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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观察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实习生 任娜

截至目前，新乡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226户、3446人，其中因病致

贫、返贫的占47.8%。接近半数患病贫困人口如何顺利脱贫，成为新乡县

脱贫攻坚工作中亟待解决的“老大难”“硬骨头”。

经过认真调研、科学测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

补充保险、第四次商业保险和民政医疗救助、大病救助基金救助等六

重保障“规定动作”的基础上，新乡县又推出住院免起付线、多种慢性

病补偿政策、非基本医疗疾病报销政策、“一站式”结算政策等“自选动

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6+3+1”健康扶贫政策体系，极大提高了贫困

群众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患者在县域内看病

无论花多少钱，个人支付部分都不超过 3000元，有效解决了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问题。

扶贫车间“钱”景好

脱贫攻坚即景·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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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病救助基金资金
池‘蓄款’已超过 500 万
元，即使开销较大的白血
病、尿毒症等，也完全能
够兜底治疗。

李越新
新乡县扶贫办负责人

七里营镇八柳树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陈亮亮（化名），不幸患上了白血病，
让本就风雨飘零的家庭雪上加霜，全家
人面对总计超过 100 万元的治疗费用
一筹莫展。

陈亮亮一遍遍掰着手指算账，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
第四次商业险，再加上民政医疗救助，党
委政府的健康扶贫政策能很大程度减轻
大病患者的经济负担，但这些政策也都
有一定的支付限额。“算来算去，最后还
是要有几十万元的缺口，可叫俺咋办？”

新乡县扶贫办负责人李越新闻讯而
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8月 1日起，新乡
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的大病患者，治
疗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
补充保险、第四次商业险、民政医疗救助
后，个人自付费用在 3万元以下者，按照
90%报销；在 3 万元以上者，个人只需自
付 3000元，其余部分全额报销！

这就意味着，治疗费用超过 100 万

元的白血病，陈亮亮个人最多只用支
付 3000 元！

李越新的底气从何而来？
“新乡县有一个大病救助基金，能够

解决陈亮亮的燃眉之急！”李越新说，根
据往年和今年上半年的数据估算，全县
贫 困 群 众 全 年 住 院 治 疗 总 费 用 接 近
1100 万元，“四次报销”总额约为 890 万
元，群众自费的金额不足 300 万元。“目
前，救助基金资金池‘蓄款’已超过 500
万元，即使开销较大的白血病、尿毒症
等，也完全能够兜底治疗。”

大病救助基金的 500 多万元善款，
又来自何方？

“都来自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捐
赠。”新乡县工商联主席李茂通告诉记
者 ，截 至 目 前 ，新 乡 县 非 公 企 业 突 破
1100 户，从业人员超过 11 万人，非公经
济占全县经济总量的 65%以上——这些
非公企业积极参与到新乡县的经济社会
建设中，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也发挥着巨
大作用。

6 月 25 日，新乡县召开“百企帮百
村”暨慈善捐助社会扶贫动员大会，得到
了民营企业的欢迎和支持。河南心连心
化肥有限公司当场捐款 100 万元，新乡
新亚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出 80 万
元，威猛振动、瑞诚科技、华洋集团等企
业捐款都在 50万元以上。

李茂通说，20 余家企业当场认捐善
款 500 余万元，目前已基本打到新乡县
慈善总会的账户上，随时可以用来帮助
像陈亮亮这样的大病患者。“最让人感动
的是新乡县民营企业家扶危济困的热
情，大家都表示，这只是大病救助基金的
第一次‘助拳’，如果有需要，更多的民营
企业会随时伸出援手！”

□新观

在 疾 病 面 前 ，人 类 太 过 渺 小 无

力。“一人患病，全家倒下”，因病致贫

的现象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贫病交

加，无异雪上加霜！

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阶段，针对

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推出的健康扶

贫政策，大大减轻了贫困群众因健康

问题产生的经济负担，成为帮助他们

脱贫的一条重要途径。

雪中送炭胜过锦上添花。新乡

县财政每年多支出 100 多万元，不仅

让患病贫困群众享受住院免起付线、

多种慢性病补偿等政策，还能免费享

受基本医疗保险（含大病保险）、大病

补充保险和第四次商业保险，撬动了

约 890 万元“四次报销”金额；20 多个

民营企业筑起 500 多万元的爱心“资

金池”，成为“四次报销”的有机补充，

让贫困人口中的大病患者多了一层

“兜底保障”，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

该县更投资 30 多万元开发了“一站

式”结算管理系统，不仅方便快捷，还

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规范化操作，确

保了善款善用。

今年以来，新乡县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低保和五保群众在县乡医院享

受先诊疗后付费 702 人次，免交住院

押金 350 余万元；贫困群众享受医疗

减免政策 707 人次，减免费用达 8.2 万

余元；目前已有 38 名贫困人员享受大

病专项救治服务。

新乡县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已

经开始论证把健康扶贫的关口前移，

做到未雨绸缪，准备把普通群众也纳

入“大盘子”里通盘考虑。“我们的建

议已得到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广

泛支持，也正在同步研究细则，如果

方案成熟，将会‘根治’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问题。”

雪中送炭可贵，未雨绸缪更佳。

让我们期待新乡县针对普通群众的

健康扶贫政策早日出台。9

□新乡观察记者 王永乐 本报通讯员 邢丽凤

“扶贫车间”到家门，家门连着致富路。
“外出打工就没法照顾家里的孩子，可不外出务工，仅

靠家里的务农收入就只能眼睁睁地当贫困户。”8月 13日，
辉县市西平罗乡兆村的赵焕平告诉记者，对山区农民来
说，想要靠种传统的粮食作物摆脱贫困，基本上是不可能
的事。

今年5月，赵焕平作为兆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到河南邦
尼装备有限公司接受了 20天培训，熟练地掌握了技术，成
为兆村扶贫车间的一名员工，主要负责验货和缝贴商标。

“一天最多可以缝 3000多双鞋垫儿的商标，四五十块
钱很轻松就拿到了，也不耽误做家务。家门口打工挣钱，
脱贫有奔头儿了！”赵焕平高兴地说。

在兆村扶贫车间加工点，只见十来个中年女性正坐在
机器前，给半成品鞋垫缝边、贴商标。穿针引线、拨动鞋垫
转动，贫困户靳爱梅正在机器上专注地练习缝纫技术。“我
也想到加工点来干活，贴补家用。可身体不太好，不能外
出务工，如果学会这个技术，不出远门也能增加一些收
入。”靳爱梅对未来充满憧憬。

据了解，按照辉县市“百企帮百村”助推脱贫攻坚的要
求，兆村与包联企业河南邦尼装备有限公司积极对接。企
业发挥自身优势，因村制宜，出资 25万元在兆村创办扶贫
车间，投入设备，培训技术。

“设立‘扶贫车间’的目的，就是让不方便进工厂的贫
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这种亦工亦农的用工形式，深受留
守妇女、老年人的欢迎。”西平罗乡相关负责人说，河南邦
尼装备采取代加工车间的模式，确保原材料供应及时，并
解决后期销售问题。

目前，公司已投入安装设备 10台，计划安装设备 40
台，吸纳贫困户 20人就业，工人生产操作熟练后可确保每
人每月 3000元左右的收入，预计可增加集体经济年收入
30万元，拓宽村集体和贫困户增收渠道。9

□新乡观察记者 王永乐 本报通讯员 邢丽凤

“有空的时候，我就来香菇基地这边干点零活儿，一来
不耽误照顾家里，二来可以挣点钱补贴家用。”8月 13日，
在辉县市西平罗乡张庄村香菇基地，贫困户崔改香正在忙
着将损坏的菌菇袋打碎、铺开晒干。

“成立合作联社，可以更好地实现产业全覆盖，带动更
多的贫困群众走上致富路！”该乡党委书记郎广彬说。
2017年 6月，西平罗乡开始筹建泽川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现建有张庄和莲花两个基地。联社坚持“政府督导、市
场引导、科技支撑、农民主体”的原则，采取“联社+合作社+
农户”的运行模式，引领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在张庄香菇大棚里，技术员王会军正在进行冬菇越夏
管理，检查大棚内的通风情况以及室内温度。“张庄基地共
有大棚21座，夏菇主要是0912、向阳2号这两个品种，冬菇
主要是9608这个品种，销往新乡、焦作等地。”王会军说，现
在天气热了，香菇相对较少，每斤批发价格在五六元钱。

由于香菇品种好、销路旺，合作联社吸引了许多贫困
户前来打工、入股。目前，泽川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已
建成大棚 32座，总投资 400万元，带动贫困户 30余户，就
业人员30人左右。

“我们还为贫困户提供了多种经营模式。一是实行包
工种植模式，平均日工资50元至 60元；二是贫困户可租赁
大棚，由基地提供菌袋、技术和销售服务；三是贫困户、村
集体和非贫困户入股，年终参与股份分红，并以银行贷款
利息对入股群众保障最低收益。”联社负责人杨秋生介绍。

截至目前，该乡已有 20多户贫困户入股合作联社，入
股金额 15万元。下一步，合作联社将进一步扩大种植规
模，计划利用1至3年时间建成60座大棚的香菇基地，为更
多贫困群众架起“脱贫致富桥”。9

□新乡观察记者 王永乐 本报通讯员 邢丽凤

“真是太感谢镇里给我们安排公益性岗位，让我在家
门口就业，解决了生活难题！”8月 12日，百泉镇五里沟村
贫困户王保国谈到自己的新“差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而像王保国这样圆了就业梦的贫困群众，在辉县市有
3000多人，他们在“政策福利”的帮助下，变身“工薪族”，增
强了脱贫的信心和致富的决心。

近年来，辉县市始终把促进和改善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业作为脱贫攻坚任务和民生改善的主要目标来抓，积极采
取落实就业政策、完善平台建设、优化技能培训、强化就业
服务等举措，为广大贫困户“拔穷根、扎富根”提供有力的
保障。

为摸清全市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愿望和培训愿望，该
市组织人社部门工作人员深入全市 539个行政村，对全市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去向、就业意愿、培训需求等
信息进行全面摸底、采集信息，为精准施策打下了坚实基
础。

为让贫困人口“凭技能打工”，辉县市经过不断尝试，
将专业培训与转移就业同步，积极搭建供需平台，采取“技
能+创业”模式，组织7家定点培训机构，培训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440人。同时，不断健全基层就业转移服务平台，按
照“一村一站、一站一人”的原则，在 79个贫困村建立了转
移就业服务站，在异地搬迁安置点胡桥办事处佳怡社区配
备了两名专职人员，专门从事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辉县市还针对贫困劳动力群体年龄大、文化低、技能
弱的特点，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优先将保洁、护林、禁烧、
治安巡逻、道路维护、保绿等 6类公益性岗位向贫困户开
放，帮助就业困难人员顺利就业。

截至目前，该市已实现贫困劳动力就业 5560人；在全
市 79个贫困村建立转移就业服务站；2018年上半年共发
放贫困劳动力公益性岗位补贴52万元。9

合作联社架起“脱贫致富桥”

“造血式”扶贫 家门口就业

新乡县持续发力健康扶贫拔“穷根”

困难户获“良方”告别“病不起”

7月 20日，大召营镇陈庄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刘美霞因慢性阻塞性肺病复发，出
现咳痰、呼吸困难等症状，被紧急送往大召
营镇卫生院接受住院治疗。

8天后，刘美霞病情稳定正式办理出院
手续，在结账时却吃惊地发现，个人支付部
分只有8.37元！

“住院8天时间，自掏腰包仅8元多，这
是住院免起付线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8月
11日，新乡县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任鹏，向
记者揭开了低价住院诊疗费用背后的“秘密”。

据任鹏介绍，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改革原则，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实际
发生的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的
住院医疗费，自己要先承担一部分后，医保
基金才按规定比例予以报销——由个人先
负担的住院医疗费数额标准，就是通常我
们所说的“起付线”。

7月 1日，新乡县推出住院免起付线政
策，贫困群众在乡镇卫生院住院时直接免去
200元起付线。以刘美霞为例，她住院花费
总金额实际上是1982.90元，按照以前起付
线以上才能按比例报销的计费方法，她个人
自费部分应为208.37元；而如今，直接免去
200元起付线，就出现了8.37元的低价诊疗
费用，住院医疗报销比例达99.5%。

患有慢性病的贫困群众，也迎来了多重
政策“利好”。以往，贫困群众患有30种门
诊慢性病病种之内的多种慢性病，只能享受
一种慢性病按政策补偿；在 30种门诊慢性
病病种之外的，不能享受政策补偿。而多种
慢性病补偿政策和非基本医疗疾病报销政
策，让新乡县的贫困群众不仅可以享受两种
及以上的慢性病政策补偿，30种门诊慢性
病病种之外的也能享受相应的政策补偿。

七里营镇七一村贫困户丁玉兰，患冠
状动脉心脏病和急性脑血管后遗症等多种
慢性病。在多种慢性病等健康扶贫政策出
台以前，丁玉兰第一种慢性病每月花费
364.2元，第二种慢性病每月花费213.5元，
合计 577.7元。多种慢性病等健康扶贫政
策出台后，丁玉兰第一种慢性病报销后个
人仅付54.63元，第二种慢性病报销后个人
仅付 32.02 元，合计每月自费 86.65 元，比
原来减少开支491元。

那么，免去的 200元起付线和慢性病
的政策补偿资金，由谁来承担？

“由县财政全额支付。”据新乡县人社局
党组书记、局长陈彦锋介绍，新乡县还出资
为全部贫困群众购买基本医疗保险（含大病
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和第四次商业保险，贫
困群众不用掏一分钱。“县财政每年在健康
扶贫方面的支出，在100万元以上。” 7月 28日，古固寨镇古中街建档立卡

贫困户银彦贵突发热射病和日射病（俗称
“中暑”），在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接
受了为期 6天的住院治疗，合规医疗费用
总计5069.9元。

因为是在县外医院就医，不能享受出
院当场报销的政策。8月 13日，银彦贵来
到新乡县行政服务中心“一站式”结算中
心办理报销手续。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新乡县支公司工
作人员申思，核验了银彦贵的单据凭证之
后，在电脑上轻轻点开新乡县贫困人口健
康扶贫“一站式”结算管理系统界面，输入
银彦贵的相关数据，上传到新乡分公司的

平台上，就完成了结算的所有流程，前后
用时不超过 5分钟。申思说，新乡分公司
审核结算后，只要 3 至 5 个工作日，报销
的费用就会打到银彦贵的账户上。

“虽然还在试运行阶段，‘一站式’结
算管理系统的优势已经得到了充分体
现。”陈彦锋说，在使用“一站式”结算管
理系统之前，银彦贵想要办完全部报销手
续，需要前往保险公司、民政局等多个部
门，而人工计算、审批花费的时间至少是
现在的 5倍以上，并且有可能出现少报漏
报或多报复报等问题。

7 月上旬，新乡县投资 30 多万元开
发了这套管理系统，把建档立卡贫困患
者就医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
险、第四次商业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大
病救助基金救助等 6 重医疗保障，以及
县内乡镇卫生院住院免起付线、基本医
保门诊慢性病、门诊多种慢性病、非基本
医保门诊慢性病医疗报销，全部纳入“一
站式”结算范围，人社、民政、卫计、保险
公司等部门合署办公，只需进行简单的
电脑操作，就能快速完成县内就医即时
结算、县外就医“一站式”结算。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一站
式”结算管理系统解决了贫困人口医疗保
障分属不同部门、报销程序繁琐的问题，
同时减少了监管漏洞，降低了人工操作带
来的风险，提高了扶贫资金使用的安全系
数，实现了“一人不漏、一项不少”，确保
每一分资金都花到了患病贫困群众身
上。9

住了8天院
仅掏8元钱 无论花费几万 最多只付3000元2

群众只跑一遍 结算只需“一键”3

点赞雪中送炭
呼唤未雨绸缪

新观絮语

群众只跑一遍，结算仅需“一键”。新乡县“一站式”就医结算管理系统让资金使
用快捷安全 余晓建 摄

新乡县20多个民营企业筑起500多
万元的爱心“资金池”，让贫困人口中的大
病患者多了一层“兜底保障” 谢静 摄

住了 8天院，仅掏 8元钱——贫困
户刘美霞展示住院账单 任娜 摄

200
元

新乡县贫困群众在乡
镇卫生院住院时直接免去
200元起付线

1 100
万

新乡县财政每年在健
康扶贫方面的支出，在
100万元以上

新乡县“6+3+1”健康扶贫政策
体系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