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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惠政办〔2005〕47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区民政局等部门关于惠济区城市医疗救助

制度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区民政局、财政局、人劳社保局、卫生局《关于惠济区城市

医疗救助制度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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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区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工作的实施意见

区民政局 区财政局 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区卫生局

（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为贯彻落实《郑州市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实施意

见》精神，切实推动我区城市医疗救助工作的开展，结合我区实

际，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基本原则

1.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救助困难家庭；

2.实行政府资助、社会捐赠与个人负担相结合；

3.坚持医疗救助水平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救助对象

我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三、救助范围

我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成员患以下大病、重病

（29 种）予以救助：

1.急性心肌梗塞：指由于冠状动脉阻塞而导致部分心肌坏

死，其诊断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

（1）典型的胸痛症状；

（2）最近心电图的异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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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肌酶异常增高。

2.恶性肿瘤：指组织细胞异常增生及有转移特性的恶性肿瘤

或恶性白血球过多症，经病理检验，确定符合国家卫生部公布的

“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归属于恶性肿瘤之疾病。

3.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指两个肾脏慢性且不可复原地

衰竭，且必须接受定期透析治疗者。

4.重要器官移植手术：指被申请补贴人接受肾脏、心脏、肺、

胰脏、肝脏或骨髓移植。

5.脑血管意外后遗症：指由于脑血管的突发病变导致脑血管

出血、栓塞、梗塞致永久性神经机能障碍者。

6.严重烧伤：指全身皮肤Ⅲ度烧伤，面积达到 20%或 20%以

上。烧伤面积的计算应符合医学临床上普遍采用的《新九分法》

的评定标准；Ⅲ度烧伤的标准为皮肤（表皮、真皮或皮下组织）

全层的损伤，并需要施行皮肤移植手术。

7.暴发性肝炎：指病毒性肝炎引起的肝脏广泛性坏死并导致

肝功能衰竭，其诊断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肝脏急剧萎缩；

（2）肝细胞严重损坏；

（3）肝功能检验急速异常的退化；

（4）肝性脑病。

8.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指为治疗冠状动脉疾病的的血管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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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进行该项手术前，须经心脏内科心导管检查，患者有持续

性心肌缺氧造成心绞痛，并证实冠状动脉有狭窄或阻塞情形，必

须接受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治疗者。

9.高血压病三期。

10.心衰：指各种原因引起的急性或慢性心功能衰竭。

11.严重心率失常需手术或安装起搏器。

12.主动脉手术：指按受胸、腹主动脉手术，分割或切除主

动脉瘤。但胸、腹主动脉的分支除外。

13.再生障碍性贫血：指因慢性及永久性的骨髓造血功能衰

竭而导致贫血、中性白细胞减少及血小板减少。经骨髓穿刺检查

或骨髓活检确定为再生障碍性贫血，而且必须接受下列至少一项

的治疗：

（1）定期输血或血液制品（历时九十日以上）；

（2）骨髓刺激性药物（历时九十日以上）；

（3）免疫仰制剂（历时九十日以上）；

（4）骨髓移植。

14.肌营养不良症：其诊断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临床症状包含无感觉障碍、脑脊髓液正常、轻度的腱

反射减少；

（2）肌电图显示肌营养不良症的特征性改变；

（3）肌肉活体组织检查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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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

15.原发性肺动脉高血压症：经过包括心导管检查在内的各

项临床及实验室检查证实，其诊断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1）呼吸困难并感到疲劳；

（2）左心房压力上升（至少增加 20 个单位）；

（3）肺血管阻力高于正常值 3 个单位以上（Pulmonary

Resistance）；

（4）肺动脉血压至少为 40mmHg 以上；

（5）肺动脉楔压至少为 8mmHg 以上；

（6）右心室舒张末期压力至少为 8mmHg 以上；

（7）右心室肥大、扩张，并伴有右心衰竭及失代偿的症状。

16.昏迷：指生命体征存在而意识丧失，对外界刺激或身体

内部组织需求无法作出反应的状态，其生命必须依赖外部的生命

支持系统才能得以维持，并造成完全永久性脑干以上中枢经损

伤。

17.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其诊断必须同时具备

下列情况：

（1）药物治疗一年以上无法控制病情；

（2）有进行性机能障碍的临床表现；

（3）根据日常生活活动评定已确定申请病人在没有他人协

助下，无能力独立完成至少三项下列事情：洗澡、穿脱衣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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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摄取、入厕、上下床或上下轮椅或起坐。

18.多发性硬化：指因中枢神经系统白质炎性脱髓鞘而导致

的不可逆的身体部位的功能障碍，并有脑计算机断层扫描（CT）

或核磁共振检查（MRI）诊断报告。所谓不可逆的身体部位功能

障碍指初次诊断为功能障碍后需持续一百八十天以上。由神经科

专家提供的明确诊断必须包含下列内容：

（1）明确出现因视神经、脑干或脊髓损伤导致的临床表现；

（2）散在的身体损害的多样性；

（3）有明确的上述症状及神经损伤反复恶化、减轻的病史

纪录。

19.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而引起的麻痹性疾病。

20.脑部良性肿瘤：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经脑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或核磁共振检查（MRI）确

认；

（2）引起颅内高压等一系列表现（视神经乳头水肿、意识

障碍、癫痫发作或感觉功能损害）。

21.重症脑损伤：指因意外事故导致脑部严重损伤而造成永

久性脑神经损害，其诊断须符合以下条件：

（1）经脑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或核磁共振检查（MRI）确

认，同时存在广泛性脑挫裂伤、脑干损伤及颅内血肿。

（2）事故发生六个月后，根据日常生活活动评定已确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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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病人在没有他人协助下，无能力独立完成至少三项下列事情：

洗澡、穿脱衣服、食物摄取、入厕、上下床或上下轮椅或起坐。

22.脑炎：指因脑实质（大脑半球、小脑或脑干）的炎症引

起至少持续六个星期的神经系统异常并出现永久性神经系统损

害。

23.细菌性脑膜炎：被保险人因患有细菌性脑膜炎而出现永

久性神经机能障碍。

24.植物人状态：指大脑皮质的全面坏死伴意识完全丧失至

少持续一个月，但脑干仍保持完好。

25.慢性呼衰：因终末期肺病而出现的慢性呼吸功能衰竭。

（1）肺功能测试其 FEV1 持续低于 0.75 升；

（2）病人缺氧必须广泛而持续地进行输氧治疗；

（3）动脉血气分析氧分压低于 55mmHg

26.慢性肝衰：指慢性终末期肝脏衰竭，其诊断须有以下表

现：

（1）持续性黄疸；

（2）腹水；

（3）肝性脑病；

（4）门静脉高压症。

27.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确诊为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并需进

行手术治疗，以进行组织清除、病灶切除或胰腺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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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各类外伤需截肢或脏器摘除或植皮。

29.1 型糖尿病。

四、救助标准

1.在医疗机构就医起付线为个人负担费用 1000 元，1000 元

以下自理；1001—3000 元，按个人负担费用的 20%补助；3001

—6000 元，按个人负担费用的 30%补助；6001 元以上，按个人

负担费用的 40%补助，最高限额年累计不超过 5000 元。

2.享受城市医疗救助的病人，在城市低保定点医院优惠后，

再按比例享受救助。

3.患本意见规定的 29 种大病、重病的救助对象，一次就医

费用不足 1000 元的可以按季度累计计算；超过 1000 元的按上述

比例进行救助，医疗费用计算补助只使用一次，不重复计算。

五、救助方式：

定点医院优惠就医。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市级定点医院，

惠济区人民医院，惠济区第二人民医院，毛庄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站作为我区的定点医疗机构，城市低保对象家庭成员凭

《低保证》到定点医院就医享受优惠，区定点医院检查费优惠

30%，住院床位费优惠 40% ，低保对象家庭成员若不到市区定点

医院初诊的，一律不给予救助。

六、救助资金来源

区、镇（办）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基金，基金以各级财政拨款



— 9 —

为主，其他资金为辅，多渠道筹集。

1.区、镇（办）财政按当地上年度城市低保资金支出总额

10%的标准安排城市医疗救助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

2.市财政根据当年城市医疗救助资金支出情况给予适当补

助。

3.中央、省财政拨付的城市医疗救助专项补助资金。

4.社会捐助的医疗救助专项资金。

七、医疗服务

1.救助对象继续享受市级城市低保定点医院优惠政策。

2.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在规定范围内，按照区

医疗保险用药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及医疗服务设施目录，为医疗

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

八、救助资金管理

城市医疗救助资金是一项政府性专项资金，纳入社会保障基

金财政专户，专项管理、专款专用，不提取管理费或列支其他费

用。城市医疗救助资金由区、镇（办）财政分级负担，区负担

30%，镇（办）负担 70%。民政部门是城市医疗救助工作的管理

部门，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基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及时向区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要定

期向社会公布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情况，接受有关部门和

社会监督。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等违法违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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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九、申请、审批程序

1.城市医疗救助实行属地化管理。救助对象本人向社区居民

委员会或村委会提出申请城市医疗救助的书面材料，并提供户口

本、身份证、《低保证》、医疗诊断书、医疗费用收据、必要的病

史材料，社会互助帮困情况证明等。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对申请

人的申请和证明材料组织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张第一榜公示，

公示三天后无异议的，报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

2.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对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上报的

对象进行复查、审核，符合条件的，由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张第

二榜公示，公示三天后无异议的，上报区民政局审批。

3.区民政局对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上报的对象进行审

批，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对区民政局的审批结果张第三榜公示，

公示三天后无异议的，由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民政所发放城

市医疗救助金，并报市民政局备案。

十、组织实施

城市医疗救助在市、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民政部门管理

并组织实施。

1.加强组织领导。区要成立城市医疗救助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由民政、财政、卫生、人事劳动保障等部门组成，办公室设在

民政局，负责医疗救助制度建设的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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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真落实城市医疗救助工作经费。区、镇（办）财政部门

根据城市医疗救助工作的实际需要，为同级民政部门安排工作经

费，用于表证印制、调研、培训、核查、建档等。

3.民政部门要健全城市医疗救助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组织

实施；财政部门根据民政部门审核确定的用款计划，认真做好年

度资金预算，及时将医疗救助资金拨付到位，同时要加强对医疗

救助基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卫生部门要加强对提供医

疗救助服务的医疗机构等的监督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

服务质量和效率。对出具虚假诊疗单据、虚假药品发票的，一经

发现要追究医疗单位和当事人的责任，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法律

责任；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配合做好医疗救助制度与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有关衔接工作。

4.城市医疗救助自 2005 年 9 月 20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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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5 年 11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