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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莞籍学生也可参加医保了
缴费标准为 481.032 元/年

须在本市义务教育及高中阶段就读，
父母任意一方在莞连续参保缴费满一年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张欣仪）
新学期开学一段时间了，学校开始
了新一学期的学生参保缴费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非莞籍职工子
女在莞就读，只要职工本人连续参
保满一年就可以给孩子买社保了！
记者咨询市社保局，原来，就
在上月底，市政府审议通过了最新
的《东莞市医疗保险办法》
（以下简
称“办法”
），办法规定，在本市行政
区域内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包括民办高校）、科研院所、中等
职业教育院校的非本市户籍全日
制在校生；连续参加本市基本医疗
保险并足额缴费满一年以上的参
保人在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及高中
阶段学校就读的非本市户籍子女
均可在莞参加医疗保险。
通俗来说，非本市户籍职工在
莞就读子女参加医疗保险，
在 2018
年 10 月新政策的调整下，
将取消积
分入学、
引进人才子女入学、
企业人
才子女入学的限制，医疗保险覆盖
到全市在莞就读的学生。
非本市户籍职工子女在莞参
保均以自愿为原则，非强制性。

● 缴费标准

社保部门联系方式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

87685228；传真：
87685218

地址：
东莞市东城大道 168 号

地址：
谢岗镇公园街一号

电话：
0769-88116302、
88815946

电话：
0769-39001633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中堂分局
地址：中堂镇北王西路 7 号（中堂镇斗朗工业大道江南
农批市场旁）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望牛墩分局
电话：
0769-88853758

地址：望牛墩镇镇中路花园街 1 号（南方电网后面、国
土分局旁）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道滘分局

电话：
81333362 、
81333361、
81333300
地址：
西部干道道滘路段旁（即道滘绿福大酒楼斜对面）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常平分局
地址：
常平镇新城大道 6 号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桥头分局
电话：
0769-83344191、
83455855
地址:桥头镇桥光大道社保大楼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横沥分局
电话：
0769-83739023

83711736

地址：
横沥镇财贸路 11 号（横沥交通分局侧面）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东坑分局

电话：0769-83880912（待遇核发），83385001（医疗），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洪梅分局

83887922（保险关系），
83887966（监察）

地址：
洪梅镇桥东路 67 号(东莞银行洪梅支行对面)

府斜对面）

电话：
0769-88842574、
88849191、
88846123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麻涌分局
电话：
0769-88824417

地址：
麻涌镇麻涌大道行政办事服务中心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长安分局
电话：
0769-82112345

分局地址：
长安镇体育路育才街 1 号
镇综合服务中心地址（业务窗口地址）：长安镇东门中
路 388 号（长安天虹商场旁）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厚街分局
电话：0769-85966611

缴费标准参照城乡居民缴费
标准执行，社保部门回复记者，新
办法实施后，继续执行市政府关于
阶段性降低社会医疗保险费率的
政策，因此学生参保个人只需要承
担 0.9%，市财政补贴 1.2%。
根据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7 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4454 元，其中在岗职工月平均工
资为 5135 元，自 2018 年 7 月 1 日
起有关的社保缴费和待遇标准将
按此执行。
因此学生参保的缴费标准应
为 4454 × 0.9% × 12=481.032
（元/年）

核 发 股 87685238；办 公 室 87685218；投 诉（监 督）电 话 ：

电话：
0769-12333

85830311

地址：东坑镇东坑大道 70 号社保大楼三楼（东坑镇政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企石分局
电话：
0769-86663161

地址：
企石镇振兴路 86 路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石排分局

电话：0769-86539966(待遇股）、0769-86539955（关系
股）、
0769-86537755（监察股）
地址：石排大道中 108 号(石排人民医院向企石方向行
200 米左右)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茶山分局
电话：
0769-86649183

地址：
厚街镇厚街大道西 13 号

地址：
茶山镇下朗村马安岭（茶山镇人民政府大院右边）

电话：
0769-88682626、
88668916

电话：
0769-86325955 86639393 86300733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沙田分局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石碣分局

地址：
沙田镇港口大道沙田段(海关大楼对面)

地址：
石碣镇崇焕中路，
镇消防队西侧。

电话：
0769-83325459

电话：
0769-88872313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寮步分局

83281403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高埗分局

地址：
寮步镇行政小区（综合执法大楼旁边）

地址：
高埗镇中心路 43 号

电话: 83354088、85612992 、
85657878

电话：
0769-22385210、
22385129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大岭山分局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莞城分局

地址：
大岭山镇大岭山大道 368 号

地址：
莞城旗峰路 309 号浩宇大厦二楼

电话：
0769-83318989，
83013282

号码：
0769-22771207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大朗分局
地址：
大朗镇升平北路 51 号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黄江分局

电话：0769-83368477（关系）、0769-83634848（待遇）、
0769-83602338（监察）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万江分局

地址：万江 107 国道石美路段渔涌湾综合大楼（石美茶
叶街路口旁）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东城分局
电话：
0769-22312301

● 参保条件

地址：
黄江镇江海城富海大道 68 号

地址：
东城街道东城路 571 号（东城街道政府旁）

父母任意一方，现在莞连续参
保缴费满一年以上的参保职工，在
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及高中阶段就
读的具有非本市户籍的子女全部
纳入参保范围。

电话：
0769-87791361 或 87706663

电话：
0769-22418991

● 参保所需材料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樟木头分局
地址：
樟木头镇政通路 1 号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清溪分局
电话：
0769-87730336、
87899678

地址：
清溪镇清溪大道 299 号（原清溪电力公司内）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塘厦分局
电话：
0769-87722997

提供医学出生证明和户口本
复印件，填写好《信息采集表》，
《学
生购买社保汇总
表》由学校办理参
保缴费手续。
扫码看详情

地址：塘厦镇塘龙东路 61 号社会保险大楼（美华大厦
旁边，
东浦市场前面）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凤岗分局
电话：0769-87563663

地址：凤岗镇政通路 6 号社保大楼（位于凤岗国税与工
商分局之间）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谢岗分局

电话：监察股 87685228；保险关系股 87761853；待遇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南城分局

地址：南城袁屋边宏北路 2 号(东莞市南城汽车客运站
斜对面)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石龙分局
电话：
0769-86116511

地址：石龙镇黄洲京瓷北路 I4-3 小区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虎门分局
电话：
0769-85126699

地址：虎门镇金龙路 63 号劳动保障大楼（明苑大酒店
对面）

●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松山湖分局
电话：
0769-22890128

地址：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礼宾路 1 号行政办
事中心附楼(东莞市社会保障局松山湖分局)
据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