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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起，广东医保新规正式实施

广东将统一职工医保缴费年限

退休时累计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

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其职

工医保缴费年限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可按

规定选择按月或一次性缴费至规定年限。

《暂行办法》统一缴费政策。 退休人员

补缴的缴费基数统一为上上年度全口径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缴费比例

按退休后待遇享受地职工医保单位费率。

允许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补缴。

《暂行办法》统一待遇政策。 按月缴费

的人员，其按月缴费期间，享受在职待遇，

不计发个人账户；缴满规定年限后享受退

休待遇。 一次性缴费的人员，缴费达规定

年限后享受退休待遇。

《暂行办法》允许中途变更。 退休人员

原选择按月缴费，但在按月缴费期间可申

请一次性缴费。 退休人员一开始不愿意补

缴或无力补缴的，可先按规定参加户籍所

在地居民医保，中途可按规定选择补缴。

如何确定职工医保退休后待遇享

受地？

《暂行办法》 明确不得将办理职工医

保退休人员待遇与在当地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金绑定，并按以下三个层次确定其退

休后待遇享受地：

第一个层次：在最后参保地符合享受

退休待遇条件规定的，在最后参保地享受

职工医保待遇。 不符合的，可选择在最后

参保地缴费至规定年限后，在最后参保地

享受职工医保待遇。

第二个层次：参保人在最后参保地的

缴费年限不符合条件规定，也不选择在最

后参保地缴费，但符合曾参保地的缴费年

限规定的，可转回该曾参保地享受职工医

保待遇。

第三个层次：参保人均不符合上述两

点规定的，按照“从长”或“从户籍”的原

则，可选择在参保人实际缴费年限最长的

其他曾参保地或有参保缴费的户籍所在

地缴费至规定年限后，在该地享受职工医

保待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漫

通讯员 粤医保）

近日，广东省

医保局发布《广东省医疗保障

局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

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广

东省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省内

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广东

将统一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男

职工 30 年、 女职工 25 年，全

省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

互认，并合并计算为累计缴费

年限。 办法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

《暂行办法》指出，跨地区

流动人员不得重复参保，不重

复享受待遇，职工医保缴费年

限不重复计算。

为进一步加强基本医保

关系转移接续管理，促进职工

医保待遇连续享受，《暂行办

法》提出三方面的具体要求：

一、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

省内转移接续的，参保人员在

转出地最后一次缴费的次月，

仍享受转出地的职工医保待

遇。 在转移接续前连续缴费未

中断的，参保人员在转入地参

加职工医保后，自缴费次月起

享受转入地的职工医保待遇，

确保待遇享受无缝衔接。

二、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

转移接续前中断缴费 3 个月

（

含

）以内的，参保人员可按规

定办理中断缴费期间的职工

医保费补缴手续，补缴后不设

待遇享受等待期，缴费当月即

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受待遇，

中断期间的待遇可按规定追

溯享受， 且不得重复享受待

遇。

三、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中

断缴费 3 个月以上的，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按各市规定执行，

原则上待遇享受等待期不超

过 6 个月。

“龙舟水”前脚走，高温后脚到

广州未来三天最高气温35℃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叶萌）

“龙舟水”前脚走，高温后脚到。 记

者从广东省气象台获悉，今年“龙舟水”

期间，全省平均降水量 514.5 毫米，较历

史同期偏多 54%， 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第

三多；乐昌、翁源等 18 个区县“龙舟水”

破历史纪录。预计，未来几天广东省将主

要以晴热天气为主，有雷阵雨。 其中，广

州未来三天最高气温高达 35℃。

按传统“龙舟水”统计时段（5

月

21

日

~6

月

20

日

） ，今年广东省平均降水量

494.9 毫米， 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五多。

鉴于今年“龙舟水”暴雨持续到 6 月 21

日结束，今年“龙舟水”统计时段为 5 月

21 日-6 月 21 日，全省平均降水量 514.5

毫米，较历史同期偏多 54%，是有气象记

录以来第三多。 乐昌、翁源等 18 个区县

“龙舟水”破历史纪录。

据了解，“龙舟水”期间，广东每日均

有区县出现暴雨，其中有 26 天出现大暴

雨，12 天出现特大暴雨。“龙舟水”空间

分布严重不均，呈现异常的“北多南少”

态势，主降水区高度集中在粤北市县。据

统计， 韶关、 清远分别录得平均雨量

847.2 毫米、845.8 毫米，比历史同期偏多

1.9 倍、1.3 倍， 双双刷新当地历史纪录，

其中连南县大麦山镇录得最大累积雨量

1689.2 毫米、 翁源县新江镇录得 1652.7

毫米。 另外，河源、梅州分别录得平均雨

量 671.8 毫米、515.3 毫米，比历史同期偏

多 1 倍、8 成，均位居当地历史第三。

6 月 13 日至 21 日，广东省更是持续

9 天出现了大范围强降水。 本轮降水具

有“降水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暴雨落区

重叠、多种灾害叠加”的特点。

广东省气象台预测， 未来几天全省

将主要以晴热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受台

风直接影响和登陆的可能性较小；7 月

进入海上台风活跃期。具体预报如下：23

到 25 日，全省大部多云间晴为主，有分

散雷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全省最高气

温介于 30℃～35℃。 广州市气象台预测，

23~25 日， 全市受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

控制影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局

部有雷阵雨。

广州未来

7

天天气预报

未达前款规定的市，从

2022

年开始，在本市

2021

年缴费

年限政策的基础上，逐年调整本市职工医保累计缴费年限。

参保人员在本省各市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互认，并合

并计算为累计缴费年限。

军人服现役年限视同职工医保实际缴费年限，与入伍前和

退出现役后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一是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因省内跨

地区就业、户籍或常住地变动

按规定在省内转移基本医疗

保险关系。

二是参保人员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时，选择职工医保退

休后待遇享受地按照本办法

执行。

跨省转移接续基本医疗保险

关系时，转入广东省的，按《暂行办

法》执行；转出外省的，按国家相关

政策执行。

今日： 多云间晴， 局部有雷阵雨，

26~35℃

；

明日： 多云间晴， 局部有雷阵雨，

26~35℃

；

25

日： 多云， 局部有雷阵雨，

26~

35℃

；

26

日： 多云， 局部有雷阵雨，

27~

35℃

；

27

日：多云，有雷阵雨，

27~34℃

；

28

日：多云，有雷阵雨，

26~34℃

；

29

日：多云，有雷阵雨，

27~34℃

。

广东统一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男

30

年、女

25

年

《暂行办法》适用于两类人群

1

2

《暂行办法》明确，广东逐步统一全省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政策。

累计缴费年限

到

2030

年

1

月

1

日

统 一 为

， 。

职工医保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年限需要同时符合两个条件，可享受退休待遇：

一是参加职工医保的累计缴费年限符合退休后待遇享受地规定的职工医保累计缴费年限要求。逐步

统一全省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政策，累计缴费年限到 2030 年 1 月 1 日统一为男职工 30 年，女职工 25 年。

二是在退休后待遇享受地参加职工医保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 10 年。

满足哪些条件，可享受退休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