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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经办业务服务指南

第一部分 参保登记

一、单位参保登记

（一）事项名称：单位参保登记。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临沧市医疗保障局 临沧市财政局 临沧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临沧市税务局关于调整临沧市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和费率合并的通知》（临医

保联发〔2019〕35 号）、《临沧市城镇职工大病补充医疗保

险》（临政办发﹝2012﹞182 号）。

（三）服务对象：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缴费费率：单位缴纳 10％，

个人缴纳 2％；灵活就业人员缴纳 5％；生育保险由单位缴

纳，机关事业单位缴纳 1.1％，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社会

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缴纳 1.3％。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 、最多跑一

次、马上办。

（五）办理流程：用人单位经办人提交相关材料申办→

业务窗口受理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现场办理；如未通过

审核，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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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办材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企业与税务签订的三方扣款协议（复印件）；

4.企业与个人签订的《新参保花名册》（复印件）；

5.填写《单位参保登记信息表》《单位职工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人员增减变动申报表》一式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提示：上述表格可在医保经办服务窗口领取或在临沧市人

民政府网站临沧市医疗保障局信息公开专栏“重点领域公开”

中“便民服务”栏目下载，填写并加盖公章）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42、43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0059、2131655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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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用人单位办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流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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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工参保登记

（一）事项名称：职工参保登记。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临沧市医疗保障局 临沧市财政局 临沧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临沧市税务局关于调整临沧市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和费率合并的通知》（临医

保联发〔2019〕35 号）、《临沧市城镇职工大病补充医疗保

险》（临政办发﹝2012﹞182 号）。

（三）服务对象：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职工。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 、最多跑一

次、马上办。

（五）办理流程：用人单位经办人提交相关材料申办→

业务窗口受理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现场办理；如未通过

审核，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人员新增、续接：填写《单位职工医疗保险、生育保

险人员增减变动申报表》一式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并附调

动文件（聘用文件、报到证或有效劳动合同）；

2.人员减少：填写《单位职工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人员

增减变动申报表》一式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并附调动文件

（聘用文件、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或死亡证明等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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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职转退休：填写《单位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职转退

休登记表》一式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出具《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正常退休核准表》《云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审批表》或退休文件、《公务员退休呈报审批

表》；

4.特殊人群还需提供：①港澳台人员参加在职职工医保

的，需提供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建立劳动关系的证明；②外国人参加在职职工医保的，需提

供外国人就业证件及居留证件，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③出

国定居的，需提供护照或永久居留证；

5、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居住证、户口簿、护照、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

居留证；

6、市内调动还需提供《XX 县（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关系转出表》（由调动人员原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出具）；

7、统筹区外转移需提供填写《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申请表》《基本医疗保障参保（合）凭证》转业、复原、

退伍安置文件或证明材料复印件。

（提示：《单位职工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人员增减变动

申报表》《单位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职转退休登记表》可在

医保经办服务窗口领取或在临沧市人民政府网站临沧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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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障局信息公开专栏“重点领域公开”中“便民服务”栏

目下载，填写并加盖公章）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42、43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0059、2131655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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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用人单位办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流程图

三、灵活就业、自谋职业人员参保登记

（一）事项名称：灵活就业、自谋职业人员参保登记。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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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或网上办理提供资料：

1.人员新增、续接：填写《单位职工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人

员增减变动申报表》一式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并附调动文

件（聘用文件、报到证或有效劳动合同）；

2.人员减少：填写《单位职工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人员增减

变动申报表》一式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并附调动文件（聘

用文件、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或死亡证明等相关材料）

3.在职转退休：填写《单位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职转退休登

记表》一式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出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正常退休核准表》《云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审批表》或退休文件、《公务员退休呈报审批表》

4.特殊人群还需提供：①港澳台人员参加在职职工医保的，

需提供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建

立劳动关系的证明；②外国人参加在职职工医保的，需提供

外国人就业证件及居留证件，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③出国

定居的，需提供护照或永久居留证。

5、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居住证、户口簿、护照、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

留证。

6、市内调动还需提供《XX县（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

人员关系转出表》（由调动人员原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出

具）。

7、统筹区外转移需提供填写《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申请表》《基本医疗保障参保（合）凭证》转业、8、复原、

退伍安置文件或证明材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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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理

审核通

过,即时

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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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临沧市城镇职工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临政办发

﹝2012﹞182 号）、《临沧市医疗保障局 临沧市财政局 临

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临沧市税务局关

于调整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和费率合并

的通知》（临医保联发〔2019〕35 号）、《云南省医疗保障

局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

育厅关于省属在昆高校毕业大学生接续基本医疗保险有关

问题的通知》（云医保发﹝2018﹞17 号）。

（三）服务对象：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

灵活就业人员、与企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人员、机关事

业单位辞职（辞退）人员等。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 、最多跑一

次、马上办。

（五）办理流程：本人（代办人）提交相关材料申办→

业务窗口受理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现场办理；如未通过

审核，工作人员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居民身份证》或《居住证》；

2.属毕业大学生还须提供《就业创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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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写《XX 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续接)登记表》。（提示：该表格在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填

写并签名按手印）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42、43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0059、2131655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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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灵活就业、自谋职业人员参保登记流程图

第二部分 参保信息变更

一、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一）事项名称：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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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临政发〔2017〕105 号）。

（三）服务对象：因单位名称、住所（地址）、单位类

型、隶属关系等信息事项发生变更的参保单位。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 、最多跑一

次、马上办。

（五）办理流程：办理流程：参保单位业务经办人提交

相关材料申办→业务窗口受理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现场

办理；如未通过审核，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参保单位撤销、解散、合并、分立等情况，须提交：

（1）审批机关文件复印件；

（2）合并或分立双方协议书复印件；

（3）单位地址变动或迁移证件复印件；

（4）填写《社会保险变更登记表》。（提示：此表格

在医保经办服务窗口领取填写并加盖公章）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42、43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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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十一）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流程图

二、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一）事项名称：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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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临政发〔2017〕105 号）。

（三）服务对象：职工参保人员；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 、最多跑一

次、马上办。

（五）办理流程：参保单位业务经办人提交相关材料申

办→业务窗口受理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现场办理；如未

通过审核，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参保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2.参保人社会保障卡原件或复印件；

3.填写《参保人基本信息变更登记表》。（提示：此表

格在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填写并按手印）。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42、43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0059、2131655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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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流程图

第三部分 医疗保险补缴

一、退役士兵补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一）事项名称：退役士兵补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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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临沧市医疗保障局 临沧市财政局 临沧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临沧市税务局关于调整临沧市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和费率合并的通知》（临医

保联发〔2019〕35 号）、《临沧市城镇职工大病补充医疗保

险》（临政办发﹝2012﹞18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主席令第 35 号）。

（三）服务对象：解决 2019 年 1 月 21 日前以政府安排

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参

保和断缴问题。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 、最多跑一

次、马上办。

（五）办理流程：退役军人事务局业务经办人提交相关

材料申办→业务窗口受理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现场办理；

如未通过审核，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退出现役登记表（加盖档案保管印章的复印件）；

2.参保人身份证复印件；

3.补缴社会保险个人申请办理原件（复印件签名并按手

印视同原件）；

4.相关缴费记录。在多个地区参保的,须提供多地缴费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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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42、43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0059、2131655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十一）退役士兵补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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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社会保障卡

一、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申办与管理

（一）事项名称：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印发临沧市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制作发行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临人社发﹝2017﹞172 号）。

（三）服务对象：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

（四）办理方式：直接受理、马上办、最多跑一次。

（五）办理流程：单位经办人或参保人于每周五下午

14:30—18:00 提交相关材料申办→业务窗口受理审核。经审

核符合条件，进行办理；如未通过审核，说明原因并退回相

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新增参保人员即时制卡

（1）《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电子照片（白底、彩色、免冠证件照，JPG 格式，

尺寸要求为 441 像素（高）*358 像素（宽）），文件大小为

14-60K）；

（3）医保服务窗口出具《云南省金融社保卡通知单》，

参保人持《居民身份证》到指定银行网点办理。

2.社会保障卡损坏、遗失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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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金融社保卡损坏、遗失后，参保人拨打挂失电话

12333，由本人持《居民身份证》到发卡银行指定网点办理。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42、43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0059、2131655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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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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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查询和

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一、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

（一）事项名称：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临政发〔2017〕105 号）。

（三）服务对象：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马上办。

（五）办理流程：参保单位业务经办人提交相关材料申

办→业务窗口受理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现场办理；如未

通过审核，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单位有效证明文件；

2.需求查询，提交对应材料及申请。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42、43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0059、213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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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十一）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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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

（一）事项名称：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临政发〔2017〕105 号）。

（三）服务对象：参加职工、灵活就业、自谋职业人员、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

（四）办理方式：

1.现场查询：医保经办机构，各街道、社区、村小组经

办点直接受理 、马上办；

2.网上查询：通过向社会公布的网站、手机 APP、微信

公众号等方式查询。

（五）办理流程：

1.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电话、医保网站等系统查询;

2.参保人(代办人）提交相关材料，在业务窗口查询。

（六）申办材料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42、43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0059、213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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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十一）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流程图

三、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一）事项名称：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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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

（三）服务对象：1.参保人死亡，申请个人账户一次性

支付的；2.主动放弃参加职工医保的人员；3.医保关系转移，

新转入地未设立个人账户的。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 、最多跑一

次。

（五）办理流程：

参保人或参保单位业务经办人提交相关材料申办→业

务窗口受理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现场办理；如未通过审

核，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审核符合条件，现场出具《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账户结存额一次性支付表》，参保人或参保单位业

务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2.参保人死亡：单位存在的，提供单位对公账户及单位

出具的收据；单位不存在的，提供死亡参保人社会保障卡、

死亡证明或销户证明复印件，无法提供死亡参保人社会保障

卡的，提供直系亲属银行卡复印件（注明开户行网点名称），

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承诺书；

3.主动放弃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需提供主动放弃基

本医疗保险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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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新转入地未设立个人账户说明、银行卡账户信息、

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信息。

（七）办理时限：15 个工作日办结。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35、36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0064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十一）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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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一、出具《参保凭证》

（一）事项名称：出具《参保凭证》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临政发〔2017〕105 号）。

（三）服务对象：因医疗保险关系跨统筹地区变动，申

请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的参保职工。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 、最多跑一

次、马上办。

（五）办理流程：参保人在原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停保后，医保经办机构作了到账处理，医保费没有欠费后，

可以申请医疗保险关系转出，并开具《参保凭证》。

（六）申办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如代办理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42、43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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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十一）出具《参保凭证》流程图

二、转移接续手续办理

（一）事项名称：转移接续手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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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临政发〔2017〕105 号）。

（三）服务对象：因医疗保险关系跨统筹地区变动，申

请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的参保职工。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 、最多跑一

次、马上办。

（五）办理流程

1.跨统筹区转出

参保人在原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停保后，医保经办

机构作了到账处理，医保费没有欠费后，可以申请医疗保险

关系转出：

（1）在原参保地开具《参保凭证》；

（2）转入地收到《参保凭证》后，开具《基本医疗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并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联系函》寄往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

（3）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收到《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联系函》后，开具《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类型变更

信息表》，并寄往转入地医保经办机构；

（4）办理个人账户余额转移的，需跟转出、转入地医

保经办机构确认是否可转移个人账户余额。

2.跨统筹区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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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在原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停保后，可以申请

医疗保险关系转入：

（1）由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开具《参保凭证》；

（2）转入地医保经办机构收到《参保凭证》后，开具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并将《基本医疗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寄往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

（3）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收到《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联系函》后，开具《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类型变更

信息表》，并寄往转入地医保经办机构；

（4）办理个人账户余额转移的，需跟转出、转入地医

保经办机构确认是否可转移个人账户余额。

3.统筹区内医保关系转接

在本统筹区内工作调动的人员，医疗保险关系只需原单

位（或个人）办理停保，由原医保经办机构开具《XX 县（区）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关系转出表》。

（六）申办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如代办理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七）办理时限：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42、43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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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十一）转移接续手续办理流程图

第七部分 医疗保险待遇审核

一、城镇职工慢性病、特殊病门诊医疗待遇申报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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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门诊慢特病病种

1.门诊慢性病共 2５种病种: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慢

性风湿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活动

性结核病、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脑血管意外(脑出血、

脑血栓、脑梗塞、脑萎缩及后遗症)、原发或继发性高血压

II~III 级、肝硬化、慢性活动性肝炎、老年性前列腺增生

II°~III°、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症、糖尿病、强直

性脊柱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幼年

性皮肌炎)、甲状腺机能亢进(减退)、阿尔茨海默病、癫痫、

系统性硬化症、干燥综合症、原发性青光眼、精神病。

2.门诊特殊病共 12种病种:恶性肿瘤、慢性肾功能衰竭、

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再生障碍性贫

血(包括遗传性球型红细胞增多症、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地中海贫血、血友病、帕金森氏病、重症肌无力(包括肌营

养不良症)、运动神经元病、重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分裂

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

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耐药肺结核。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医疗保障局、临沧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印发规范全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慢性

病管理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临医保联发﹝2020﹞26 号）。

（三）服务对象：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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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理方式：临沧市中医医院慢性病申报办公室直

接受理、马上办、最多跑一次；或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受理、

马上办、最多跑一次。

（五）办理流程：单位经办人或参保人提交相关材料申

办→临沧市中医医院或医保经办机构业务窗口受理审核。经

审核符合条件，现场办理；如未通过审核，向经办人或参保

人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参保人填写《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慢性病特殊病申报审批表》，并附二级及以上医院主

治及以上医生开具的临床疾病诊断材料。（提示：上述表格

可在医保经办服务窗口领取或在临沧市人民政府网站临沧

市医疗保障局信息公开专栏“重点领域公开”中“便民服务”

栏目下载）。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1.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凤翔路 156 号临沧市

中医医院二楼慢性病申报办公室；

2.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大厅一楼

37、38、39、40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5105，2131622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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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特殊病、慢性病门诊医疗待遇申报审核流程图

二、特殊病药品补助（格列卫/达希纳）申报审核

（一）事项名称：特殊病药品补助审批（格列卫/达希

纳）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1.填写《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慢性病特殊病申报审批表》；

2.二级及以上医院主治及以上医生开

具的临床疾病诊断材料，即可到医保

经办机构窗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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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临政发〔2017〕105 号）、《临沧

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关于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0 种重大疾病保障工作的通知》（临医保发〔2013〕74 号）、

《临沧市医疗保障局 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云

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落实

2019 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有

关问题文件的通知》（临医保联发〔2019〕34 号）。

（三）服务对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职工。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马上办、最

多跑一次。

（五）办理流程：单位经办人或参保人提交相关材料申

办→业务窗口受理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现场办理；如未

通过审核，向经办人或参保人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提交材料：

(1)填写《临沧市城镇职工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基本医

疗保险特殊药品补助申请书》；

(2)定点医疗机构注册医生出具的患慢性粒细胞性白血

病的疾病诊断证明书；

(3)《中华慈善总会格列卫/达希纳患者援助项目申请人

医学评估确认表》复印件。

2.胃肠间质瘤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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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沧市胃肠间质瘤基本医疗保险特殊药品补助申

请书》

(2)定点医疗机构注册医生出具的患胃肠间质瘤的疾病

诊断证明书；

(3)《中华慈善总会格列卫患者援助项目申请人医学评

估确认表》复印件。

（提示：上述表格可在医保经办服务窗口领取或在临沧

市人民政府网站临沧市医疗保障局信息公开专栏“重点领域

公开”中“便民服务”栏目下载）。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37、38、39、40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5105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2131622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36

（十一）特殊病药品补助（格列卫/达希纳）申报审核

流程图

三、转诊转院医疗待遇申报审核

（一）事项名称：转诊转院医疗待遇申报审核

临沧市内二级及以上定点公立综合医疗机构、临沧市精

神病专科医院、临沧市妇幼保健院均可办理云南省内转诊转

院登记手续，市医保经办机构仅办理恶性肿瘤定期放化疗、

胃肠间质瘤提交材料

(1)《临沧市胃肠间质瘤基本医疗保险

特殊药品补助申请书》

(2)定点医疗机构注册医生出具的患胃

肠间质瘤的疾病诊断证明书；

(3)《中华慈善总会格列卫患者援助项

目申请人医学评估确认表》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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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及肾功能衰竭治疗转诊转院审批

手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市内就医不需办理

转诊转院手续，在市外省内就医须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公立综

合医疗机构办理转诊转院审批手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须由市内二级定点公立综合医疗机构办理逐级转

诊转院审批手续。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临政发〔2017〕105 号）、《临沧

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关于简化城镇职工转诊转院业务办理流

程的通知》、《临沧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关于规范城乡居民转

诊转院办理流程的通知》。

（三）服务对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职工、城乡

居民

（四）办理方式

1.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受理、马上办、最多跑一次；

2.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马上办、最多跑一次。

（五）办理流程

1.到定点医疗机构医保部门申请办理；

2.符合医保经办机构办理的转诊转院手续，由经办人或

参保人提交相关材料申办→业务窗口审核。经审核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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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办理；如未通过审核，向经办人或参保人说明原因并退

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临沧市转省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人员，填写《临沧市

基本医疗保险恶性肿瘤定期放化疗、肾功能衰竭、器官移植

术后转诊转院审批表》并按要求盖章后提交。

2.临沧市转云南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人员，填写《云

南省临沧市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或致电参保地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办理。（提示：上述表格可在医保经办服务窗口领取

或在临沧市人民政府网站临沧市医疗保障局信息公开专栏

“重点领域公开”中“便民服务”栏目下载）。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37、38、39、40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5105、2131622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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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转诊转院医疗待遇申报审核流程图

四、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登记备案

（一）事项名称：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

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异地转诊人员需办理异地就医登记

备案手续。

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1.临沧市转省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人

员，填写《临沧市基本医疗保险恶性

肿瘤定期放化疗、肾功能衰竭、器官

移植术后转诊转院审批表》并按要求

盖章后提交。

2.临沧市转云南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人员，填写《云南省临沧市异地就

医登记备案表》或致电参保地医疗保

险经办机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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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关于填报

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表的通知》（临医

保〔2017〕4 号）。

（三）服务对象：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安置

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异地转

诊人员。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马上办、最

多跑一次。

（五）办理流程：经办人或参保人提交相关材料申办→

业务窗口审核。经审核符合要求，现场办理；如未通过审核，

向经办人或参保人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填写《云南省临沧市异地就医登记备

案表》并加盖单位公章（签名）办理或致电参保地医保经办

机构办理。（提示：上述表格可在医保经办服务窗口领取或

在临沧市人民政府网站临沧市医疗保障局信息公开专栏“重

点领域公开”中“便民服务”栏目下载）。

（七）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37、38、39、40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5105、2131622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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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十一）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流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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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医疗保险费用申报

一、定点医药服务机构费用申报

（一）事项名称：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费用结算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号）、《临沧市城镇职工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临政办发

﹝2012﹞182 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市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临政发〔2017〕105

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市城乡居民大病补充

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临政办发﹝2012﹞160 号）、

《临沧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

议》。

（三）服务对象：协议定点医药机构。

（四）办理方式

1.业务网上办理：各定点零售药店开通医疗服务机构端

支付系统。

2.医保经办机构。

（五）办理流程

1.协议定点医疗机构：定点医疗服务机构经办人于每月

10 日前报送定点机构医疗费用申报表→医保业务窗口受理

并进行全面审核→将审核结果向定点医药服务机构公示、确

认→医保经办机构形成审核结论并结算费用→医保经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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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支付费用；

2.协议定点零售药店：每月 5 日前定点零售药店完成费

用对账并打印对账单→医保业务窗口完成定点零售药店费

用结算、复核→医保经办机构支付费用→定点零售药店端打

印结算拨付单。

（六）办理时限：15 个工作日办结

（七）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37、38、39、40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5105、2131622

（八）监督电话：0883-2160038

（九）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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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定点医药服务机构费用申报流程图



45

二、参保人员零星医疗费用申报

（一）事项名称：零星医疗费用申报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

筹实施办法》（临沧市人民政府公告第一号 云府登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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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临沧市城镇职工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临政办发

﹝2012﹞182 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市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临政发〔2017〕

105 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市城乡居民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临政办发﹝2012﹞160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云南省健康扶贫

30 条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17﹞102 号）。

（三）服务对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职工。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最多跑一次。

（五）办理流程：经办人或参保人提交相关材料申报→

业务窗口审核。经审核材料齐全的，登记签收；如未通过审

核，向经办人或参保人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门诊（含特殊病慢性病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材料：

（1）定点医药机构出具的门诊收费收据原件或购药发票

原件；

（2）处方；

（3）检查报告单、化验单、治疗单原件；

（4）社会保障卡（二代）或本人银行账户信息复印件

（即：户名、账号、开户网点名称）及联系电话；

（5）涉及大病理赔还需提供《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材料：

（1）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住院收费收据原件；



47

（2）《出院证》原件；

（3）住院费用（汇总）清单原件；

（4）社会保障卡（二代）或本人银行账户信息复印件

（即：户名、账号、开户网点名称）及联系电话，未成年人

由其监护人提供其银行账户信息复印件或由就读学校提供

银行账户信息复印件；

（5）涉及大病理赔还需提供《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七）办理时限：15 个工作日办结（若涉及大病保险理

赔，办理时限顺延 15 个工作日）。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37、38、39、40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5105、2131622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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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参保人员零星医疗费用申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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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休干部医疗费用申报

（一）事项名称：离休干部医疗费用申报

（二）政策依据：《临沧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关于印发<

临沧地区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办法（试行）>的通知》（临署

办发﹝2002﹞117 号）、《关于临沧地区地级单位离休干部

医疗保障办法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临署劳社发

﹝2002﹞69 号）。

（三）服务对象：临沧市离休干部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最多跑一次。

（五）办理流程：经办人或代办人提交相关材料申报→

业务窗口审核。经审核材料齐全的，登记签收；如未通过审

核，向经办人或代办人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材料：

（1）定点医药机构出具的门诊收费收据原件或购药发票

原件；

（2）处方；

（3）检查报告单、化验单、治疗单原件；

（4）患者单位银行账户信息复印件（即：户名、账号、

开户网点名称）及联系电话。

2.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材料：

（1）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住院收费收据原件；

（2）《出院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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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院费用（汇总）清单原件；

（4）患者单位银行账户信息复印件（即：户名、账号、

开户网点名称）及联系电话。

（七）办理时限：7 个工作日办结。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37、38、39、40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5105、2131622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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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离休干部医疗费用申报申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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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育保险待遇核准申报

（一）事项名称：生育医疗费用、产前检查费用、营养

补助、生育津贴、计划生育医疗费申报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

沧市实施云南省职工生育保险办法细则的通知》（临政办发

﹝2012﹞143 号）、《临沧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关于职工医疗

保险和生育保险“两险”合并后待遇申报有关业务要求的通

知》。

（三）服务对象：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最多跑一次。

（五）办理流程：经办人或代办人提交相关材料申报→

业务窗口审核。经审核材料齐全的，登记签收；如未通过审

核，向经办人或代办人说明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

1.生育医疗费用、产前检查费用、营养补助、生育津贴

申报材料：

（1）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收费收据原件；

（2）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原件；（如原件女

方已报的，男职工可提供盖章的复印件）

（3）云南省生育登记服务（复印件）；

（4）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

（5）银行账户信息（企业类人员提供对公账户），其

他参保职工提供本人二代医保卡复印件并激活其银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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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由男职工申报生育医疗费用的，配偶需提供未就业承

诺书。（提示：上述未就业承诺书可在医保经办服务窗口领

取或在临沧市人民政府网站临沧市医疗保障局信息公开专

栏“重点领域公开”中“便民服务”栏目下载）。

2.计划生育医疗费用支付申报材料：

（1）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收费收据原件；

（2）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原件；

（3）双方结婚证（复印件）；

（4）银行账户信息（企业类人员提供对公账户），其

他参保职工提供本人二代医保卡复印件并激活其银行存储

功能。

（七）办理时限：30 个工作日办结。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1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 37、38、39、40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83-2165105、2131622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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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生育保险待遇核准申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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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医药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一、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一）事项名称：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二）政策依据：《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印发<临沧市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实施办

法>的通知》（临人社发﹝2016﹞200 号）、《临沧市医疗保

障局关于调整医药机构申请纳入医保定点现场评审时间的

通知》（临医保发﹝2019﹞67 号）。

（三）服务对象：申请定点协议管理医构机构。

（四）办理方式：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受理、最多跑一次。

（五）办理流程：医药服务机构经办人向其生产经营场

所在地医保经办服务窗口提交申请材料→业务窗口审核。经

审核材料齐全的，登记签收；如未通过审核，向经办人说明

原因并退回相关材料。

（六）申办材料：根据《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临沧市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临人社发﹝2016﹞200 号）要求填写申请材

料（提示：上述表格可在临沧市人民政府网站临沧市医疗保

障局信息公开专栏“信息公开”中“文件和解读”栏目下载）。

（七）办理时限：10 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评审，经公示

后，符合条件的即时签订服务协议。

（八）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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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地址：临沧市临翔区迎宾路 124 号市医疗保障局 203

办公室

联系电话：0883-2160030

（九）监督电话：0883-2160038

（十）满意度测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

（十一）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流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