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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邓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实施
∶∷  细则 (暂行 )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区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邓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实施细则 (暂行 )》 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办公室



邓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实施细则
(暂行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保制度

改革的决策部署,构建公平、规范、高效、可持续的医疗保障体

系,切实做好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工作,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

革的意见》(中 发 (⒛⒛)5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

面做实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的意见》(豫政办 (2020)

31号 )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筹资、

待遇水平与经济社会水平相适应;逐步提高参保人员待遇水平 ;

逐步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基本政策、待遇标准、基金管

理、经办管理、定点管理、信息系统
“
六统一”

的医疗保险制度。

第三条 医疗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市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

保险管理工作,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

服务,负责个人权益记录和待遇支付等工作。

第二章 参保缴费

第四条 职工医疗保险 (以下简称
“
职工医保

”)参保对象为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灵活就业人员。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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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或单位批准成立的文件,向 当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医疗保险

登记。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医疗保险

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医疗保险登记。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以下简称
“
城乡居民医保

”)参保对象为

本市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职工医保参保范围的其他人员。对长期居

住人员参加居住地医保的参保人,各级财政按当地居民相同标准

第五条 职工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在职职工共同缴纳。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其他由财政

负担工资的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为 10%,其 中,用人单位

缴费率为职工工资总额的 SO/0,职工缴费率为本人工资总额的 zO/0。

企业参加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为 10。 sO/0,其 中,用 人单位缴费率为

职工工资总额的 8。 sO/0,职工缴费率为本人工资总额的 zO/0。 职工缴

费部分由用人单位按月代扣代缴。

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保,以不低于上年度河南省全口径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以下简称
“
河南省平均工资

”)的

6O0/0为 基数,按 SO/0的 比例缴纳,不划入个人账户,不享受生育津

贝占。

安排在公益性岗位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

以上年度河南省平均工资的 GO%为 基数,按 10%的 比例缴纳,其 中,

个人承担 zO/0,由 用人单位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代扣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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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应当参加大额补充医疗保险。

职工大额补充医疗保险费以上年度河南省平均工资为基数,在缴

费年度的第一个月按 0。 GO/0的 比例缴纳,由 用人单位和在职职工分

别按 50%的 比例承担,退休后不再缴纳。

(一 )职工医保缴费基数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工资总

额构成项目申报。在职职工工资低于上年度河南省平均工资 60%

的,以上年度河南省平均工资的 60%为 基数缴纳,工资高于上年

度河南省平均工资 30隅的,以上年度河南省平均工资的 30甄为基

数缴纳。

(二 )用 人单位及其职工应缴医疗保险费由税务部门按月征

收,其 中,职工个人缴费部分由用人单位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

灵活就业人员按年或按月征收,所需费用由个人承担。

(三 )职工医保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视 同缴费年限

加职工医保实际缴费年限累计达男满 30年 、女满 25年 ,且实际

缴费满 ⒛ 年以上的,从 申报受理次月起按规定享受退休医保待

遇。未达到规定缴费年限的,应继续按在职职工政策缴费至规定

年限或一次性缴纳至规定年限。一次性缴费标准为:单位职工按

上年度河南省平均工资 8%的 比例由用人单位负责缴纳;灵活就业

人员以上年度河南省平均工资 60%为 基数,按 8%的 比例由个人缴

纳。

职工缴费年限由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构成。我市实

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准 日为⒛01年 7月 1日 ,⒛01年 7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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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符合国家规定的工龄视同医疗保险缴费年限。⒛04年 12月

31日 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职工,⒛01年 7月 1日 至其参保

前符合国家规定的工龄视同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跨统筹地区

转入的参保人员,在异地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的年限视同实际缴

费年限。

第六条 根据职工医保基金支出情况和生育待遇的需求,按

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建立费率确定和调整机制。

第七条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费的筹集实行个人缴费和政府补

贴相结合的原则。建立政府和个人合理分担、可持续的筹资机制。

我市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标准和财政补贴标准不低于省医保

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规定的最低标准,以 当年度上级部门

的通知为准。

(一 )鼓励集体、单位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对个人缴费给予

扶持或资助。

(二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费每年缴纳一次,集 中缴费时间原

则上为每年的 9月 至 12月 (特殊情况下适当延期),缴费次年享

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城乡居民医保的保险年度为自然年度,即

每年的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

1.城 乡居民原则上以家庭 (不 包括家庭成员中的大中专学生

和已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人员)为 单位参保缴费,大 中专学生原

则上应在学籍地以学校为单位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困难群众原则

上在身份认定地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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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 生儿出生后 90天 内由监护人按相关规定办理参保手续 ,

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当年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新生儿父或母参加我

市基本医保的,新生儿出生当年办理参保登记后即可享受当年城

乡居民医保待遇。新生儿父母均未参加我市基本医保的,新生儿

需在其户籍所在地参保缴费后方可享受当年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新生儿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参保手续的,新生儿自出生之日所发

生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医保支付。

(三 )财政补助部分,由 中央、省、县 (市 、区)三级财政

分担。具体补助标准和分担比例按财政部门规定执行。

第八条 建立税务、医保、财政三方每月对账机制,定期核

对征缴金额和入库资金,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第三章 医保待遇

第九条 参保人员按规定持本人有效证件就医可享受住院医

疗、门诊医疗和生育医疗补助等待遇。

第十条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一个 自然年度内,参保人员按

规定发生的属于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及医疗服务设

施范围目录 (以 下简称
“三个目录

”)范 围内的医疗费用,由 医疗

保险基金支付,实行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一 )职工医保。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 6万元 (不

含生育津贴),大额医疗保险基金最高支付 54万元。

(二 )城 乡居民医保。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 15万

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 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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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住院医疗待遇。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属于
“
三个 目录

”
范围内的住院医疗费用,超过住院起付标准和

最高支付限额之间的医疗费用,由 统筹基金按比例支付。

(一 )起付标准

1.职工医保。邓州市域内每次住院起付标准 300元 ;邓州市

域外省内每次住院 800元 ;省外每次住院 1000元 。

2.城 乡居民医保。乡级 (乡 镇卫生院或社区医疗机构)住院起

付标准为 ⒛0元 ;县级 (二 级或相当规模以下医院)为 500元 ;地市

级 (二 级或相当规模以下医院)为 600元 ,地市级 (三 级医院)为

1200元 ;省 级 (二 级或相当规模以下医院)为 1200元 ,省级 (三级

医院)为 ⒛00元 ;省外为 ⒛00元 。14周 岁以下 (含 l4周 岁)的参

保人员住院起付标准相应降低 50%。 其他参保居民年度内在县级

以上 (含县级)医院第二次及以后住院,起付线减半。

(二 )支付比例

1。 职工医保。

邓州市域内:一级医疗机构合规费用支付比例在职的为 93%,

退休的为 gs%;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合规费用支付比例在职的为 88%,

退休的为 93%。

邓州市域外 :合规费用支付比例在职的为 78%,退休的为 83%。

2。 城乡居民医保。乡级 (乡 镇卫生院或社区医疗机构)合规费

用 支 付 比例 ⒛0— 1000元 (含 下 限 不 含 上 限 ,下 同 )的 为

7甄 ;1000—2000元 为 80%,⒛00元 以上为 90%;县级 (二级或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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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下医院)合规费用支付比例 5001500元为 63%,1500码 000

元为 73%,5000元 以上为 85%;地市级 (二级或相当规模以下医院)

合规费用支付比例 6003000元为 55%,3000-6000元 为 65%,6000

元以上为 75%,地市级 (三 级医院)合规费用支付比例 1200-4000

元为 53%,4000J000元为 65%,9000元 以上为 75%;省级 (二 级

或相当规模以下医院)合规费用支付比例 1200-5000元为 50%,

5000元 以上为 70%,省 级 (三级医院)及省外合规费用支付比例

20009000元 为 50%,9000元 以上为 60%。 对 80岁 以上参保的城

乡居民住院医疗费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在原有基础上提高甄。对

精神病患者住院治疗实施按床 日付费,医疗待遇按现行规定执行。

3.中 医医疗机构。对邓州市域内二、三级中医院住院病人 ,

城乡居民医保中医药诊疗服务费报销比例提高 ⒛%,起付线降低

一个档次 (不低于最低标准),城镇职工医保的支付比例在原基础

上提高 sO/0。 中医药服务项目指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中药饮片、

中成药、中药制剂和中医诊疗项目。

(三 )门 急诊费用

门急诊费用不设起付线。经急诊抢救无效死亡发生的门诊医

疗费用,按相应级别医院的住院支付比例支付;急危重症患者经

急诊抢救留观之后不间断收治住院治疗的,应将急诊所发生的医

疗费用纳入本次住院费用一并结算,收费项目记录在本次住院的

临时医嘱中。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因急诊抢救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

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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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异地就医

因病情需要转邓州市域外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参保人员,按

规定办理转诊各案手续后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按邓州市域外相

应级别医院的支付比例支付;参保人员因急诊、精神病等原因未

及时办理各案手续的,应 当在入院后 7个工作 日内补办相关手续 ,

按邓州市域外相应级别医院的支付比例支付。

职工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工作人员和异地长期居住

人员办理异地就医各案手续后,在各案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     ^
疗费用,起付标准和支付比例按邓州市域外相应标准执行。

未按规定办理转诊、各案手续的,按相应级别医院的支付比

例降低 ⒛%。

第十二条 门诊医疗待遇。门诊医疗待遇项目包括门诊个人

账户、门诊统筹、门诊慢性病、门诊特药和门诊重特大疾病。

(一 )职工个人账户

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单位缴纳的医疗

保险费,按下列比例划入个人账户 :45周 岁 (含 娟 周岁 )以下

的在职职工,按个人缴费基数的 1%划入;45周 岁以上的在职职工 ,

按个人缴费基数的 1。 码划入;退休人员以本单位上年度平均缴费

工资的 3~跚划入;关 闭、破产企业和建立个人账户的灵活就业退

休人员以上年度河南省平均工资的 60%为 基数,按 3。 跚划入个人

账户。

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药店购药和门诊、住院医疗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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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属于三个目录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参保人员医保关系转移

时,其个人账户结余额随同转移。个人账户本金和利息归个人所

有,可继承使用。

(二 )城乡居民门诊统筹

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在开展基本药物零差价的乡级医疗机构

(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村级医疗机构 (社 区卫生服务站)和 高校

校医院 (医务室)门 诊就医,门 诊合规费用按照 50%的 比例进行

攴付,一个目然年度内个人封刂贝线为 300元。

两病患者在门诊统筹年度限额用完后,高血压患者年度增加

150元限额,糖尿病患者年度增加 170元 限额,若 同时患有高血

压和糖尿病,则年度增加 ⒛0元 限额。增加限额部分的合规费用

按 50%比例支付。

参保人员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乡、村 (一级及以下)定点

医疗机构门诊就医发生的一般诊疗费,按照总额预付、包干使用、

超支不补的原则,由 卫健部门核定后按规定拨付。

(三 )门 诊慢性病、重特大疾病和门诊特药待遇

门诊慢性病是指因患慢性疾病的病人需长期门诊治疗和药物

支持的病种。重特大疾病是指临床路径明确、疗效确切且费用比

较昂贵的病种 (或治疗项目)。 门诊特药是将用于治疗癌症、罕见

病等重特太疾病的临床必需、疗效确切、适应症明确、价格较高、

适于门诊治疗的国家谈判药品作为门诊特定药品。

门诊慢性病、重特大疾病和门诊特药医疗待遇按现行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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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第十三条 职工大额医疗待遇。参保人员发生的属于三个目

录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按规定支付达到基本医保年度最高支付限

额后,职工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对合规费用的支付比例为 90%。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由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待遇标准由全省统

一制定,具体办法按照省医保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生育医疗补助待遇

l。 生育医疗费用。女职工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有关规定因生

育、门诊产前检查、计划生育手术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限额结算 ,

低于支付限额的,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支付。医保基金支付标准为 :

(1)产前检查 (围 产保健)支付限额:800元 /例 ;

(2)自 然分娩支付限额:省级医院 2200元 /例 ,地市级医院

⒛00元 /例 ,邓州市级医院 1800元 /例 ;

(3)剖 宫产支付限额 :省级医院 绢00元 /例 ,地市级医院

4300元 /例 ,邓州市级医院 们00元 /例 ;

(4)剖 宫产的同时做其他相关妇产科手术:5000元 /例 。

(5)放置、取出宫腔节育器 (含检验费):省级 150元 /例 、

地市级 130元 /例 、邓州市级 1t0元 /例 ;

(6)输精管结扎术 (含检验费)支付限额 :省级 1200元 /

例、地市级 1000元 /例 、邓州市级 800元/例 ;

(7)输卵管结扎术支付限额 (含检验费):省级 2600元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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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 2400元 /例 、邓州市级 2200元 /例 ;

(8)输精 (卵 )管复通术支付限额 (含检验费):省级 碉00

元/例 、地市级 3800元/例 、邓州市级 3600元 /例 ;

(9)早期妊娠需在门诊中止妊娠 (含孕情检查、检验费 ):

省级 300元 /例 、地市级 280元 /例 、邓州市级 260元 /例 ;

(10)妊娠满 12周 以上住院终止妊娠支付限额 :省级 1000

元/例 、地市级 800元 /例 、邓州市级 600元/例 ;

(11)引 产支付限额:省级 1500元 /例 、地市级 1300元 /例 、   ^

邓州市级 1100元 /例 ;

2.生 育补助金。男职工配偶未就业且符合国家和省计划生育

规定生育的,享受一次性生育补助金。生育补助金标准为女职工

生育医疗费限额标准的 50%。 男职工配偶已经享受城乡居民医保

相关待遇的,不再享受一次性生育补助金。

3。 生育津贴。符合人 口与计划生育有关规定的参保女职工 ,

生育或者终止妊娠在下列法定产假期间由领取工资改为享受生育

津贴,女职工参保单位按规定持相关材料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待

遇申报。

(1)妊娠满 28周 以上生产或引产的,享 受 98天的生育津贴 ;

符合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坐育子女的,增加 9o天

的生育津贴;难产 (含剖宫产)的 ,增加 15天 的生育津贴;多 胞

胎生育的,每多生育 1个婴儿,增加 15天 的生育津贴。

(2)妊娠未满 16周 流产的,享 受 15天的生育津贴;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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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周 流产的,享受锣 天的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日标准按照女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除以30计发,从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生育津贴低于女职工

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前工资水平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

补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其他

由财政负担工资的单位女职工生育、终止妊娠,不享受生育津贴 ,

产假期间的工资由用人单位照发。退休女职工及灵活就业人员符

合国家政策生育的,享受生育医疗待遇,不享受生育津贴。

(二 )城乡居民生育待遇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住院分娩,住院医疗费用实行定

额支付。定额标准为: 自然分娩 1600元 ,剖宫产 ⒛00元 。实际

住院费用低于定额标准的据实结算,超过定额标准的按定额标准

支付。

第十五条 医疗保险待遇享受

(一 )职工医保新参保人员,当 月缴费次月享受医疗保险待

遇。连续缴费满一年以上的,方可享受生育津贴。

灵活就业人员可享受待遇至缴费期满的当月。对欠费的个人 ,

从次月起暂停其享受医疗统筹基金支付的待遇,待补齐欠费后方

可恢复享受医疗倮险待遇。

(二 )用 人单位及在职人员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职工医疗

保险费的,累计欠费达 3个 月时,暂停待遇,待补齐欠费后方可

恢复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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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职工医保参保人员跨统筹地区转移,补齐欠费后方可

正常享受医保待遇。

第十六条 下列医疗费用不纳入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

(一 )应 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 ;

(二 )应 当由第三人负担的 ;

(三 )应 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 ;

(四 )在 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就医的 ;

淬

(六 )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范围、医疗

服务设施标准所规定项 目范围的 (国 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 )国家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的其他费用 ;

(八 )下列职工生育、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 :l。 不符合国

家或者本省计划生育规定的;2。 不属于生育保险医疗服务范围内

的其他费用。

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无力支付的,凭人

民法院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由 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无法确

定第三人的,凭公安部门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由 医疗保险基金

先行支付。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意外

伤害第三人非全责的,医 疗费用由第三人或商业保险机构赔付后 ,

差额部分按人民法院、公安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由医疗保险基金

按确定的比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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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基金构成

(一 )滚存结余基金 ;

(二 )征收的保险费收入 ;

(三 )上级补助收入 ;

(四 )各级财政补助收入 ;

(五 )利 息收入 ;

(六 )转移收入 ;

第十八条 账户管理

医疗保险财政专户分险种设立职工医保基金和城乡居民医保

基金 (以 下简称医保基金)银行账户,医保经办机构的医保基金

支出户,主要用于医保待遇支付等。

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医保基金统一管理,在职工医保基金

支出中设置生育保险待遇支出科目。

第十九条 基金预决算

按照
“
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
的原则,编制全市

医疗保险基金年度预算。

(一 )市政府根据本地区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就业人口等

指标,结合省医保局下达的参保任务,科学合理确定。/f度 参保基

金征缴任务及基金预算编制要求。

(二 )根据上年度参保人数及基金收支情况,扣除提取的风

险调剂金和大病保险费用后,分险种编制次年医保基金收支预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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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财政部门。

(三 )每年按时间按规定编制上年度医保基金决算草案,报

财政部门。

(四 )医保局会同财政部门汇总编制上年度全市医疗保险基

金决算草案。

(五 )医保基金支出,以年度支出预算为依据,按月申请拨

付。

第二十条 基金收支管理

全市医保基金收入全额纳入财政专户,实行
“
收支两条线

”

管理,财政部门负责分险种记账,专款专用。

(一 )医保基金由税务部门征收并直接缴入国库,税务部门

应定期向财政、医保等部门核对医疗保险费征收情况。

(二 )财政部门负责对城乡居民医保的中央、省、市 (县 )

财政参保补助资金划入财政专户。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配套补

助资金 (含资助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和孤儿、精准

扶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个人缴费,下 同)按规定及时足额纳入

财政专户。

第五章 经办和信息管理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应设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配各专业丿、

员和专业设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十二条 实行经办服务流程和标准的统一,全面实施医

保清单制度和办事指南,落实
“
全省清单

”
要求,提高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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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服务水平。

第二十三条 按照国家和省统一的建设规范和标准,构建基

本医疗保险业务信息系统,形成覆盖市、乡、村的信息服务网络 ,

实行省内、省外异地就医联网即时结算,提供就医、查询、结算

一体化服务。

第二十四条 建立健全医保智能监控系统,构建事前提醒、

事中监控分析、事后审核等覆盖医疗服务全程的医保监控体系 ,

满足基金管理娶求。 ~~ˉ

第二十五条 推进医保、税务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参保与缴

费信息共享,方便用人单位和城乡居民参保缴费。推进医保部门

与民政、扶贫、卫健等部门信息系统的衔接,为参保人员提供一

站式服务、一窗田办理、一单制结算。推广使用医保电子凭证支

付,为参保对象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第六章 定点服务管理

第二十六条 全市执行统一的医药机构准入条件、评估规则

和工作流程,执行统一的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办法,全面落实

《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2

号)和 《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

令第 3号 )文件精神,加强医保精细化管理,促进医疗机构供给

侧改革,为参保人员提供适宜的医疗服务。

第二十七条 定点医疗机构对参保人员门诊慢性病和重特大

疾病的鉴定、意外伤害性质的鉴别、转诊转院的办理等工作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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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把关,严禁弄虚作假。

第二十八条 全面实行总额预算管理。健全对医疗机构医保

支付总额控制办法,形成科学、合理的总额控制激励约束机制。

第二十九条 探索推进支付方式改革。统筹推进以DIP为 主

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探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打包付

费等支付模式;探索对紧密型医共体等分工协作模式实行医保总

额付费管理办法,合理引导双向转诊。

第七草 墨盒监督菅理

第三十条 全面落实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5号 )文件精神,加强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监督管理,保障基金安全,促进基金有效使用,维护公民医

疗保障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 医疗保障部门要会同财政、审计、税务、公安、

卫健等部门定期对基金征缴、支付及管理等环节开展监督检查 ,

及时发现查处存在的问题,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共 同做好医

保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确保基金安全运行。

第三十二条 建立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和信用评价制度,组织

实施专项检查,引 入第三方机构对医保基金进行审计或调查,采

取多种形式加强医保基金管理。

第三十三条 违反医疗保险法律法规的,按相关法律法规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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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根据我市医保基金收支状况和医疗消费水平 ,

市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可对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起付标

准和待遇支付标准等提出调整意见,经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五条 我市现行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规定中与本

实施细则规定不一致的,按本实施细则执行。国家、省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邓州市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2022年 6月 1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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