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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回答
资格与注册
当我准备开始申请时，需要
提供哪些信息？

我们会询问关于您的收入及其他信息，让您知道您都符合哪
些保险，以及您是否能够获得支付保费的帮助。我们会根据
法律要求对您提供的所有信息保密。如果您计划申请经济补
助来帮助支付您的保险，请提供以下信息：
• 社会安全号码（或需要健康保险的合法移民的文件号码）
• 出生日期
• 您每位家庭成员的雇主与收入信息

> 过去30天的工资单
> 对于自雇人士，近期纳税申报表或损益表

• 任何现有健康保险的保单号码
• 有关提供给您家庭的与任何工作相关的健康保险的信息
• 目前的医生名单（用来核实计划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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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place使用修改调整后总收入 (MAGI) 来确定获得经济
补助的资格。MAGI包括就业收入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应税收
入。它还包括可能需要纳税或不需要纳税的其他收入来源，例
如社会保障福利、某些国外收入和免税利息。Marketplace申
请有一个下拉菜单，可帮助您确定需要包含哪些收入类型。 

在确定Marketplace计划的经济补助的资格时不考虑资产。 

申请要求您2019年的预计收入。经济补助的资格是根据您在
该保险年度的收入而定。

您应该要申请。当您不再需要保险时，您可取消您的
Marketplace保险。当您想取消您的保险时，您应该通知纽约
州健保市场 (NY State of Health)。我们要求个人在取消保险
时提前14天通知我们。

顾客可以在年度开放注册期间以及在开放注册之外的特定情
况下（如果他们有符合生活变迁事件）注册符合资格的健保
计划 (Qualified Health Plan) 的保险。2019年的开放注册为
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注册截止日期如下：

• 2019年1月1日开始的保险，注册截止日为2018年12月15日

• 2019年2月1日开始的保险，注册截止日为2019年1月15日

• 2019年3月1日开始的保险，注册截止日为2019年1月31日

符合条件的顾客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注册医疗补助计
划 (Medicaid)、基本计划 (Essential Plan) 和儿童加健计划 
(Child Health Plus)。

申请经济补助时会考虑哪些
收入类型？

我正在申请2019年的保险。
在申请时我应该使用2018
年的收入还是2019年的收
入？ 

我预计只需要6个月的保
险。我还应该申请吗？

注册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保险何时开始？

2

当您的 “年龄超出” 父母的保险范围时，您可能会有资格通过
Marketplace注册。您需要在满26岁之后的60天内申请保险。

当我满26岁时，我将不再适
用我父母的健康保险计划。
我有哪些选择？



收入资格的水平因计划而异。获得医疗补助计划的资格，个人
年收入最多可达 $16,754，一家四口的总收入每年最多可达 
$34,638。对于无月保费的基本保险计划，个人年收入最多可
达 $18,210，一家四口的总收入每年最多可达 $36,900。对于
有 $20月保费的基本保险计划，个人年收入最多可达 $24,280
，一家四口的总收入每年最多可达 $50,200。在注册符合资
格的健保计划时，如要获得保费税收抵免预付款的资格，个人
年收入最多可达$48,560，一家四口的总收入每年最多可达 
$100,400。

联邦法规要求您报税才能获得税收抵免。这是因为税收抵免
是根据您的收入估算来确定，但当您申报联邦所得税时，必须
在年底时与您的实际收入一致。这种结构可以让您提前获得
税收抵免，而不是等到交税的时候才获得支付保险的帮助。

如果您没报税或没能调整已收到的税收抵免，则将无法获得
下一个计划年度的税收抵免。您仍然可以在开放注册期间注
册某一计划，但将无资格获得经济补助。当您申报去年的税款
时，在此时则可重新确定您是否符合经济补助资格。

我们的助理可提供完成此流程的帮助。

各种Marketplace计划的
收入准则是什么？

如果我去年没有报税，可否
继续获得联邦经济补助（税
收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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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纽约州健保市场网站主页  (www.nystateofhealth.ny.gov) 
包含了一个保费估算工具的链接。点击显示“查看计划并估算费
用”的橙色按钮。系统会提示您输入邮政编码，以查看您所在的
郡所提供的计划。您可以选择按保险级别、保险公司、郡、保险
类型、金属等级和质量评级进行搜索，而进一步缩小搜索范围。
您还可以通过输入您的家庭规模及收入来“估算经济补助”。您
的搜索条件将生成您所在郡的一份可用计划列表，并显示您可
能有资格获得的任何税收抵免之前和之后的月保费。

是否有办法估算我有资格获
得多少经济补助？

是，在许多情况下，您可以继续留在您父母的健康计划，直到
您满26岁。（保险公司按照父母的计划为26岁以下的子女提供
保险的规定适用于保险产品，但不适用于自费计划。）

如果您决定自行申请保险，则获得经济补助的资格取决于家
庭收入及报税状态。如果一位已婚个人在其他人的纳税申报
表未被申报为受抚养人，则他/她可以使用自己的收入信息单
独申请保险，而无论所有各方是否居住在同一地址。一栋房子
里可以有多个纳税家庭。

我是一名与父母同住的25
岁已婚成年人。我是否可继
续留在我父母的健康计划？



是。在估算收入时，我们建议您根据当时的信息做出最佳估
计。去年的纳税申报表会有所帮助，并且可以全面考虑即将改
变的收入与支出（例如，旺季、预期客户减少等）。我们建议您
在该年的Marketplace申请中更新您的收入信息，以便最佳地
反映您的经济状况和获得补助的资格。此外，在整个保险年
度内向Marketplace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有助于您在调整联
邦所得税所收到的税收抵免时，减少可能发生的任何差异。 

年收入不固定的自雇人士与
自由职业者是否可以通过
Marketplace注册？

一般来说，不行。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保险公司的变更。
举例而言，如果您完全符合另一种计划类型的资格（例如，您
的资格从符合资格的健保计划更改为医疗补助计划或基本计
划），或者已注册并成为新符合或不符合税收抵免的资格，您
将被允许在该年内选择新的健康保险计划。但在多数情况下，
您只能在年度开放注册/续保期间更换保险公司。

续保有两种类型：自动及手动。当您到达纽约州健保市场申
请的末尾时，会被要求选择一种类型。如果您选择自动续
保，Marketplace将通过检查各州和联邦数据来源重新确定
您的资格，并让您知道明年您可获得哪些资格。（如果我们因
任何原因无法重新确定您的资格，我们会通知您。）如果您选
择手动续保，则您必须更新信息，无需使用Marketplace提供
的自动流程来完成申请。 

如果情况与Marketplace确定的情况不同，顾客可以随时更新
其帐户和/或提供文件。

所有注册的个人将在注册截止日期前30天收到一份附有续保
说明的通知。无论续保类型为何，NYSOH建议所有顾客都要
登录自己的帐户，确认来年的保险详情。

我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
改变计划吗？

您可否说明年度续保流程？

19岁以上的子女没有资格通过儿童加健计划获得保险。根据
报税状态及收入，成年子女可能有资格获得医疗补助计划、基
本计划或符合资格的健保计划。

顾客在2019年可以在全州范围内选择各种各样的计划。2019
年，有12家保险公司提供符合资格的健保计划，16家保险公
司提供基本计划的保险。平均而言，在每个郡，顾客可以有选
择4个符合资格的健保计划的保险公司的选项，以及在每个郡
可以有选择4个基本计划保险的公司选项。

成年子女的保险选项有哪些？

我可以选择健保计划吗？

保险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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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计划是根据年龄及收入提供给符合条件的顾客。一般而
言，年龄在19-64岁之间，收入在联邦贫困水平138%-200% 
($16,754-$24,280) 之间的个人符合基本计划的条件。如果您
的收入高于联邦贫困水平200%（个人收入 $24,280），您可能
有资格注册符合资格的健保计划。大多数65岁以下的顾客可
以在Marketplace注册符合资格的健保计划，并且根据收入，
可能有资格获得能帮助降低保险费用的税收抵免。

Marketplace提供的基本计划和所有符合资格的健保计划都
具有相同的全面基本健康福利包。基本计划的月保费根据收
入可为 $20 或 $0，顾客无须自付费用。符合资格的健保计划
的月保费、自付扣除额和自付费用方面有所不同，无论您是否
有资格获得经济补助，您选择的保险金属等级（白金、黄金、
银或铜）和保险公司选项取决于您的居住地。

符合资格的健保计划和基本
计划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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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保费是指为您的健康计划投保而支付的金额。费用分摊
是指您在接受服务时使用您的保险而支付的费用，如共付额 
(co-payment)、共保额 (co-insurance) 或自付扣除额。有些
计划没有任何费用分摊要求，例如医疗补助计划。根据收入的
不同，基本计划对投保人的费用分摊要求很低或没有。

符合资格的健保计划的费用分摊取决于计划金属等级，即
铜、银、黄金或白金级。所有金属等级计划都包含相同的基本
健康福利，但在保费和费用分摊要求方面各不相同。一般来
说，铜级计划的保费最低，白金级计划的保费最高。铜级计划
通常以自付扣除额与共付额或共保额要求的形式而有更高的
费用分摊，而白金级计划对于投保人来说费用分摊较低或没
有。（详情请点击这里） 

您应该更新您的Marketplace帐户以反映出最新的信息。举
例而言，如果您在登记保险时没有工作，但几个月后找到了工
作，您就应该更新您的帐户以准确反映收入及就业状况的变
化。根据您所拥有的保险类型，您的帐户变更可能会影响您
获得经济补助的资格，或者增加或减少您目前获得的经济补
助的水平。

月保费 (monthly 
premium)、费用分摊 
(cost-sharing) 和自付扣
除额 (deductible) 是什么
意思？

如果我在日历年内发生了生
活变迁事件，因而改变我的
家庭规模、报税状态、收入
或其他情况，该怎么办？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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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方式可以帮助您完成保险的申请与注册

拨打电话：纽约州健保市场客服中心 (1-855-355-5777)

亲自注册：访问导航人员、合格的申请顾问或经纪人进
行面对面的协助。（这里查询协助）

网络：可在客服中心服务时间内，使用我们网站上的聊
天功能帮助您完成申请。

不需要。提供的协助是免费的。您的社区所提供的助理，工作
时间弹性并且可以说多种语言。助理可帮助您完成申请、了解
您的健康保险选项，并帮助您做出最佳的注册选择。

纽约州健保市场网站主页上提供NYS提供者及健康计划查询工
具（紫色按钮）。此工具允许您按健保计划或提供者或设施名
称进行搜索，查看哪些提供者参与了哪些健康计划。该工具还
具有高级搜索选项（例如，所讲语言、轮椅无障碍）。该工具会
按健保计划将直接发送给纽约州的信息进行更新，但我们建议
您在注册计划之前直接与您的提供者确认网络参与情况。

我可以获得纽约州健保市场
的注册协助吗？

我是否需要支付协助我的导
航人员或经纪人？

如何在NYSOH网站上使用
计划提供者查找工具？

申请与注册协助

提供者网络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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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符合联邦医疗保险资格的人士没有资格享有
Marketplace保险，因为根据联邦法规，他们已经享有被认
为是 “最低的基本保险”。然而，有一些例外情况，包括那些
照顾父母的人。现场助理或客服可帮助您确定您是否有符合
Marketplace保险资格。

如果我有资格符合或注册联
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
是否可通过Marketplace
注册符合资格的健保计划或
基本计划？

其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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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开放注册期间取消您的COBRA并注册一个符合资
格的健保计划。如果是在开放注册之外，您必须等到COBRA
福利用完之后，那时您才有资格通过具有特殊注册期的
Marketplace注册（由于失去了最低的基本保险）。COBRA保
险结束后，您将有60天的时间投保。

但是，如果您注册了COBRA并且符合医疗补助计划或基本计
划的资格，您可以随时取消COBRA，并通过Marketplace注
册这些计划。

可以。大多数子女都有资格注册儿童加健计划 (Child Health 
Plus)，并可能会根据家庭收入有资格获得经济补助。配偶/同
居伴侣也有资格通过Marketplace注册；然而，获得经济补助
的资格，将取决于雇主提供的保险根据联邦法规是否被认为
负担得起。

如果我目前正在注册《统
一综合预算协调法案》
(COBRA)，我能否取消我的
保险并通过Marketplace
注册保险？

如果只有一位家庭成员
有雇主提供的保险，那么
其他家庭成员可以通过
Marketplace注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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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有资格拒绝雇主提供的保险，并
通过Marketplace注册保险来申请经济补助。一般而言，如果
雇主提供的保险费用超过您收入的9.86%，则被视为负担不
起。但是，如果费用不超过9.86%，您仍然可以拒绝该保险并
通过Marketplace注册。您虽没有资格获得经济补助，但可能
会有更多的计划和费用分摊安排，让您从中选择可能更适合
自己的需要。

在申请时有一个部分可以帮助您确定您的雇主所提供的保险
是否通过了这个 “可负担能力测试”。您也可联系您工作地
点的人力资源办公室或福利管理员，他们应该能够告诉您所
提供的保险是否通过了可负担健保法案(ACA) 的可负担能力
测试。 

如果我的雇主提供给我的
个人保险为每月 $900的费
用，而我的年薪为 $50,000
，我是否可以改为通过纽约
州健保市场购买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