机构办

理参保登记。

问： 自动续保的人员有什么注意

事项？

答：

对于系统自动续保的人员，虽

然无需重新办理参保登记手续， 但也

要留意是否有申报扣费银行账户信

息，以确保可以通过银行划扣缴费。

问：原已参保的“幼升小”新生，是

否还需要到街道（镇）公共服务机构将

人员身份由 “学龄前儿童”调整为 “在

校学生”？

答：

不需要。为了让数据跑路代替

市民跑腿，下一步市医保中心、市教育

部门将联合共同推进此项工作， 通过

获取广州市中小学生新生学籍数据，

根据学籍数据统—将“幼升小”新生人

员身份调整为“中小学生”，个人缴费

标准调整为“343元/人”。

问： 中小学生参加

2021

年度城乡

居民医保个人需要缴费多少？

答 ：

2021年度广州市城乡居民医

保在校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343元/

人，政府补贴794元/人。

问： 什么时间段可以进行参保缴

费？

答：

缴费工作已于2020年9月1日

正式启动， 征缴期将持续至2020年12

月20日， 除符合中途参保条件的情况

外，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参保缴费的，

2021年度中途不予补缴。

问：除了小一、初一、高一

/

职一等

年级的新生， 中小学其他年级的学生

参保缴费是否有变化？

答：

除了小一、初一、高一/职一等

年级的新生， 其他年级的中小学生继

续由所在学校统一办理参保登记及缴

费手续。 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类人员需

按学校要求提供扣费银行账户信息及

联系方式，2021学年起将取消学校代

收代缴，全部学生均通过学生

（或监护

人）

个人银行账户自动划账缴费。

问 ： 去年幼儿园的时候在街道

（镇）公共服务机构参加了城乡居民医

保， 今年继续参加

2021

年度城乡居民

医保需要重新办理参保手续吗？

答：

去年上幼儿园的时候在街道

（镇）

公共服务机构参加了城乡居民医

保， 如果需要继续参加2021年度的城

乡居民医保， 不需要再去学校或者街

道

（镇）

公共服务机构办理重新参保登

记手续， 只需要在已申报的扣费银行

账户内留足金额，系统将自动续保。

问： 去年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从

外地转学到广州并由学校现金代收代

缴了城乡居民医保费用 ， 怎么办理

2021

年度的医保？

答：

去年用现金代收代缴城乡居

民医保费用， 是不需要申报扣费银行

账户。 但今年在校新生参保缴费方式

改变后，对于升读高一级的学生，系统

内从未登记过扣费银行账户信息，所

以就不能直接自动扣费了。

解决办法：

只需要补申报扣费银

行账户信息即可。目前可前往街道(

镇

)

公共服务机构进行申报， 下一步还将

开放微信申报端口， 为市民提供更便

捷的经办服务。 具体需要资料如下：1.

参保人本人身份证

（或社保卡）

原件；2.

任一居民医保代征银行的活期个人结

算账户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可提供

家属的银行账户作为扣费账户 ）

；3.账

户持有人身份证

（或社保卡）

原件。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务必在登记

的银行账户里备留足额款项并保持账

户状态正常，避免因账户余额不足、冻

结、锁定等原因导致扣费失败。

另外， 如果往年是通过现金缴费

方式缴费， 而今已参保但未办理委托

银行划扣手续， 需要尽快通过街道

（镇）

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办理银行账户

维护手续并备留足额款项； 如因个人

原因无法提供银行账号，那么可在“粤

税通” 小程序、“广东税务” 微信公众

号、“粤省事”小程序和“广东省电子税

务局”等网办渠道通过微信、支付宝完

成缴费， 或前往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完成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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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医保中心天河分中心

服务地址：

天河区龙口东路 358 号天诚广场二楼

咨询电话：

020-87567243

林和街政务服务中心

服务地址：

天河区林和西路 101 号

咨询电话：

020-38848895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穗医保中心宣）

微信申报城乡医保银

行账户功能上线了， 新生家长可直接

登录微信申办扣费账户。

近日， 记者从广州市医保中心获

悉，2021年度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参

保缴费工作已于2020年9月1日正式启

动， 征缴期将持续至2020年12月20日。

今年中小学校、 市属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的小一、初一、高一/职一年级新生

调整为以个人身份参保， 需提供个人

银行账户信息， 通过银行划扣方式缴

费。 为方便群众申报城乡医保银行账

户，医保部门已上线微信申报功能，新

生家长动动手指就可完成申办了。

据悉，今年中小学校、市属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的小一、初一、高一/职一

年级新生调整为以个人身份参保，需

提供个人银行账户信息， 通过银行划

扣方式缴费。 微信申报城乡医保银行

账户功能上线后， 新生家长可直接登

录微信申办扣费账户。

已参加2020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

学生无需重新办理参保登记手续，系

统已自动为其续保， 家长只需申报个

人银行账户信息即可

（以前办理参保

登记时已申报过的无需重新申报）

。

市医保中心提醒， 市民登录微信

后进入“医保电子凭证”界面，如果还

未激活医保凭证， 请先激活医保电子

凭证， 再为本人或家属申报银行账户

信息。 在申办扣费账户时，请提供本市

个人活期账户作为缴费账户， 请勿申

报信用卡、对账本或非本市账户等。

微信关注“广州医保”公众号，通

过“医保服务”-“医保查询&凭证”-

（未激活凭证的请先激活凭证）

-“广州

城乡居民医保信息收集” 进入申报界

面，按界面提示准确填写后提交。

微信关注“我的医保”公众号，通

过“医保凭证” -“激活凭证”

（未激活

凭证的请先激活凭证）

-“广州城乡居

民医保信息收集”进入申报界面，按界

面提示准确填写后提交。

登录微信，通过“我”-“支付”

-“城市服务”-“热门服务”-“医

保”-“医保电子凭证”-

（未激

活凭证的请先激活凭证）

-“广

州城乡居民医保信息收

集”进入申报界面，按界

面提示准确填写后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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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新生可

微信申报城乡医保

微信在线申报的3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