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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曦）昨（26）
日，记者从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获悉，为进一步强化工
伤保险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
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近日四川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7部门
印发了《超龄等从业人员参加工
伤保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
行办法》）。《暂行办法》从2021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两年。
超龄等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适
用《暂行办法》，未参加的不适用
《暂行办法》规定。

《暂行办法》所称的超龄等从业
人员是指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
业，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规定应当建立劳动关系、订
立劳动合同的下列人员：已经达到
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年龄在
65周岁及以下，且未依法享受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从业人员；由
学校统一组织、实习单位按规定支
付劳动报酬的年满16周岁的参加
实习工作的在校学生；在毕业实习
期间的医学生和在住院医师等规范
化培训期间的医学在读研究生；参
加住院医师等规范化培训的社会学
员；在见习基地参加就业见习的人
员；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选聘到
基层从事专职工作的志愿者和高校
毕业生。

针对大家关心的超龄等从业
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个人是否缴费
的问题，《暂行办法》明确缴费主体
为从业单位。从业单位如按照《暂
行办法》为超龄等从业人员参加工
伤保险，则由从业单位缴纳工伤保
险费，从业人员个人不缴纳工伤保
险费。

除此之外，《暂行办法》明确，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据从业单位

提供的参保申请为超龄等从业人
员办理工伤保险参保登记。从业
单位以上年度全省城镇全部单位
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作为
缴费基数，以本单位其他人员参加
工伤保险的费率标准作为缴费费
率，为超龄等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
险费。

《暂行办法》还明确，已参加工
伤保险的超龄等从业人员因工作遭
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按照国
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四川省工
伤保险条例》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和
劳动能力鉴定。

《暂行办法》明确，已参加工伤
保险的超龄等从业人员因工作遭
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被认定
为工伤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享受与
其他参保工伤职工相同的工伤保
险待遇，具体有：治疗工伤的医疗
费用和康复费用；住院伙食补助
费；异地就医的交通食宿费；安装
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生活
不能自理的，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
确认的生活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
助金；一至四级伤残人员按月领取
的伤残津贴；五级至十级伤残人员
在离开从业单位时，应当享受的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因工死亡
的，其近亲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劳动能力鉴定费。

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等从
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且经劳动
能力鉴定为五级至十级伤残的，在
离开从业单位时，由工伤保险基金
按规定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工伤保险关系终止，自离开从
业单位之日起不再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

11月1日起
四川省实施《超龄等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

把更多人纳入社保体系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25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在当
晚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男子4×400米接力决赛项目
中，夹江小伙杨磊携手牟春俊、罗浩、樊添瑞代表四川队夺得
冠军。

据了解，这也是目前杨磊在本届全运会上获得的第三块
金牌。

本报讯（记者 罗曦）乐山市2022年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缴费已于2021年9
月16日启动，目前缴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中。参加居民基本医保有哪些
好处？可以保障多久？近日，乐山市医疗保障局收集了群众最关心的医保问
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问：乐山市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能享受哪些待遇保障呢？
答：居民基本医保是以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和没有

工作的居民为主要参保对象的医疗保险制度，属于政府主办的基本医疗保险的
一种，其原则就是保障人民“医有所保”，参加居民基本医保后，就有居民基本医
保、居民大病保险（不需另外缴费）能极大地减轻患者的医药负担。

虽然各地具体的报销政策有所差异，但根据有关部门的整体统计数据，近几年
乐山市居民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稳定在70%以上。在此基础上，还有基
层医疗机构普通门诊报销，高血压、糖尿病用药保障，门诊慢特病保障等，多管齐
下，尽可能减轻参保群众的就医负担。

问：居民基本医保保费每年都略有调整，保费调整的同时报销范围是否有
调整呢？

答：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物价的上涨，医疗费用连年上涨。居民基
本医保是由原来的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而来。虽然居民基本医保保费
每年都略有调整，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居民基本医保的报销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可通过居民基本医保报销的门诊慢特病病种不断增加，医保药品目录品种也从
1999版的1535个品种增加到2020版的2800个品种，将国家2020年谈判新增的
29个药品纳入单行支付药品名单，调整后单行支付药品共88个；报销门槛降
低，个人报销比例不降反升，居民基本医保最高支付限额涨到22万元……可以
说，参加居民基本医保好处多多。

在此，乐山市医保部门提醒，目前乐山市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进行参
保缴费，群众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最便利的缴费方式。

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
缴费人可以关注“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下方“办税缴费-社保

缴费”进入缴费渠道，可选择电子税务局、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入口
自助缴费。

二、第三方便捷缴费：
1、微信缴费：进入微信首页，依次点击“我-支付-城市服务-社保-四川社

保缴纳”。
2、支付宝缴费：进入支付宝，依次点击“市民中心-社保-社保缴费”。
3、银行缴费：可通过银行柜面代收、银行代扣、银行二维码、手机银行APP

以及银行铺设在各街道（乡镇）、村组（社区）便民服务点的 POS 机等进行缴
费。若通过上述渠道无法正常办理缴费的，可以到所在街道（乡镇）、村组（社
区）便民服务点或者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缴费。

乐山2022年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缴费已启动

参加居民医保好处有哪些
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
24日，在第十四届全运会曲
棍球项目女子曲棍球决赛的
比赛中，联合队战胜四川队
夺得金牌，四川队获得银
牌。联合队队员彭杨、欧紫
霞、徐纹娱来自乐山市犍为
县，这是三名乐山“金花”继
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后，
再次夺得全运会女曲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获得银
牌的四川队队员钟梦玲、但
文、邹妹容，代表陕西队参加
比赛的队员黄璐璐同样来自
犍为县，她们与彭杨、欧紫
霞、徐纹娱一样，在犍为一中
与曲棍球结缘。本次比赛，
七名队员用实力向全国人民
展示了乐山的“女曲力量”。

据了解，彭杨、欧紫霞、
徐纹娱已是参加过无数女子
曲棍球比赛的老将，在今年
的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她们
也曾奋力挥洒汗水，带着家
乡人的期待与祝福，在国际
赛场上为荣誉而战。

全运会女曲比赛
乐山“金花”摘金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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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参加全运会女曲比赛的乐山犍为队员
彭杨供图

杨磊在比赛后庆祝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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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薇）乐山中心城区缓堵
保畅工作一直是市民和网友关注的热点话
题。近日，有市民向本报新闻热线反映，乐
山中心城区主干道柏杨东路和柏杨中路车
流量非常大，机动车道设置为双向四车道净
宽12米，两侧隔离带各1米共计2米，非机
动车道两侧各5米共计10米，人行道还设置
了花坛，高峰期车辆拥挤不堪，非机动车道
车流却很小。

该市民表示，除了柏杨路，中心城区天星
路、龙游路、凤凰路、肖坝路等主干道也是同

样的情况，询问相关部门是否能研究调整机
动车道宽度，合理设置路边临时停车。“如今
城市车辆越来越多，但道路却没变宽，显得越
来越拥堵，其实城区天星路、龙游路、凤凰路、
肖坝路等不少道路和柏杨东路、柏杨中路一
样，早就该拓宽一下！”该市民表示。

24日，记者从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了解到，按照市委、市政府“近期明显改善、
远期彻底缓解”目标，我市正优化交通组织，
完善城市路网结构，深入治理城市交通拥
堵、出行难等城市病。

目前，中心城区已完成嘉定路道路综合
改造，正在实施通棉路道路综合改造。《长青
路-柏杨路道路畅通提升改造方案》正按计划
报批中，该方案计划对长青路、柏杨路断面进
行整体规划改造，包括拓宽车行道等内容。
下一步，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根据市
委、市政府年度工作重点、市本级财力状况，
结合我市中长期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以
及控制性、修建性详细规划，做好前期准备工
作，按照“规划先行，项目储备、逐年实施”的
步骤，争取“十四五”期间能够取得突破。

缓堵保畅 中心城区主干道将陆续改造

可爱的猕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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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梦园 唐诗敏 摄影报道）为进一
步丰富市民、游客在嘉州绿心公园内的娱乐休闲活
动，位于嘉州绿心公园芦山湿地区域的猴馆于9月
25日正式对外开放，馆内共有15只2—5岁的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猕猴。

当日8时30分，记者来到猴馆门口看到，购票处
摆满了猴子造型的系列文创产品。15只猕猴在宽敞
的草坪上玩耍，时而攀树，时而戏水，模样十分可
爱。开馆首日，已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观赏猕
猴，并购买馆内提供的食物对猕猴进行投食。

“我们基于保护性开发原则，将猴馆建设成既考
虑动物福利，尊重动物的生活习性和隐私，实现动物

视线无障碍，又能为游客提供一个科普教育和休憩
游览的生态化场所。”猴馆负责人马亮介绍，“我们计
划后期将猴馆植入研学路线中，将现场观猴体验与
科普教育作用结合起来。”

据了解，猴馆内有8只公猴、7只母猴，已取得省
林草局颁发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
可证》，即日起至10月24日为试营业阶段，期间入馆
参观10元/人（身高1.2米以下儿童免票）。根据疫情
防控要求，猴馆每天限流参观300人，市民、游客可通
过兴嘉集团公众号线上预约购票，或在嘉州绿心公
园岗亭、观光车、服务区线下预约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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