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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谢克伟

晨报讯 市政府办公厅昨天
公布《健全上海市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实施办
法》，《办法》自今年 2 月 1 日起
施行。 《办法》明确，从今年 7 月
1 日起， 分步扩大个人账户使用
范围。 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参
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
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以及在定点
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
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
用。

同时探索个人账户用于配
偶、父母、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等的个人缴费。 但个人
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
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
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

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 自
2023年 7月 1日起， 在职职工缴
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本
人的个人医疗账户，计入标准为本
人参保缴费基数的 2%， 单位缴纳
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统筹
基金。 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
金按定额划入， 具体标准为 74岁
以下 1680 元 / 年，75 岁以上

1890元 /年。
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能。 完

善职工医保门诊费用保障机制，
明年 7 月 1 日起调整门急诊待遇
标准：

1.在职职工：门急诊自负段标
准调整为 500元。 超过部分由统
筹基金按下列标准支付： 在一级
医疗机构门诊急诊的， 统筹基金
支付 80%； 在二级医疗机构门诊
急诊的，统筹基金支付 75%；在三
级医疗机构门诊急诊的， 统筹基
金支付 70%。

2. 退休人员：（1）2001 年 1
月 1 日后退休人员， 门急诊自负

段标准调整为 300 元。 超过部分
由统筹基金按下列标准支付：在
一级医疗机构门诊急诊的， 统筹
基金支付 85%； 在二级医疗机构
门诊急诊的，统筹基金支付 80%；
在三级医疗机构门诊急诊的，统
筹基金支付 75%。 （2）2000 年
12 月 31 日前退休人员， 门急诊
自负段标准调整为 200 元。 超过
部分由统筹基金按下列标准支
付：在一级医疗机构门诊急诊的，
统筹基金支付 90%； 在二级医疗
机构门诊急诊的， 统筹基金支付
85%； 在三级医疗机构门诊急诊
的，统筹基金支付 80%。

记者 郁文艳

晨报讯 “家是最小国，国是
千万家”。 辰山植物园 2022新春
花卉展将于本周日开幕，以“花开
富贵 国泰民安”为主题，从“家
与国”切入，设置红色礼赞、家国
情怀、花香满屋三大展示区，用牡
丹、垂枝梅、高山杜鹃等花卉体现
宜情宜景的家国情怀以及温馨的
家庭氛围。

“红色礼赞”展示区位于矿坑
花园，在园内台地区域打造冬季花

园。 花材以红色系牡丹为主，辰山
植物园自行嫁接的红色垂枝梅作
为亮点，穿插于三五成群的牡丹花
丛中，配以各色品种的报春、紫罗
兰、角堇，共同点亮冬日景观。

公园工作人员介绍， 梅花象
征着坚强不屈的民族品格， 而牡
丹的雍容华贵则寓意着国家的繁
荣昌盛，二者共同构成表达“国”
这一概念。

“家国情怀”展示区位于展
览温室热带花果馆， 以多样化小
型花境为展示特色。 在瀑布广场

周边， 利用凤梨山和草坪的高低
落差， 反映出我国西高东低的地
貌特征， 并布置以高山杜鹃为主
的景观， 体现这一地貌特征下的
植被和自然景观差异。

此外，还分别以红色系、蓝紫
色系、粉色系、白色系、黄色系高
山杜鹃布置家庭园艺小场景，展
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喀纳斯
地区 5 地的地域特色及温馨的家
庭氛围。整个展示区从“祖国大地
不同地域家庭的幸福生活”和
“幸福小家汇聚为祖国的好山好

水”两个方向表现家与国的关系，
体现出宜情宜景的家国情怀。

“花香满屋”展示区设置于共
享空间个体展馆， 集中展出 60种
百余株催花牡丹及相关科普知识。

与往年不同的是， 除了展示
精品牡丹、 新品种牡丹个体与周
边衍生产品之外， 还将重点推出
牡丹与芍药为主题花材的花艺作
品和艺术字画， 并利用牡丹的鲜
切花束进行展示， 花艺形式更贴
近于家庭插花，体现“花朵、花艺
和家庭”，突出家之温馨。

� � � �晨报讯 上海警备区党委十三届
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昨天举行。市委
书记、 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强
出席会议并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强军思想， 始终瞄准 “一流窗
口”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
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
在新征程上推动国防动员建设高质
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李强指出，过去一年，警备区坚决
贯彻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
决策部署， 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
方针，推动政治建设、练兵备战持续走
深走实，积极协调组织参与疫情防控、
防汛防台以及进博会、 花博会安保等
重大任务， 为维护城市安全稳定提供
强有力支撑。

李强指出，做好警备区下一步工
作，要坚定举旗铸魂，筑牢听党指挥思
想根基。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巩固拓展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以思想统一确保
步调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忠诚拥护“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 � � �晨报讯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
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昨天举行。 市委书记李强在全会第
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政治自
觉，保持强大韧劲，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秉持自我革命精神，始终坚持严
的主基调，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推进，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市政协主席董云
虎，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出席会议。 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
学新主持。

李强指出，要深刻领会全面从严
治党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有力，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
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
的成功路径，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是奋进新征程的强大政
治引领和政治保障。

李强指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
坚持稳中求进，保持强大韧劲，态度不
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为营造平稳健
康的经济环境、 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作出积极努力。

记者 陈里予

晨报讯 新春将至，市慈善基
金会将出资 1100万元， 向奋战在
抗疫一线疾控人员送去新春慰问，
让社会的关怀、慈善的暖阳为他们

驱散冬夜的寒冷。虎年将近，祝福上
海，祝福所有为这座城市日夜值守、
辛勤付出的抗疫一线疾控人员。

2020年以来， 市慈善基金会
开展了“赴鄂医疗队抗疫援助”项
目，关心慰问上海援鄂医疗队队员

和发热门诊医务人员。 开展了“上
海地区医疗机构抗疫援助”项目，
为本市部分发热门诊配置 CT 设
备。 开展了“上海交通系统抗疫援
助项目”，为交通道口防疫工作添
砖加瓦。 开展了“社区防疫援助”

项目，援助基层社区、集中隔离点、
养老院等一线防疫。 在疫情初期，
市慈善基金会先后为上海、湖北武
汉等地医疗机构购置急需的医用
设备，为援鄂医疗队队员、上海本
地医疗工作者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 � � 晨报讯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市
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昨天参加市财政
局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暨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龚正指出，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
海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市委、市
政府的决策部署，胸怀大局大势，聚焦
关键重点， 进一步强化担当、 尽心履
职，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
力的财政保障。

医保个人账户使用分步扩围
7月1日起可用于支付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个人负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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