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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绵卫函〔2020〕39号

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转发《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第三批

医药爱心救助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委直属各单位：

根据《四川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脱

贫攻坚医疗卫生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川脱贫办发﹝2016﹞61

号）及《中共绵阳市委办公室 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绵阳市基础设施建设脱贫专项实施计划>等 10 个脱贫专项实施

计划的通知》（绵委办发〔2016〕1 号）等文件要求，为减轻贫

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负担，高效开展医药爱心救助工作，绵阳市

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组织制定了《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第

三批医药爱心救助项目实施方案》，现转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

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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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

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
第三批医药爱心救助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四川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脱

贫攻坚医疗卫生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川脱贫办发﹝2016﹞61

号）、《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关于印发<四川省

贫困住院患者县域内“先诊疗后付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卫

发﹝2017﹞70 号）及《中共绵阳市委办公室 绵阳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绵阳市基础设施建设脱贫专项实施计划>等 10

个脱贫专项实施计划的通知》（绵委办发〔2016〕1 号）等文件

要求，为减轻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负担，高效开展医药爱心救

助工作，特制定第三批医药爱心救助项目实施方案，方案如下：

一、项目名称

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第三批医药爱心救助项目。

二、项目组织

第三批医药爱心救助项目由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统

一管理，涪城区、安州区、江油市、三台县、梓潼县、盐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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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县、平武县卫生健康局设立县市区项目管理部，县市区卫生

健康局负责对辖区内该项目的组织、领导和监管，县市区项目管

理部具体组织实施。各县市区 2020 年 3 月 10 日前与市医药爱心

扶贫基金会进行对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设立专账，负责市医

药爱心扶贫基金的审核、拨付、监管等工作。

三、项目目的

根据《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章程》和健康扶贫系列文

件要求，对患重大疾病县域内确实无法解决并严格按照《绵阳市

推进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分级诊疗工作实施意见》（绵卫发〔2016〕

44 号）文件要求依规转诊至市级医院治疗的建档立卡贫困患者

住院医疗费用，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各类补

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城乡医疗救助（原民政医疗救助）、县

级卫生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等渠道依规报销后的个人支付部

分，由医药爱心扶贫基金实施部分救助。

四、项目资金来源

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资金。

五、项目执行周期

2020 年 3 月 1 日起至项目资金使用完毕止。

六、项目资金总额

第三批医药爱心救助项目资金总额为 150 万元，由各县市区

逐月申报、逐月救助。

七、项目资金下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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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实行申报制度。由县市区卫生健康局负责审核符合

救助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后报送申报

名单汇总表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按

照各县市区申报金额进行资金下拨。资金下拨至各县市区卫生健

康局的账户并建立专账，由县市区负责将项目资金用于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下拨至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的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任

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挤占，若发生上述情况，

将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八、项目救助对象

重点救助因患重大疾病在县域内确实无法解决，并严格按照

《绵阳市推进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分级诊疗工作实施意见》（绵卫

发〔2016〕44 号）文件要求转诊至市级医院住院治疗的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重点对罹患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

期肾病、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肺癌、肝癌、乳腺癌、

宫颈癌、急性心急梗死、白内障、神经性母细胞瘤、儿童淋巴瘤、

骨肉瘤、血友病、地中海贫血、唇腭裂、尿道下裂、耐多药结核

病、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艾滋病机会感染等重特大疾病

患者进行救助。

九、项目救助标准

（一）对救助对象单次住院医疗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城乡医疗救助、

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等渠道报销后，对个人支付部分按照 50%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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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救助。救助金额原则上每人每次不超过 2 万元。

（二）不纳入基金救助范围的费用：1.美容整形、器官移植、

自杀、自残、酗酒、斗殴、违法犯罪，交通事故和工伤等非患病

造成的医疗费用；2.不按贫困人口分级诊疗制度越级到上级医疗

机构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危急重症需紧急救治的除外）。

十、项目实施流程

（一）依规转诊到市级医院住院的贫困患者出院后，市级医

院向贫困患者提供医保结算单、贫困人口市级医院就医备案登记

表等申报基金救助所需资料；

（二）符合本方案救助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出院后向户

籍所在地县市区卫生健康局申请，并提供相关申请材料；

（三）县市区卫生健康局收集救助对象的申请材料并进行审

定，对审定结果的真实性负责。救助对象申请材料包括：按程序

转诊至市级医疗机构的相关手续，个人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

医疗保险结算单、出院证明、城乡医疗救助（原民政医疗救助）、

县级卫生救助凭证等；

（四）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将申请材料、个人救助凭证等登记

造册，建档长期保管，以备基金会及审计部门抽查核实；

（五）县市区卫生健康局每月 15 日前将上月申报名单汇总

表（加盖公章）报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

（六）由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下拨项目资金至县市区卫生

健康局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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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县市区卫生健康局通过银行打卡的形式将项目救助资

金用于上述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住院医疗费用补助，并留存银行

转账凭证（和申请材料一并长期保存）；

（八）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根据县市区卫生健康局提供的

申报名单，按救助例数及救助金额不低于 10%的比例，对申报材

料进行不定期抽查；对患者进行受助真实性，按救助例数及救助

金额不低于 5%的比例抽查，并将抽查结果报市卫生健康委。

十一、责任落实

（一）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全权负责项目在本县市区内的实

施、监管、资金使用及管理。

（二）县市区卫生健康局确保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救助对象

申请材料进行审定，并负责建档保管申请材料和个人救助凭证

等，不得损毁或遗失；提供给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的相关材料

真实有效，若提供虚假信息，承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三）县市区卫生健康局保证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拨付的

项目基金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

（四）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负责对县市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的救助对象信息进行核查，如县市区卫生健康局或救助对象拒绝

接受核查或经核查发现信息虚假，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有权采

取有效措施，包括立即终止与县市区卫生健康局的合作,督促足

额退回虚报资金，并将相关情况报市卫生健康委追究相关责任。

十二、基金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7—

联系人：蒲 静

电话：0816-2531898

邮箱：949605965@qq.com

附件：1.第三批医药爱心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

2.第三批医药爱心项目救助名单汇总表

3.医药爱心救助项目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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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

第三批医药爱心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

所在县（市、区）：

注：1．申请表须由本人填写，若本人不能填写，可由亲属代写，但需本人在“本人签字”处盖手

印；2. 提供的银行卡号、开户名、开户行需是本人持有的，若本人无银行卡号可提供直系亲属的

银行卡号，但须提交代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本复印件以证其直系亲属关系。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1 联系电话 2

开户名 开户行

银行卡号

是否失独 子女是否独生

住院机构 出院诊断

出院时间 个人支付金额

个人承诺

本人知晓项目救助条件及标准, 并对以上信息的真实性负

责。在救助资金不足时，对未能享受到医药爱心救助不存在异议。

本人签字（并盖手印）： 年 月 日

项目管理部

意见

经办人

审核意见

经核实该申请对象符合救助条件。

签字： 年 月 日

负责人

审核意见

情况属实,同意救助。

签字： 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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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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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
第三批医药爱心救助项目合作协议

甲方：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

乙方：

根据《绵阳市卫生健康脱贫专项实施计划》（绵委办发〔2016〕

1 号）要求，为高效开展医药爱心救助工作，甲乙双方经过友好

协商，就第三批医药爱心救助项目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项目实施内容

（一）项目名称：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第三批医药爱

心救助项目（以下简称“救助项目”）

（二）项目目的：根据《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章程》

和健康扶贫系列文件要求，对因患重大疾病在县域内确实无法解

决，并严格按照贫困人口分级诊疗要求转诊至市级医院住院治疗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费用，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城乡医疗救助（原民政

医疗救助）、县级卫生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等渠道报销后的

个人支付部分，由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实施部分救助,减轻贫困

患者疾病医疗负担。

（三）项目资金来源：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资金

（四）项目执行周期：2020 年 2 月 1 日起至第三批医药爱

心救助项目资金使用完毕止。

（五）项目救助对象：因患重大疾病在县域内确实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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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严格按照《绵阳市推进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分级诊疗工作实施意

见》（绵卫发〔2016〕44 号）文件要求转诊至市级医院住院治疗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重点对罹患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

癌、终末期肾病、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肺癌、肝癌、

乳腺癌、宫颈癌、急性心急梗死、白内障、神经性母细胞瘤、儿

童淋巴瘤、骨肉瘤、血友病、地中海贫血、唇腭裂、尿道下裂、

耐多药结核病、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艾滋病机会感染等

重特大疾病患者进行救助。

（六）项目救助标准：1.对救助对象单次住院医疗费用，在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

险、城乡医疗救助（原民政医疗救助）、县级卫生救助、疾病应

急救助基金等渠道报销后，对个人支付部分按照 50%的比例进行

救助。救助金额原则上每人每次不超过 2 万元。

2.不纳入基金救助范围的费用：（1）美容整形、器官移植、

自杀、自残、酗酒、斗殴、违法犯罪，交通事故和工伤等非患病

造成的医疗费用；（2）不按贫困人口分级诊疗制度越级到上级医

疗机构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危急重症需紧急救治的除外）。

（七）第三批项目实施流程

1.依规转诊到市级医院住院的贫困患者出院后，市级医院向

贫困患者提供医保结算单、贫困人口市级医院就医备案登记表等

申报基金救助所需资料；

2.符合本方案救助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出院后向户籍

所在地县市区卫生健康局申请，并提供相关申请材料；

3.县市区卫生健康局收集救助对象的申请材料并进行审定，

对审定结果的真实性负责。救助对象申请材料包括：按程序转诊



—12—

至省、市级医疗机构的相关手续，个人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

医疗保险结算单、出院证明、民政医疗救助、县级卫生救助凭证

等；

4.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将申请材料、个人救助凭证等登记造

册，建档长期保管，以备基金会及审计部门抽查核实；

5.县市区卫生健康局每月 15 日前将上月申报名单汇总表

（加盖公章）报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

6.由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下拨项目资金至县市区卫生健

康局账户；

7.县市区卫生健康局通过银行打卡的形式将项目救助资金

用于上述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住院医疗费用补助，并留存银行转

账凭证（和申请材料一并长期保存）；

8.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根据县市区卫生健康局提供的申

报名单，按救助例数及救助金额不低于 10%的比例，对申报材料

进行不定期抽查；对患者进行受助真实性，按救助例数及救助金

额不低于 5%的比例抽查，并将抽查结果报市卫生健康委。

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及时向乙方拨付项目救助资金；

2.对乙方提供的救助对象汇总表建档保管；

3.对乙方提供的救助对象信息不定期进行核查，如乙方拒绝

接受核查或经核查发现信息虚假，甲方有权采取有效措施，包括：

立即终止与乙方的合作、将相关情况报市卫生健康委，按照有关

规定对乙方及相关人员予以追责（包含追回相关已经拨付的款

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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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向辖区内符合救助条件的人群宣传项目流程、救助标

准等项目情况，并做好解释工作；

2.全权负责项目在辖区内的实施、监管、资金使用及管理；

3.确保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救助对象申请材料进行审定，并

负责建档保管申请材料、银行转账凭证等相关材料，确保申请材

料完整，不得损毁或遗失；保证提供给甲方的汇总表真实有效，

若提供虚假信息，承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4.保证甲方拨付的项目基金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及挪

用。

三、违约责任

（一）因甲方项目救助基金不到位造成工作无法开展，而导

致项目实际执行时间延长，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二）因乙方原因造成工作无法开展，而导致项目实际执行

时间延长，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三）如因乙方原因造成救助对象不能及时得到救助款的，

由乙方承担责任；

（四）如因乙方审核不严等原因，致使不符合救助条件的患

者获得项目救助资金，乙方应负责追回相应款项，并承担相应责

任。

四、争议解决

若因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首先应当友好协商解

决、互谅互让。协商不成的，任意一方可提交其所在地法院解决。

五、本协议解除及终止

（一）因政府政策调整、战争、动乱、重大事故或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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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时，可解除或终止本协议，

后续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二）因客观情况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时，双方可协商

变更原合作方式。协商期间，本协议可中止执行。协商不能达成

一致，本协议即告解除。

六、其他问题

（一）合作期间双方共同保守本协议项目内容的秘密,未经

对方同意，不得将协议项目内容告知第三方；

（二）本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可约

定补充条款，补充条款视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三）甲乙双方应接受市卫生健康委对项目的监管和指导。

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提交市卫生健康委报

备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绵阳市医药爱心扶贫基金会 乙方：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地址：绵阳市云泉街 12 号 收款户名：

开户银行：

电话：0816-2531898 银行账号：

地址：

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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