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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帮

@石牌街来穗人员

看过来！ 广州积分入户接受申报

信息时 报 讯 （记 者

唐硕 ）

10 月 9 日， 2020

年度广州市积分制入户正

式接受申请， 申请时间截

至 11 月 7 日 17 时， 有意

愿申请入户人员可在规定

时间登录广州市来穗人员

积分制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进行申报。

为回应社会各界对在

广州长期合法居住和稳定

就业创业的来穗人员的关

切， 让广州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最直接最现实惠

及更多来穗人员， 今年积

分制入户类指标增至 1 万

个。 其中 8800 个为常规

积分制入户指标； 1200

个为特殊技能和特殊艰苦

行业一线从业人员积分制

入户指标， 重点用于民办

学校教师、 公交驾驶员、

环卫工人、 教练员、 运动

员、 老人护理、 殡仪服

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

殊艰苦从业人员、 残疾人

照料员、 合同制消防员、

辅助警务人员、 家政从业

人员等行业的一线从业人

员入户， 由行业主管部门

按相关规定及程序遴选，

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负

责公示公告及发放入户

卡。

石牌街审核积分制入户资料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

理服务中心（石牌东路 127 号）

注意！ 中小学新生医保参保有变化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目前，广

州各幼儿园、中小学已经有序开学。然

而，有石牌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孩子

以前读幼儿园时， 都是在街道的公共

服务机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今年升

上小学一年级， 听说医保参保政策有

变化，那么新生该去哪里交医保？

据了解，按照往年惯例，孩子入读

小学一年级后， 家长需前往街道暂停

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 改由学校统一

缴费。但今年，广州市医保参保缴费方

式有所调整，今年中小学校、市属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的小一、初一、高一/职

一年级新生不再由学校统一参保，调

整为以个人身份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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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

要特别提醒的是， 微信申报功能仅面

向当前正常参保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

人， 曾参保但已办理停保手续或从未

参保的人员，请到各街道

（镇）

公共服

务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同时申报银

行账户信息。

记者从石牌街政务服务中心社保

窗口了解到以下几种情况：

一、如果还未申报医保，且学生户

籍在石牌街道的， 可由本人或代理人

带上户口本（

首页和孩子页

）、广州开

户的储蓄银行卡、《入学通知书》 的原

件和复印件到石牌街政务服务中心办

理；户籍为外地的，则由本人或代理人

到学校所在地的街道（

镇

）公共服务机

构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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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已办理停保手续的“幼升小”

新生， 医保部门已于 8 月统一恢复参

保，并自动续保参加 2021 年度城乡居

民医保， 家长无需再到街道办理恢复

参保手续。

参保缴费注意事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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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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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缴纳的，2021 年度中途不予

补缴。

3.

如往年是通过现金缴费方

式缴费，如今已参保但未办理

委托银行划扣手续，请尽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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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因个人原因无法提供银

行账号，可在“广东省电子税

务局”、“粤税通” 小程序、“广

东税务” 微信公众号、“粤省

事”小程序等网办渠道通过微

信、支付宝完成缴费，或者可

前往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完

成缴费。

申报步骤

1.网上提交入户申请：10 月 9 日~11 月 7 日 17 时前，申请

人通过“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

上承诺”后提交入户申请。

2.预审排名：11 月中旬，来穗人员服务管理部门完成预审

并进行排名，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汇总全市申请人员名单，

初步按积分分值从高至低排名， 形成“预审排名靠前人员名

单”。

3.预审排名靠前人员现场核验材料：11 月中下旬，预审排

名靠前申请人到办理居住证所在镇（街）来穗人员积分制入户

受理窗口提交原件核验并签名确认申请 2020 年度积分制入

户。

4.名单公示：12 月上旬，对成功受理且排名靠前的人员进

行排名公示。

5.名单公告：12 月中旬，对获得 2020 年度积分制入户资

格人员名单进行公告。

6.发放入户卡：12 月下旬，系统开放打印入户卡功能，获

得入户指标的来穗人员可登录打印。

申请条件

1.年龄 45 周岁以下，即为 1974 年

8 月 31 日（含当天）后出生。

2.持有在广州市办理《广东省居住

证》，且在有效期内。

3. 在本市合法稳定就业或创业并

缴纳社会保险满 4 年。

4.已在“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

务管理信息系统” 确认的积分总分值

满 100 分， 且不在积分异议或积分调

整流程中。

5.近 5 年未受过刑事处罚。

温馨提醒

预审积分排名靠前的申请人才

需要到镇（街）积分制入户受理窗口

提交原件核验。 广州市来穗局表示，

按照系统核定积分总分从高到低排

名， 分值相同时按照在本市社保缴

纳时间排名， 社保缴纳时间相同时

按照居住证办理时间排名。

提醒：

缴费额度有变化

据悉，2021 年度广州城乡

居民医保缴费金额有所调整。

其中， 在校学生个人缴费标准

为 343 元/人，其他参保人员个

人缴费标准为 456 元/人。 政府

补贴标准相应分别为 794 元/

人、681 元/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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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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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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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在线申报的 3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