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不参加保险，那么收取的费⽤用的⾦金金额
是多少？

每年年的费⽤用是⾦金金额较⾼高的那⼀一项

如果您⼀一年年当中只有⼀一部分时间没有健
康保险，那么需要上交的费⽤用要根据您
没有健康保险的⽉月份来决定。如果少于
3 个⽉月，那么您就不不需要⽀支付此费⽤用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Obamacare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如果您符合以下条件便便有资格在特

根据 Affordable Care Act,规定，您和您
的家⼈人必须参加健康保险，否则会
对您的税务收取费⽤用

在特殊注册期内注册申请

殊注册期内进⾏行行注册
2014

❖

家庭年年收⼊入的 1% 或

❖

家庭中每⼈人 $95

❖

- 获得美国国籍或合法居留留资格

家庭年年收⼊入的 2% 或
家庭中每⼈人 $325

2016/2017

❖
❖

- ⽣生⼦子
- 失去健康保险

2015

❖

- 结婚

家庭年年收⼊入的2.5% 或

获取健康保险的途径

- 收⼊入发⽣生改变

❖

- 收养⼉儿童

❖

- 服刑期满离开

❖

- 搬离您健康保险覆盖的区域

❖
❖

雇主提供
您配偶或⽗父⺟母的雇主提供
Medicaid (免费)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优惠)
私⼈人保险（全额）

家庭中每⼈人 $695。

您可能有资格享受

访问 www.healthcare.gov/get–coverage

Medicaid 或 Health Insurance

下⼀一次 Marketplace 开放注册的⽇日

Medicaid: 是政府提供的免费健康保险

Dates TBA - Please contact ASIA for more

Marketplace: 优惠的私⼈人健康保险

info.

ASIA (Social Services)
Akron: 730 Carroll St., Akron, OH 44304
Cleveland: 3631 Perkins Ave., Ste. 2AW, Cleveland, OH
44114
ICHC (Health Center)
Akron: 468 E. Market St., #C, Akron, OH 44304
Cleveland: 3820 Superior Ave., Ste. 214, Cleveland, OH
44114
www.asiaohio.org

2017 Affordable Care Act

怎样注册申请
Medicaid

注册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的途径

您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行注册
1. 到 ASIA 处注册
2. 互联⽹网注册

您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行注册

符合资格收⼊入对照表
ACA 税收抵免
(FPL: 139% —> 400%)
税收抵免可⽤用来⽀支付每⽉月的健康保险账单 (保
险费）

家庭
规模

Medicaid
您的年年收
⼊入
少于此⾦金金
额

Marketplace & 税收抵免
您的年年收⼊入在以下⾦金金额
之间

1

$16,643 $16,644 - $48,240

2

$22,411 $22,412 - $64,960

3

$28,180 $28,181 - $81,680

4

$33,948 $33,949 - $98,400

5

$39,716 $39,717 - $115,120

6

$45,485 $45,486 - $131,840

7

$51,253 $51,254 - $148,560

8

$57,022 $57,023 - $165,280

到 ASIA 处注册
❖ 与 ASIA 提前预约时间
❖

注册时需要什什么⽂文件？
每⼀一位申请⼈人都要带上以下相关⽂文件：:
带照⽚片的 ID
❖ 社会安全卡
❖ 移⺠民⽂文件（绿卡、I-94或公⺠民证）
❖ 最近的⼯工资单或 W-2
❖

如果您符合 Medicaid 的资格: 您可以随
时申请, 但是您必须是美国公⺠民、难⺠民
或 5 年年或以上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
如果您符合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的资格: 您只能在下⼀一个开
放注册期 (Dates TBA - Please contact ASIA for more info.)
申请；如果您符合相关资格，也可在
特殊注册期申请（关于特殊注册期的
更更多详情，请查看本册背⾯面的信息。

我们可以免费帮助您注册并且我们提供
⼝口译服务！

请致电以下号码进⾏预约:
Akron 办公室: (330) 535-3263
Cleveland 办公室: (216) 881-0330

互联⽹网注册
❖

ASIA 办公地址 :
登录: https://benefits.ohio.gov
Akron: 730 Carroll St. Akron, OH 44304
Cleveland : 3631 Perkins Ave., Ste. 2AW
Cleveland, OH 44114

1. 到 ASIA 处注册
2. 互联⽹网注册
3. 电话注册
到 ASIA 处注册
❖
❖

与 ASIA 提前预约时间
我们可以免费帮助您注册并且我们提供⼝口
译服务！

注册时需要什什么⽂文件？
每⼀一位申请⼈人都要带上以下相关⽂文件：:
带照⽚片的 ID
❖ 社会安全卡
❖ 移⺠民⽂文件（绿卡、I-94或公⺠民证）
❖ 最近的⼯工资单或 W-2
❖

请致电以下号码进⾏预约:
Akron 办公室: (330) 535-3263
Cleveland 办公室: (216) 881-0330
互联⽹网注册
❖ 登录:www.healthcare.gov/get-coverage
电话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