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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石阡县龙井乡檬子坳村的贫
困户郭志香的两个子女分别在读高中和
初中，一家 4口靠夫妻俩常年打工生
活。今年2月份，郭志香的丈夫因心脏
主动脉夹层出血去世。59.07万元的医疗
费用，对于郭志香无异于雪上加霜。但
是，郭志香却并不需要为付不起医疗费
发愁——按照贵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
疗费用兜底及非医疗费用专项救助标
准，在新农合大病补偿46.24万元和民政
救助2万元的基础上，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医疗费用兜底及非医疗费用救助基金
又给予她10.99万元的救助。这不，医疗
费问题解决了。

为贫困群众建档立卡

选择27个贫困县（区）开展健康

扶贫试点，确定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中的大病患者等11类医疗救

助保障对象

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岑松镇展亮
村的杨老九逢人便说：“我们看得起病了，
党的扶贫政策真是好啊！”
杨老九家有4口人，家庭主要经济收

入全靠他一人外出务工。2013年，杨老
九在务工时不慎炸伤了左眼，共发生医疗
费用5万余元，新农合报销3万多元。此
时，不幸再次降临到这个4口之家。2014
年9月份，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杨信被
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累计发生医疗
费用近50万元，经新农合补偿和民政医
疗救助后，自家仍需承担10多万元，这让
老杨家负债累累。
2016年9月份，剑河县在新农合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的基础
上，为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建立了慢性
病财政兜底保障政策。政策实施后，杨信
共发生医疗费用2.28万元，新农合基本医
疗保险补偿1.25万元，新农合大病险补偿
0.32万元，医疗救助0.48万元，财政兜底
救助0.22万元，四重医疗保障实际补偿比
达到99.56%，极大地缓解了老杨一家的
经济负担。
2015年6月份，贵州省印发《提高

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救助保障水平促进精
准扶贫试点工作实施细则》，选择27个
贫困县（区）开展健康扶贫试点，确定

了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的大病
患者等11类医疗救助保障对象，建立了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三重医疗保障”制度。在总结试点工作
经验的基础上，同年10月份，全省全面开
展健康扶贫工作。
2016年，贵州省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人口中有5.8万户家庭、13.7万人实现脱
贫，脱贫户数和人口数同比增加41.5%和
53.9%。
为提高政策措施的精准度，贵州省对

贫困人口实施“两提高、两降低、一减免”
优惠政策。
“两提高”，即提高门诊、住院报销比

例，提高基本医保报销比例不低于5个百
分点，村乡两级门诊报销比例达到65%至
95%，住院报销比例乡、县、市、省级分别
达到 85%至 95%、75%至 85%、65%至
80%、60%至70%；大病保险报销各档赔
付比例提高不低于 10个百分点，达到
60%至100%，扩大报销病种，将保障范围
扩大到罹患36种慢性病的建档立卡农村
贫困人口门诊医疗费用。
“两降低”，即降低转诊住院起付线，

降低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降幅不能低于
50%，且起付线不得高于3000元）。
“一减免”，即减免转诊在省级新农合

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
贵州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处处长陈榆

告诉记者：“对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自
付医疗费用过高，影响其家庭基本生活
的，我们在原有三重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
上，创新性建立第四种医疗保障制度，即
医疗扶助制度，由参合地县级财政统筹资
金进行专项扶助。”
截至今年8月底，贵州省共救治农村

贫困人口100.06万人次，四种医疗保障
共报销20.03亿元，政策范围内补偿水平
超过90%。

为病患百姓签约大病服务

对全省11.12万患36种慢性病患

者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定个性

化健康管理方案，提供综合服务，加

大了保障力度

家住万山区下溪乡桂花村的杨金菊，
大儿子患有脑瘫，小儿子患尿道下裂术后

尿道缺损等疾病，手术费用需要5万元。
对于这个靠丈夫一人在外务工的家庭来
说，这么大的手术费用让这家人很是担
心。而万山区推行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医疗费用兜底的新政策却为这家人解决
了难题。
贵州省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牵

头，会同当地扶贫、民政部门，对罹患
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食管
癌、胃癌、结肠癌等13种大病的农村贫
困患者进行摸底排查，确定救治对象并
建立工作台账，动态监测和更新患者救
治信息，完成救治的及时从工作台账中
销账。他们以县为单位成立大病专项救
治专家组，为辖区内每位救治对象确定
医院。救治医院开通绿色通道，按临床
路径开展规范治疗。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遵义医学院附
属医院分片指导各地救治诊疗工作并承
担疑难重症患者的救治任务。救治费用
实施按病种付费，由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全额支付。
按照贵州省印发的《提高建档立卡

农村贫困人口慢性病医疗救助水平促进
精准扶贫实施方案》，贵州省对全省
11.12万患36种慢性病患者开展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制定个性化健康管理方
案，提供公共卫生、慢性病管理、健康
咨询和中医干预等综合服务，加大了慢
性病保障力度。慢性病治疗医药费用经
三重医疗保障补偿后，由县级人民政府
对经当地基本医保经办部门审批同意的
医保目录外药品费用进行救助，确保救
助对象实际报销比达90%以上，且年度
自付费用在县级(含县级）以下不超过
1000元，市级不超过3000元，省级不
超过5000元。
同时，加大资助参合（保）力度，确保

贫困人口全部参合（保）。2017年，贵州
省新农合人均筹资570元，其中个人缴费
120元，实现372.2万贫困人口100%参合
（保）。其中，民政部门资助149.24万人参
合，投入资助资金0.86亿元，资助标准根
据贫困程度分为全额资助或不低于30
元、10元三个标准，人均资助57.49元；卫
计部门全额资助计生“两户”76.31万人参
合，投入资助资金0.92亿元；其余建档立
卡农村贫困人口，个人参合（保）缴费确有
困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给予资助。

“一站式”服务便民利民

“一站式”即时结报、跨省就医即

时结报、先诊疗后付费等系列措施，

方便了医疗费用结算，减轻了群众垫

资跑腿压力

贵州省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为困
难群众看病、结算、报销带来了便利。
“一站式”即时结报。贵州省全面打

通新农合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
救助的经办服务渠道，实行“一站式”即时
结报。对已认定的医疗救助保障对象，在
结算医疗费用时，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工作
人员通过信息系统对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和医疗救助报销政策待遇及补偿资
金等情况初审后，打印补偿结算单据交患
者或其家属签字确认，家属只需付清自付
部分，即完成即时结报。
跨省就医即时结报。贵州省卫生计

生委投入240万元升级改造新农合信息
系统，2017年1月起，实现了参合群众跨
省异地就医基本医保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9月份，率先在全国试点实现跨省异地就
医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一站式”即时结
报，减轻了群众垫资跑腿压力。
先诊疗后付费。2017年7月起，贵

州省县域内全面实施建档立卡农村贫困
人口先诊疗后付费制度。农村参合贫困
人口患者持身份证、医保卡和扶贫部门
出具的贫困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低保
特困等相关证件办理住院手续，医疗机
构审核并签订“先诊疗后付费”协议
后，无须交纳住院押金，可直接住院治
疗。出院时，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新
农合、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和卫生
计生医疗扶助补偿部分，患者只需结清
个人应承担的费用。
贵州省还大力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

平，加强重点传染病、多发病、流行病预防
控制，扎实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加快农村中小学医务室标
准化建设等，使贫困群众减少生病，从源
头上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2017年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到50
元，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规范化建档率达到
84.98%，年内还将为每位贫困人口发放一
张健康卡。”陈榆说。

贵州省全面落实四重医疗保障制度，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为贫困群众撑起健康“保护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近日，贵州省下发《进一

步完善医疗保障机制助力脱

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17—

2019年）》，提出要进一步完善

医疗保障机制，提升建档立卡

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

平。《行动方案》明确，2017年

全面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医疗扶助配

套衔接的四重医疗保障制度，

全面对罹患儿童先天性心脏

病等13种大病的建档立卡农

村贫困人口实施集中救治；全

面对罹患36种慢性疾病的建

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实施健

康管理。到2019年，从根本上

有效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现象

青海果洛州地处青藏
高原腹地，贫困面广、贫困
程度深。2015年底，经精
准识别，确定 74 个贫困
村 、10805 户 贫 困 户 、
34003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2016年，全州落实专
项扶贫资金6.6亿元，通过
实施产业扶贫、易地搬迁
扶贫等，实现了13个贫困
村退出、8120名贫困人口
脱贫的目标，贫困人口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3336元。

增强“造血”功能

“我现在每个月都有
3000元的工资收入，家里
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周措
吉是果洛州达日县吉迈镇
龙才村的贫困户，以前一
家人靠放牧为生，生活困
难。今年4月份，龙才村
旅游扶贫产业园的金色家
园酒店开业，周措吉干起
了酒店服务员的工作，三
个月就挣了1万元。
果洛州把产业扶贫作

为扶贫攻坚的重要手段。
在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的基
础上，大力发展扶贫产业
园、生态养殖、土特产品加
工等产业，使贫困群众自身“造血”功能不断增强。
凭借区位优势，2016年果洛县整合各类扶贫资

金424万元在县城修建了集住宿、餐饮、修车为一体
的旅游扶贫产业园。产业园将龙才村42户贫困户
121人纳入到产业园效益分红，以每年30万元的价
格将产业园承包出去，其中20万元作为贫困户分红
资金，剩余10万元作为龙才村产业滚动发展资金。
产业园内的金色家园酒店聘用了5名龙才村的贫困
户人员，每月有2500元至3000元的工资收入。

破解“难养”问题

针对当地“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情况，
2016年，玛多县投入资金11241万元，对两乡两镇9
个村的859户2663人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并安排全县各行业、各部门和各级定点帮扶单位加
强对集中安置点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后续产业
扶贫项目的投入。
“政府帮我们修的新房子不但宽敞明亮，而且坚

固结实，最主要的是两个孩子上学很方便。”黄河乡
热曲村的贫困户索南代旦告诉记者，以前一家人住
在帐篷里，吃水要骑马去2公里外的地方去打，因为
交通不便看病也困难，孩子们上学更是大问题。“等
搬到新房子里，我打算去学习摩托车修理技术，这样
就可以打工挣钱增加收入了。”
2016年，果洛州落实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

5.2亿元，目前已完成全部建房任务的80%。

发挥资源优势

果洛州雪域珍宝有限责任公司依托青藏高原特
有的牦牛奶原料，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将藏族传统手
工制作的特色畜产品销往国内外各地，在实现盈利
的同时，带动玛沁县大武镇查仓村和血麻村的贫困
户脱贫致富。今年，公司又从果洛州19家扶贫生态
畜牧业产业合作社收购牦牛鲜奶，初步估算能带动
1500户牧户、6000人从中获益。
为加快脱贫步伐，玛沁县整合捆绑州、县两级项

目资金，充分挖掘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养殖、牛
奶乳制品生产加工、民族手工艺品加工等产业，使一
大批贫困群众得到实惠。
依靠红军沟和玛柯河林场丰富的旅游资源，班

玛县将当地传统的藏式碉楼“变”成旅游驿站，还鼓
励牧户把自己的家改装成驿站，发展旅游增加收
入。“帮助当地牧民改变了观念，自主脱贫意识逐渐
变强。”班玛县扶贫开发局局长李秀泉说，班玛县政
府还引导牧民群众在驿站推出酥油糌粑、藏族点心
等民俗特色食品，不断提高贫困群众自身动能拓宽
增收渠道。2016年，当地23个藏家碉楼驿站共接
待游客920人次，旅游收入达1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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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前带上你和你爸的身份证、你
的学生证来县教育局办理信用助学贷
款。”8月25日，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大
一新生刘园园接到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负责人的电话。
刘园园19年前被毛尖山乡红旗村五

保户刘和帅收养，去年被安徽广播影视学
院录取。如今父亲年过花甲、老弱多病，
已无力再供她上学。岳西县教育局得知她
家情况后，积极与校方取得联系，入学
后，学校免除刘园园所有学费和书本费，
并每年发放助学金4000元。此外，岳西
县教育局还帮助她申请了“新世纪”项目
救助金8000元。
岳西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因学致贫在全县贫困人口中一直占有较大

份额。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近年来，

岳西县把教育扶贫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
对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构建到校、到户、到人的教育精准扶
贫体系，落实多元扶持和资助政策，确保
贫困家庭孩子人人能上学，贫困家庭户户
脱贫有希望。
新学期开学前夕，在岳西县天堂初

中操场上，孩子们怀抱爱心礼包，开心
极了。当天，安徽向日葵公益助学服务
中心在这里举行助学金发放仪式。经岳
西周刊社牵线搭桥，该中心首批资助岳
西28名贫困学生，第二批资助34名贫
困学生，对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每生每
年发放1000元助学金和200元的图书，

对高中教育阶段贫困生每生每年发放
2000元助学金和200元的图书。“助学
活动使我坚定了信心，我要努力学习，
以优异成绩回报社会。”受助贫困学生代
表叶天奕说。
岳西还广泛开展社会爱心人士捐资助

学和结对帮扶活动，2016年以来社会爱
心人士累计资助学生3739人，资助金额
达410万元。该县优先资助贫困残疾学生
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全面落实特殊教
育学生每年6000元生均公用经费；全力
实施贫困学生资助计划，今年上半年发放
“两免”资金 3464万元、“一补”资金
377.4 万元；大力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营养餐惠及 110所义务教育学校、
22500多名学生。今年上半年，已累计发

放各类资助资金1463.29万元，受助学生
18773人。
在实施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的同时，

岳西着力改善学校办学条件，促进教育均
衡发展，让农村孩子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
的教育。今年，岳西县投资1031万元，
启动22个校舍维修项目，8月底前已全部
完工；投资1121万元，统筹推进“全面
改薄”，建设面积51747平方米；投资76
万元，新建改造小学食堂25所，9月1日
起全面使用；投资1490万元，新建改造
校舍工程 37 个，建设面积 39796 平方
米，现全部完工；采购课桌椅3250套，
已全部投入使用。同时对65个贫困村学
校进行改造升级，惠及近2万名学生。下
一步，该县还将探索运用PPP模式，启
动岳西中学整体搬迁、汤池中学扩建和店
前中学扩容工作。
“教育是民生之基，是治贫的根本之

策。我们将加大教育扶贫力度，推进教育
均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因学致贫问题，
确保实现全县脱贫摘帽目标。”安庆市委
常委、岳西县委书记周东明说。

（文/高 翔 王节晴 王晓菲）

大力实施教育扶贫，让贫困学子无忧成长——

安徽岳西：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新疆铁门关市博古其镇走“党支部+合作社+贫

困户”的路子，党员干部与贫困户签订帮扶责任书，

仅种植高效益早酥梨一项，就帮助户均收入7万元，

全镇98%的贫困户依托产业拔掉了穷根。图为贫困

农民在采摘早酥梨。 杜炳勋摄

“党建+扶贫”合力拔穷根

在贵州省健康扶贫大巡诊活动中，省级三甲医院的专家深入贫困县医院开展教学查房活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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