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政务服务网

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
指南地址：http://www.gdz wfw.gov.cn/portal/guide/114 4 0300MB2C92253534 4 2189213004
事项版本：19
温馨提示：您所下载的文档版本有极小概率会滞后于网络版本。请核对事项版本号，如发现滞后请半小时后再进行下载。

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

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事项名称短

无

日常用语

无

20 ( 工作日 )

承诺办结时

10 ( 工作日 )

语
法定办结时
限
实施主体

限
深圳市医疗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

法定机关

质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

0

数量限制

无

是否支持自

否

次数
必须现场办

无

理原因
是否支持预

是

约办理
在线预约地

助终端办理
http://wsbs.sz .gov.cn/rmpc/yy/region

址
是否网办

是

网上办理深

III级

度
网办地址

是否进驻政

https://sipub.sz .gov.cn/hspms/logon.do?method=

是否支持物

gdRedirectCallback&sxbm=btnBhSyyldebx

流快递

是

是否支持网

务大厅
委托部门

是

否

上支付
无

是否告知承

否

诺制

跨域通办
通办类型

通办区域

通办形式

跨省通办

全国

一网通办

全省跨市通办

广州市 ， 韶关市 ， 深圳市 ， 珠海市 ， 汕头

一网通办

市 ， 佛山市 ， 江门市 ， 湛江市 ， 茂名市 ，
肇庆市 ， 惠州市 ， 梅州市 ， 汕尾市 ， 河源
市 ， 阳江市 ， 清远市 ， 东莞市 ， 中山市 ，
潮州市 ， 揭阳市 ， 云浮市

审批信息
行使层级

市级

权力来源

无

审批服务形

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业务系统

深圳市医保局个人网上服务系统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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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机构

无

事项状态

使用中

事项版本

19

审批结果
序号

名称

类型

模板

样例

1

无

无

无

无

关联状态
无

编码代码
基本编码

4 4 2189213004

实施主体编

114 4 0300MB2C922535

码
实施编码

114 4 0300MB2C92253534 4 2189213004

业务办理项

无

编码

特别程序
类型

总时限

总时限说明

特别程序说明

无

无

无

无

中介服务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编码

详情

无

无

无

其他信息
乡镇街道名

无

称
村镇社区名

无

码
无

称
移动端是否

乡镇街道代

村镇社区代

无

码
否

对接单点登

移动端办理

无

地址

录
计算机端是

是

否对接单点

计算机端在

https://sipub.sz .gov.cn/hspms/logon.do?method=

线办理地址

gdRedirectCallback&sxbm=btnBhSyyldebx

计划取消日

无

登录
计划生效日

2020-08-31

期

期

受理标准
受理范围
服务对象

自然人

面向自然人

医疗卫生,生小孩,妇女

事项主题分
类
面向自然人

无

地方特色主
题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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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条件
在异地发生或因其他特殊情况未能刷卡结算计划生育医疗费用且符合享受生育保险相关待遇的参加生育保险女职工、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

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1.申请 申请人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预申请并上传材料图片，后台业务员对材料进行预审核，并短信告知申请人审核结果（预审核不计入办理时限
）；
2.受理 参保人将材料邮寄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指定部门或备齐材料到就近的已开通医保业务的区（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提交，业务员对
申请人的申请条件和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申请人符合申请条件且报销必备材料符合要求的，当场出具《收件回执》、《受理通知书》，申请人符
合申请条件但报销必备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业务员告知申请人办理业务所需材料，出具《指引告知书》；申请人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受理部门出
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3.承办、审核（5个工作日） 受理部门接收申请材料后，后台业务员5个工作日内审核报销法定条件是否符合、时效是否正确，同时，还需确定
是否需要提交补充材料，如需补充，应当2个工作日内发放《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参保人需在收到补正材
料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逾期不补正的，业务员按已有材料做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决定；不予核准的情形，如申请人符合申请条件，可在
备齐材料后于法定有效期内按规定重新提出申请。审核岗工作人员对报销清单进行详细审核，确认无误后将该业务发送给审批人 。
4 .审批（5个工作日）
复核岗工作人员对初步报销决定进行复核审批，作出决定。予以核准的，出具《深圳市生育医疗保险费用报销业务待遇核准决定书》；不予核准
的，出具《深圳市生育医疗保险费用报销业务待遇不予核准决定书》。
如审批人在核对信息时发现承办人审核结果有误的，可将任务退回给承办人重新承办。
情况复杂或者特殊情况下，延期10个工作日。对涉嫌作假等特殊案件需要进行真实性调查核实，调查核实工作需于60日内完成。进行调查核实
的案件，调查核实所需时间独立计算，不计入办理时间。
5. 办结与送达 业务办结后，文书根据参保人意愿，选择邮寄送达或者窗口送达。

线下办理流程
窗口办理流程：
1. 申请 申请人准备材料，向就近的已开通医保业务的区（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2. 受理 （1）资料齐全，当场直接受理，出具《收件回执》和《受理通知书》； （2）资料不齐，通知补齐材料，出具《指引告知书》；（3）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3.承办、审核（5个工作日）
受理部门接收申请材料后，后台业务员5个工作日内审核报销法定条件是否符合、时效是否正确，同时，还需确定是否需要提交补充材料，如需
补充，应当2个工作日内发放《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参保人需在收到补正材料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逾期不补正的，业务员按已有材料做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决定；不予核准的情形，如申请人符合申请条件，可在备齐材料后于法定有效期内按规
定重新提出申请。审核岗工作人员对报销清单进行详细审核，确认无误后将该业务发送给审批人 。
4 .审批（5个工作日）
复核岗工作人员对初步报销决定进行复核审批，作出决定。予以核准的，出具《深圳市生育医疗保险费用报销业务待遇核准决定书》；不予核准
的，出具《深圳市生育医疗保险费用报销业务待遇不予核准决定书》。
如审批人在核对信息时发现承办人审核结果有误的，可将任务退回给承办人重新承办。
情况复杂或者特殊情况下，延期10个工作日。对涉嫌作假等特殊案件需要进行真实性调查核实，调查核实工作需于60日内完成。进行调查核实
的案件，调查核实所需时间独立计算，不计入办理时间。
5. 办结与送达 业务办结后，文书根据参保人意愿，选择邮寄送达或者窗口送达。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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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要求

其他信息

1

深圳市生育保险医疗

原件：1

必要

填报须知：收原件。

费用申请表

复印件：0

材料类型：申请表格文书

来源渠道名称：政府部门核发

纸质/电子化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来源渠道说明：深圳市医疗保障局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2

3

居民身份证  

医院收费票据

原件：0

必要

填报须知：验原件。（港澳台人员提供通行证，外籍人员提供护照）

复印件：0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来源渠道名称：政府部门核发

电子化

材料形式：电子化

来源渠道说明：公安机关

是否免提交： 是

备注详情：居民身份证

原件：1

必要

填报须知：由财政部门印制的医疗费用专用收据或税务部门印制的原始发

复印件：0

材料类型：其他

票。（加盖医院财务专用章或收费专用章，收原件）

纸质/电子化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来源渠道名称：政府部门核发

纸质材料规格：单据

来源渠道说明：财政部门、税务部门

是否免提交： 否
4

费用清单

原件：1

必要

填报须知：收原件。（加盖医院财务专用章或收费专用章，报销住院费用

复印件：0

材料类型：其他

的提供汇总清单。）

纸质

材料形式：纸质

来源渠道名称：其他

纸质材料规格：单据

来源渠道说明：医疗机构

是否免提交： 否
5

病历资料

原件：1

必要

填报须知：收原件。（住院提供出院小结或出院记录；门诊提供门诊病历

复印件：0

材料类型：其他

；均需加盖医院公章）

纸质

材料形式：纸质

来源渠道名称：其他

纸质材料规格：单据

来源渠道说明：医疗机构

是否免提交： 否
6

生育报销承诺书

原件：1

非必要

填报须知：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但无法通过数据共享或其他材料获取的，由

复印件：0

材料类型：其他

本人填写承诺。

纸质

材料形式：纸质

来源渠道名称：申请人自备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7

参保职工未就业配偶

原件：1

非必要

填报须知：符合申领条件，无法通过数据共享或其他材料获取的，由本人

承诺书

复印件：0

材料类型：其他

填写承诺。

纸质

材料形式：纸质

来源渠道名称：申请人自备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中介服务
材料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编码

详情

无

无

无

无

咨询监督
咨询方式

监督投诉方式

咨询电话：0755-12333

投诉电话：0755-1234 5

咨询窗口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2038号海天综合大厦深圳市医

投诉窗口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2038号海天综合大厦深圳市医

疗保障局（派出机构：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2038号海天综合大厦16

疗保障局（派出机构：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2038号海天综合大厦16

楼1612房；深圳市罗湖区红桂路104 5号四楼医保分中心1-2号窗口

楼1611房；深圳市罗湖区红桂路104 5号四楼医监科4 06号房；深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3032号3楼南侧大厅3号窗口；深圳市盐田区

圳市南山区南新路3032号4 楼4 10房；深圳市盐田区海景二路工青

海景二路工青妇大厦一楼西侧大厅1号窗口；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

妇活动中心14 04 室；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22区新安二路211号2

22区新安二路211号2楼大厅1-2号窗口；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

楼A226；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翔大道8031号社保大厦8楼805

翔大道8031号社保大厦1楼后厅101房信访室；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

房；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碧澜路300号龙华医保局4 楼4 04 室；深

道碧澜路300号龙华医保局一楼平安窗口；深圳市光明区光明大街1

圳市光明区光明大街152号社保大楼1号楼三楼304 室；深圳市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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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号社保大楼1号楼三楼303室；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葵新北路

新区葵涌街道葵新北路86号1楼4 号窗口；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人

86号1楼咨询窗口；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人民路169号1楼咨询窗

民路169号1楼1号窗口。）

口。）

投诉网址：ht t p://www.gdzwfw.gov.cn/zxt s/complaint .ht ml

咨询网址：ht t p://www.gdzwfw.gov.cn/znkf/index.ht ml?region
=4 4 0300
微信号： szylbzj

窗口办理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路33号玉塘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34 0589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4 5
位置指引：公交站 玉塘办事处或田寮 公交线路：B959、M356、M4 51、M4 95、M560、325、882、M206、M216、M366、M54 8；地铁
站：无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坪山区人民西路3号1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94 584 6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 中午12：30-14 ：00、下午14 ：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可乘坐964 路、b726路、b760路、b764 路、b765路、b811路、m4 79路、高铁坪山快捷线接驳2线等公交路线到达。

深圳市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路1008号罗湖管理中心大厦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56664 99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4 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地铁：5号线黄贝岭地铁站、2号线湖贝地铁站；公交站点：罗湖区委，公交线路：104 路、111路、214 路、229路、24 2路、27路
、29路、2路、312路、372路、4 0路、83路、M373路、363路、17路等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泗黎路与观光路交汇处龙华区观澜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02556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早上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交通指引：公交站：永勤厂公交站，公交线路：B766，B861，B918，M226，M286，M4 24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龙田社区龙腾路23号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521134 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30；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可乘坐B761、M384 、366等公交路线，在“龙窝路口”站下车，下车后再前行约150米即可到达。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赛格科技园三栋中八楼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下载日期: 2 0 2 1-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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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电话：0755-82586829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地铁，乘坐地铁3号线至“华新站”；公交，搭乘13路、64 路、303路、385路、383路等线路公交车至“群星广场”站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2028号翠竹大厦二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5690181
办公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翠竹大厦公交站：2路；33路；4 0路；59路；62路；83路；107路；203路；212路；376路；379路；977路；N2路；N6路 地铁
：3号线田贝站 7号线田贝站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集美路9号光明区公明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16233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公明居委会站或公明天虹1站 公交线路： E14 ;M284 ;M193;M284 ;629;M4 90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梅龙大道162号龙华区民治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171869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东泉新村 公交线路：4 3路、74 路、B730路、E37路、M115路、M196路；地铁站：无。

深圳市福田区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国际创新中心F座3层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297801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地铁站：岗厦北站、 线路：2号线；公交：岗厦北地铁站、32路、4 9路、101路、113路、K113路、204 路、223路等，或乘坐395
路至”电子学校站“。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莲塘国威路D小区七栋一楼罗湖区莲塘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573654 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4 0
位置指引：公交站：莲塘街道办 公交路线：27路 113路 214 路 B621路 M4 68路 地铁站：暂无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莲花一村 18 栋附楼二楼行政服务大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334 5277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地铁，乘坐地铁3号线至“莲花村站”；公交，搭乘11路、12路、59路、213路、102路、M369路等线路公交车至“莲花一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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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和平社区永和路北8号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380822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台：和平市场站，公交线路：M236/M237/M252/M515/M536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埔仔路9号龙岗区坪地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4 214 83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路线：乘坐309路、811路、839路、862路、862区间线、978路、B671路、B673路、B738路、B74 0路、M219路、M279
路、M280路至坪地街道办站下车。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凤桥路1号凤凰街道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31904 6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搭乘公交：乘坐M261路；B959路；在“凤凰办事处”站下，步行至凤凰街道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 ；地铁站：无。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龙岗大道横岗段4 001号龙岗区横岗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699114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龙岗大道3A路、龙岗大道3路、309路、366路、380B路、651路、B750路、B871路、M295路、M309路、M359路、M386路、
812路、351路、M266路、M268路、M378路、B679路、357路、906路、M229路在横岗街道办站下车。

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甘李六路9号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25900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路线：乘坐M565路、M4 03路、M363路公交车在吉华街道办站下车；乘坐M273路、M324 路、980路公交车在恒特美科技园
站下车。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2015号西丽街道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6932707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 :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站：西丽医院站 公交路线：122路、235路、B708路、B797路、M197路、M385路、m4 29路、m4 88路、高峰专线93号。
地铁：5号线西丽地铁站A出口，7号线西丽地铁站A出口。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梅华路124 号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311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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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搭乘公交车：218路、328路、222路、216路、324 路至”梅林街道办站“。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四街二号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5203012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4 5（国家法定节假日及调休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站：盐田医院盐田院区 可乘坐205路、358路、68路、B626路、B84 3路、B925路、M180路、M290路、M34 8路、M396路
、M4 4 4 路、M4 65路等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 6 号莲花街道办事处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307911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地铁，乘坐地铁2号线至“莲花西站”；公交，搭乘4 1路、65路、107路等线路公交车至“鲁班大厦”站

深圳市坪山区行政服务大厅19-22、35号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12号坪山区行政服务大厅19-22、35号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5208970（行政服务大厅统一咨询电话）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4 ：00-17：4 5（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搭乘公交：E20，833路，M295路，94 1路，M396路，M4 97路，到坪山行政服务大厅。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澜大道178号龙华区观湖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377127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早上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交通指引：公交站："观澜二小" 公交线路：312路、332路、627路、882路、b769路、b861路、e36路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路92号东湖街道办事处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2256262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景亿山庄站：83路、29路、107路、B696、64 路、M329路、M172路、N2路、N3路；地铁5号线布心站D出口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路104 6号鸿颖大厦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24 89274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站台：泥岗村①②站台 乘车路线：201、M24 0、大梅沙假日专线2、高峰专线11、24 2、24 、336（单边线）、373、374 、5
、E24 、M358、M360、M364 等，地铁指引： 9号线泥岗地铁站A、C出口，步行500米到深圳市罗湖区鸿颖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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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新街5号沙河街道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6603552
办公时间：周一到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至18:00
位置指引：地铁站：世界之窗，线路：罗宝线，蛇口线；公交站：世界之窗，公交线路：209路、79路、4 3路、222路、59路、90路、223路
等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丽山路51号桃源街道办事处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6984 24 2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 :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站：桃源街道办 公交线路：36路、4 9路、M4 60路、高峰专线128路。地铁：5号线大学城地铁站C出口，7号线西丽湖地铁站B
出口。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翠山路1号颖隆大厦二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274 124 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一12：00，下午：14 ：00一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独树村公交站： 307路、977路、M358路、M511路、M224 路、M192路、836路、377路、M203路、高峰专线11路、高峰专线1
9路、高快巴士26路、B698路； 地铁指引：3 号线（龙岗线）草埔站B 出口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常兴路1号顺天大厦1楼南山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64 75057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地铁站：11号线南山站H出口西行100米；公交站：南航公司，公交线路：337路、M4 63路、M182路、369路等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上寮企安路3号宝安区新桥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935253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沙井劳动社保站：M253、781、780、615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罗公路190号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21116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搭乘655/M24 8/M4 94 在罗田市场站下车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薯田埔社区田园路雪仙丽科技园马田街道办事处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11071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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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指引：公交站：马田街道办事处 公交路线：M4 11路;M4 95路;M337路；629路;635路;M234 路;M284 路；M4 36路；地铁站：无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民二路110号宝安区西乡街道行政服务大厅16号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94 4 95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线路：606；704 ；M209;M235;M24 6;M381;B864 到西乡办事处下车，行约20米到图书馆一楼政务服务中心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同裕路4 7-1号2号楼1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4 513637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可乘坐M368、M564 等公交路线到达。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新沙路 60 号沙头街道办事处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33054 4 6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搭乘798路、B709路等线路公交车至“沙头街道办”站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沙园路98号龙岗区龙城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9916777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路线：乘坐M280或M319路公交车在龙城街道办站下车。

深圳市盐田区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2128号盐田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5221303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4 5（国家法定节假日及调休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站：盐田区政府 可乘坐85路、103路、205路、308路、358路、387路、B619路、B924 路、E26路、M191路、M4 37路、M
314 路、M4 4 4 路、M362路、M520路、N21路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冬青路18号宝龙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32554 8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路线：乘坐M220路、M317路、M322路、M4 58路、B670路公交车在宝龙派出所站下车，或乘坐M305路公交车在宝龙城街道
办站下车。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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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1号香蜜湖街道办事处一楼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370212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搭乘公交车：26路、28路、107路、108路至”深航大厦站“。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田心路66号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5552182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4 5（国家法定节假日及调休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站：沙头角海关；可乘坐103路、205路、308路、387路、68路、85路、B619路、M4 37路、M520路、N21路等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22号桂园街道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2230764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站台：桂园工商所公交站：108路、381路；中医院一门诊公交站：101路；振业大厦公交站：18路、59路、64 路、207路、32
1路、336路、366路。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裕田大楼三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2268967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田心村站18路、57路、80路、M132路、225路、322路、323路、381路、M4 06路、M4 82路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蛟湖路16号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218155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东门老街站：113路,3路,59路,103路,观光购物线,103B路,203路,64 路 东门站：113路,1路,3路,5路,59路,M4 03路,82路,11路,103路,1
02路,306路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育才路文化艺术中心博物馆一楼宝安区石岩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9732722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线路：石岩文化艺术中心站：767、B891、M4 72；石岩公学站767、B891、B934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岗路2号龙岗区龙岗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958169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龙岗国税局 公交路线： m220路、m230路、m4 52路、862路、m316路 地铁站点：南联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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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办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石云路4 4 号蛇口大厦附楼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686114 3 、0755-266824 4 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09:00--12:00,14 :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线路：80路，M519路；204 路；22路，公交站点：蛇口戏院站、花果山站；地铁2号线东角头D出口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工业七路51号倚园大厦一楼招商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6863016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9:00至18：00不间断服务
位置指引：公交站：四海公园南，公交线路：B816、M4 30等，;地铁站：东角头站，地铁线路：2号蛇口线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环城南路5号坂田国际中心A栋1楼龙岗区坂田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4 6060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路线：乘坐M4 61、P600路到环城路路口站;乘坐M363路到坂田国际中心站。地铁路线：杨美地铁站A出口，往环城南路方向步
行10分钟抵达坂田街道办事处大楼。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广场路2号龙岗区布吉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539257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布吉天虹 公交路线：9路、M194 路、385路、M4 63路、225路 地铁站点：木棉湾地铁站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坪山区京基御景印象二期1601号1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94 5804 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可乘坐E20、M220路、M294 路、M295路、M325路、M4 22路、M4 39路等公交路线到达。

深圳市坪山区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12号坪山区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5209287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30，中午：12:30-14 :00，下午14 ：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可乘坐M295路、M296路、M4 22路、M4 39路、深惠3路海滨支线、E20路、E22路、B765路、94 1路、M293路等公交路线到达。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93号金桃园大厦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6163299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 :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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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指引：地铁1号线大新站D出口， 公交线路：201、223、36、58、m34 3 公交站点：大新地铁站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圳美社区圳园路268号新湖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821574 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光明小镇、欢乐田园 公交线路：B914 路；地铁站：无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南路1122号南湖街道行政服务楼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22384 5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4 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站：罗湖村站：M4 68？罗湖医院站：369、M172、M182丽都酒店1/2站：2、5、14 、69、83、97、229、369、381、M1
56、M360、387；地铁站：9号线向西村地铁站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安大道309号龙岗区平湖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5238689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路线：公交路线：乘B725、M154 、M4 98、M574 、M311路公交车在开田科技园站或茗萃园站。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大道303号万福大厦一楼（福永街道办后面）宝安区福永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94 4 6529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福永街道办站：M236、M252、B898、B838、B767；万福广场站615、727、M251、M310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坪葵路271号1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82799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中午12:20-14 ：00，下午14 :00-17:30；周六：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30（法定
节假日除外）备注：中午和周六要电话预约（预约电话：0755-28827990）
位置指引：可乘坐深惠3线（海滨支线）、818路、883路、M220路、M279路、M357路、M4 26路等公交路线到达。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南路石厦四街 233 号福保街道办事处七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3838066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地铁，乘坐地铁3号线至“益田站”；公交，搭乘M389路、M390路、202路、4 54 路等线路公交车至“众孚小学”站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凯成二路17号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下载日期: 2 0 2 1-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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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电话：0755-8590559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台：黄田派出所站，公交线路：B804 /M24 9/M4 73/M522等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经二路1号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54 3528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4 0
位置指引：公交站台1：罗湖体育馆 ，公交路线：113、214 、218、238、308、333、53、57、65、J1； 公交站台2：黄贝街道办，公交路线
：10，27路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2618号粤海街道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6954 03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周六9:00-12: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地铁：2号线：后海地铁站E出口。 11号线：后海地铁站E出口，南山地铁站D出口；公交站点：南山邮局站，公交路线：公交70路；
80路；113路；204 路；226路；24 5路区间车；331路；332路；390路；b813路；k113路；m206路；m4 67路；n1路等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路2号龙华区福城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3089026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早上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福城街道办 公交线路：m226路、m4 24 路、m525路；地铁站：无。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布龙路钓鱼台工业区21号A栋（钓鱼台威灵达工业区旁）龙华区大浪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9672292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大浪石观工业区 公交线路：332、624 、882、E14 、E34 、E35、E36、E4 0、M115、 M193、M233、M24 4 、M262、
M301、M310、M34 0、M352、M378、M379、M4 15、M4 20、M4 62、M54 8、M34 0、高峰专线4 3、旅游9线；地铁站：无。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路77号悦林大厦1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5355156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4 5（国家法定节假日及调休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站：盐田区政府，往北走800米到梧桐路桐华大厦 可乘坐85路、103路、205路、308路、358路、387路、B619路、B924 路
、E26路、M191路、M4 37路、M314 路、M4 4 4 路、M362路、M520路、N21路 公交站：海山街道办 可乘坐358路、68路

深圳市盐田区梅沙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盐田区梅沙街道环梅路22号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5254 563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4 5（国家法定节假日及调休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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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指引：公交站：梅沙医院 可乘坐308路、M180路、M191路、M396路、M4 37路、M4 65路、高峰专线5号、高快巴士26号等 公交站：东
部华侨城 可乘坐103路、308路、387路、M180路、M191路、M362路、M396路、M4 37路、M4 38路、M520路等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松岭路 56 号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297872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地铁1号线：科学馆站 ；公交：14 路、29路、62路、214 路、377路等到爱华市场站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侨路与体育公园路交汇处光明街道行政服务大厅二楼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909919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农业科技园站 公交线路：B662路/B660路/M532路/M218路/B94 9路；地铁站：无。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金开路1号东方二六大厦二楼宝安区松岗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08800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松岗天虹站 公交线路：629路;331路;M332路;M24 2路;m381路;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横坪公路89号数字硅谷产业园（停车场入口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4 264 114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路线：乘坐公交906路、M208路或M386路到龙岗二职站下车，再步行一小段路。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金葵中路89号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977833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30
位置指引：公交站：金葵小区，M4 57路；地铁站：无。

深圳市大鹏新区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金业大道14 0号生命科学产业园B13栋大鹏新区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33310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7：30
位置指引：公交站：葵涌办事处或生命科学产业园；公交线路：M4 56、B956、B970、M279；地铁站：无。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和平社区团结路4 号1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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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电话：0755-84 51384 2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中午不间断） 周六上午9：30-11：30 下午14 ：30-16：30
位置指引：可乘坐964 路、b726路、b760路、b764 路、b765路、b811路、m4 79路、高铁坪山快捷线接驳2线等公交路线到达。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城29区宝民一路新安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34 9650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宝民派出所或文汇花园 公交线路：B803路;M379路;629路;M235路;M381路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文化街4 3号老干中心大楼一、二楼龙华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12081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牛地埔 公交线路：312、332、612、624 、889、E31、E36、M233、M24 4 、M352、M354 、M378、M379、M4 50、
M505、高峰专线4 3；公交站：龙华中学 公交线路：N22、M580、B879；公交站：龙华市场 公交线路：M282、M269、302、324 、352、3
80B、621、B64 8、M211、M214 、M24 4 、M352、M4 01、M4 50；地铁站：无。

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建设路17号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4 30800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7：30
位置指引：公交站：大鹏中心 E11路、818路、E26路、旅游专线5路；地铁站：无。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 2002 号园岭大厦一楼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5320160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除法定节日外)
位置指引：（1）地铁，乘坐地铁3号线至“通新岭站”；（2）公交，搭乘4 路、12路、59路、67路、303路等线路公交车至“市妇儿医院”站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银图路1号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218007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台：西荟城广场站，公交线路：650/653/656/B776

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街道人民路15号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94 59596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7：30
位置指引：公交站：南澳公交区 E11路、833路；地铁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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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园路9号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70685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线路1：可乘坐376路、836路、B665路、M183路、M227路、M265路、M271路、M301路、M309路、M379路、M385路
、M4 04 路、M4 76（南湾街道办站） 公交线路2：B881路（南湾街道一办站） 公交线路3：371路、高峰专线32号公交车（南岭花园总站）。

许可收费
不收费

设定依据
设立依据1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三十五号

条款号

第五十四条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1-07-01

条款内容

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设立依据2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依据文号

广东省政府令第203号

条款号

第十四条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民政府

实施日期

2015-01-01

条款内容

下列医疗费用不纳入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一）因医疗事故发生的应当由医疗机构承担的费用；

（二）应当由公共卫生或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负担的费用；

（三）应当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或者工伤保

险基金支付的费用；
（四）在国外或者港澳台地区发生的医疗费用；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应当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的

其他医疗费用。
设立依据3

设立依据4

下载日期: 2 0 2 1-9 -18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依据文号

广东省政府令第203号

条款号

第十八条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民政府

实施日期

2015-01-01

条款内容

职工失业前已参加生育保险的，其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发生符合本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依据文号

广东省政府令第203号

条款号

第十九条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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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依据5

设立依据6

实施日期

2015-01-01

条款内容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发生符合本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依据文号

广东省政府令第203号

条款号

第二十八条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民政府

实施日期

2015-01-01

条款内容

职工未就业配偶生育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其生育医疗费用支付办法由统筹地区规定。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依据文号

广东省政府令第203号

条款号

第二十九条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民政府

实施日期

2015-01-01

条款内容

照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支付生育医疗费用的，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审核。符合支
付条件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在接到申请后30日内支付有关费用；不符合支付条件的，应当在30日内作出不予支
付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和依据。

实施依据
实施依据1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实施办法

依据文号

深人社规〔2015〕10号

条款号

第五条

颁布机关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日期

2015-07-09

条款内容
《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各项生育医疗费用以及本实施办法规定的产前检查项目（附件1）费用（以下统称生育医疗
费用），符合规定支付条件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生育津贴，符
合规定支付条件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实施依据2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实施办法

依据文号

深人社规〔2015〕10号

条款号

第八条

颁布机关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日期

2015-07-09

条款内容

职工申请一次性定额报销，需向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以下材料：

（一）深圳市生育保险医疗费用申请表（附

件3）；
（二）享受待遇人员的身份证明；

（三）社会保障卡（职工提供）；

（四）婴儿出生或者死亡证明（

分娩的提供）；
（五）相关医疗机构诊断证明；

（六）相关医疗费用明细、票据；

（七）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证明（

产前检查及分娩的提供）。
职工未就业配偶申请的，除前款规定材料外，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工的社会保障卡；

下载日期: 2 0 2 1-9 -18

（三）结婚证；

（一）职工的身份证明；

（二）职

（四）职工未就业配偶为非本市户籍的，提供失业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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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依据3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实施办法

依据文号

深人社规〔2015〕10号

条款号

第七条

颁布机关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日期

2015-07-09

条款内容

除本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外，职工及职工未就业配偶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职工个人支付
，并在规定期限内申请一次性定额报销：
（一）累计参加生育保险满1年的职工，在其分娩、终止妊娠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后1年内提出报销申请；
（二）累计参加生育保险未满1年的职工分娩、终止妊娠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待其累计参加生育保险满12个
月后的1年内提出报销申请；
（三）失业前已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其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在其分娩、终止妊娠或者施
行计划生育手术后1年内提出申请报销申请；
（四）已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在其分娩、终止妊娠或者施行计划生育
手术后1年内提出报销申请；
（五）已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在其分娩、终止妊娠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后
1年内提出报销申请。

一次性定额报销的标准（附件2）由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制定。超出一次性定额报销标准

部分，生育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实施依据4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实施办法

依据文号

深人社规〔2015〕10号

条款号

第九条

颁布机关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日期

2015-07-09

条款内容

一次性定额报销标准实行调整机制，由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结合物价水平、生育医疗费用支付情况和
生育保险基金承受能力的变化适时调整。

实施依据5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实施办法

依据文号

深人社规〔2015〕10号

条款号

第十三条

颁布机关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日期

2015-07-09

条款内容
按照本实施办法申请一次性定额报销生育医疗费用的，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审核，符合支付条件的，应自收到
申请后30日内支付有关费用。符合支付条件且已在本市市内定点医疗
机构刷卡记账的，应当在报销时核减相应项目的生育医疗费用。不符合支付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后15日内作出不予
支付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和依据。

符合生育津贴支付条件的，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

内支付；不符合支付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不予支付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和依据。

法律救济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部门：深圳市医疗保障局；深圳市司法局

部门： 盐田区人民法院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2038号海天综合大厦深圳市医疗保障局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2088号

；深圳市福田区同心路1号深圳市信访大厅B103室。

电话：0755-25228750、0755-25228778

电话：0755-8666704 7、0755-88101165（咨询），0755-881

网址：ht t p://www.shenpan.gov.cn/

3214 5（收案室）
网址：ht t p://hsa.sz.gov.cn/；ht t p://sf.sz.gov.cn/

下载日期: 2 0 2 1-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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