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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起，医保卡里的钱，父母、夫妻、
子女都可以用了。而且，还可用于缴纳挂号
费、体检费等。

2月25日，记者从省人社厅官网上获
悉，省医疗保障局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完善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有关
政策的通知》（川医保发〔2018〕7号）文件。
该通知明确，个人账户资金在原支付范围基
础上，可扩大用于支付职工本人及其配偶、
夫妻双方父母、子女的费用。

据悉，新政于2019年3月1日起施行。

共享
个人账户资金

家庭成员可互助共济

成都的秦女士听到这个消息很开心。
她告诉记者，她65岁的母亲患有骨质

疏松症，需要长期吃药，但她是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卡里几乎没有钱。秦女士，在成都
一家公司上班，每个月医保卡上账300多
元，但身体健康几乎花不了医保卡的钱。

一边是急需用钱，一边是女儿卡上的钱
用不出去，两边都着急。

有一次，秦女士带母亲到成都市一家医
院拿药，拿出自己的医保卡为母亲缴费，被
收费员以医保卡与挂号人信息不符拒绝，还
批评了她俩，搞得母女俩很难堪。

“现在好了，我可以正大光明地用我的

卡给母亲拿药了。”秦小姐告诉记者。
根据通知，个人账户资金除职工本人使

用外，还可供其配偶、夫妻双方父母、子女使
用，实现家庭成员互助共济。

便利
全省范围使用

挂号体检也可刷医保卡

不仅可以帮家人付款，新政还提出，医
保卡的钱还可以用于支付挂号费、体检费等
费用。而在之前，在医院窗口挂号，大多需
要交纳现金或者微信、支付宝支付。

这次，新政扩大了医保卡个人账户资金
的使用范围。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到支付挂
号费、体检费、非计划免疫接种、远程诊疗、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和购买医疗器械、耗
材、辅助器具等项目费用；还可用于支付与
医疗健康相关的政府部门开展的社会保险
个人缴费部分费用。

同时，新政还扩大了医保卡个人账户资
金的使用区域。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后，个人
账户资金使用区域可从统筹地区扩大到全
省范围，将可实现省内定点药店“一卡通”和
网上移动支付。

此外，对跨省异地就医长期备案人员、
省内职工医疗保险转移至省外参加居民医
疗保险的人员，其个人账户资金可划转至本
人的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3月1日起 医保卡里的钱可与家人共享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对于即将举行的朝美
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6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希望在河内举行的会晤能够取得成功。

陆慷说，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主张主要是两个
方面，第一，实现半岛无核化；第二，实现和维护半
岛持久和平与稳定，进而实现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
平与稳定。他说，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朝美作为关
键当事方，应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切实采取措施，充
分考虑和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相向而行，共同为

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持久和平稳定作出努力。“我们
很高兴，事态是朝着中方所主张和所希望的方向在
发展，这就是中方一直以来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也
会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

陆慷说，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在河内举行，
不光是中方，实际上国际社会各方都希望朝美双方
能在已有基础上，围绕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半岛和平
稳定，继续往前迈出更多实质性步伐。

相关报道链接05版

记者了解到，三轮车车主
名叫任家朝，和妻子陈纯菲
都是云南人。夫妻俩在去年
十月来到温江，在永康路菜市
场盘下一个铺面做小本买
卖，经营秘制板鸭和猪蹄，生
意一般。

据任家朝介绍，22日早
上六点过，他准备骑三轮车去
店门，结果三轮车刹车失灵，
不小心撞到后方的汽车，当下
就将车头撞凹了一大块。

“当时很焦急，立刻打电
话给妻子说了这件事。”正在
熟睡中的陈纯菲听说丈夫闯
祸后立马清醒了，马上下楼找
到了丈夫。因为店中还有生
意要忙，丈夫只能让妻子守在
车旁等候车主。

陈纯菲回忆，她大概等了
两个半小时都未等到车主，只
能留下一张纸条道歉，并附上
联系方式。“是我们将人家车
撞了，就一定要负起责任。”

早上11点过，车主熊女
士下楼后，立刻发现了汽车的
问题。“当时特别生气，我马上
跑到监控室去调监控，结果发
现那个地方是盲区，没拍到。”
以为自己吃定了哑巴亏的熊
女士回到车旁，却在挡风玻璃
上意外看见了一张纸条。

看到纸条上的内容，熊女
士瞬间消气了，她抱着试一试
的态度拨过去，对方很快接了
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的，首
先是给我道歉，然后说该怎么
修就怎么修。”

调 整 前
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只能专项用于本人定

点医药机构支付门诊费用或购药等。

调 整 后
1、扩大使用人群。
个人账户资金除职工本人使用外，扩大到其配偶、

夫妻双方父母、子女使用，实现家庭成员互助共济。

2、扩大使用范围。
个人账户资金在原使用基础上扩大到统筹区内支付

挂号费、门诊特殊疾病、住院、健康体检、非计划免疫接
种、远程诊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和支付与医疗保障相
关的政府部门开展的社会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的费用，省
内定点药店购买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辅助器具等。

3、扩大使用区域。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后，个人账户资金使用区域将从统

筹区内的定点药店扩大到全省联网的定点药店，可逐步实
现社会保障卡省内定点药店“一卡通”和网上移动支付。

3、增强使用便捷性。
跨省异地就医长期备案人员、省内职工医疗保险转

移至省外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人员，其个人账户资金可
划转至本人的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一问：此次新政的个人账户
适用的是省医保还是市医保？

答：我省范围内的城镇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

二问：子女属于城镇职工，父
母是农村人，子女医保个人账户
金额如何用来支付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操作流程是怎样的？

答：必须是在统筹区内定点医
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含挂号）、
门诊特殊疾病（含定点药店）、住
院、健康体检、非计划免疫接种、远
程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需
个人负责的医疗服务费。

这里面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
方：“统筹区内定点医疗机构”和

“个人负责的医疗服务费”。举
例，张某是绵阳市的城镇职工，其
父母是绵阳范围内的城乡居民参
保者，那么张某个人账户上的钱，
可以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保卡为
其父母缴纳城乡基本医疗保险。
如果张某没有具有金融功能的社
保卡，可以先向社保机构申办具
有金融功能的二代社保卡。

三问：子女和父母异地，怎么

使用？
答：父母可以到子女缴纳医

保统筹区内定点医院使用。如
果是职工的父母住院治疗，只能
用于支付需要个人承担部分的
费用。

四问：家人是居民医保报销
比例较低，可不可以直接用我的
城镇职工医保报销？

答：不能。新政明确：个人账
户资金在原支付范围基础上，可
扩大用于支付职工本人及其配
偶、夫妻双方父母、子女在统筹地
区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普
通门诊（含挂号）、门诊特殊疾病
（含定点药店）、住院、健康体检、
非计划免疫接种、远程诊疗和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等需个人负担的
医疗服务费用。

也就是说，父母参加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后如果生病住院，住院费
用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政策
报销。需要自己承担的自费部分，
可以用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子女
的个人账户里的资金支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

综合川报观察

外交部：希望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取得成功

此次调整，变化有多大？ 省市医保均适用
/焦点问答/

“我撞到您的车，等了很久您没来”

诚信小纸条
让你我心里暖暖的

一觉醒来，发现
爱车被撞凹了是

什么感受？肯定会相当
气愤吧。不过，家住成都
市温江区的熊女士却遇
到了暖心一幕。

2月 22 日上午，她
下楼后发现停在单元门
口的车子前部，竟被撞凹
了一大块。正当熊女士
气不打一处来的时候，却
发现挡风玻璃上夹着一
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肇事
者道歉的话和联系方
式。这张纸条顿时打消
了熊女士的怒气。

原来，肇事者名叫任
家朝。当天早上，他的三
轮车突然刹车失灵，不慎
撞到了熊女士的车。事
情发生后，他马上打电话
让妻子陈纯菲下来守车，
寻找车主。苦等两个多
小时后，陈纯菲写下了这
张字条，并留下电话号码
后才离去。

熊女士与任家朝夫
妇联系后，双方很爽快地
商定了赔偿事宜。这张
“诚信小纸条”的故事，也
在周围传播开了。

两人很快就修理问题达
成了协议，在一家汽车修理
店，店内的负责人在听说“诚
信纸条”的事情后，当即表示
只收取六百元成本费用。“我
只收取了叶子板的成本，烤
漆、进烘房、人工费、工时费一
切都免了。”

任家朝告诉记者，目前家
中有两个儿子，一个八岁在读
小学，还有一个在读幼儿园，
都在云南老家由父母带着。

“本来打算春节期间挣点钱寄
回去，拿给孩子当学费，但撞
了别人的车，只能跟老师说先
缓缓学费。”

事情解决后，夫妻两人的
诚信小故事也意外走火。26
日上午，在夫妻两人经营的店
铺前，时不时地过来一两位顾
客，和两人聊起这件事。

“我在网上看到你的经历，
专门过来支持你们的。”说这句

话的阿姨名叫王银芳，是住在
周边的住户，她告诉记者，之前
在网上看到关于两人的报道，
当天专程到店面上买卤制品，
就是想支持一下两人的生意。

夫妻两人的诚信行为，也
为店铺带来了良好的口碑。
一上午的时间，店铺内的25
只板鸭就全部售空，夫妻俩
不得不对部分闻讯而来的顾
客表示歉意。而据任家朝介
绍，过去一天他们也只能卖
七八只。

“遇到这种事没必要逃，
逃了也会心里不安。”任家朝
说，他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值
得骄傲的地方：“我相信遇到
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这
样做的。”而对于赔付的钱，
他也相信过不了多久，就能挣
回来。

简雪艳 李晓明 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暖心的小纸条
撞车后给车主留下电话

诚信夫妻走红
市民纷纷前来照顾生意

任家朝和陈纯菲两口子在温江经营着一家小店。

熊女士爱车被撞凹了一大块。

讯研科技创始人吴建东
四十不惑蓉漂创业

想造出
成都“瓦力”

Chengdu

进入报名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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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一部名为《瓦力》的影
片让机器人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两年后，年届四十的吴建东
从国企辞职，从土生土长的北方
故乡来到成都。他创业的起点是
行囊里的几个特种机器人。顶住
来自家人的压力，他开始艰难创
业，不料又遇到团队“技术核心”
者突然退出。

吴建东伤心的同时，也陷入
绝境………

本期《成都创客》镜头对准讯
研科技创始人吴建东，听他讲述
四十不惑而创业的故事。

任家朝妻子苦
等车主两个多小时
后，留下道歉的小
纸条和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