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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起，有着居家医疗护理需求的重度失能人员将收到一份新年大
礼：宁波破冰居家医保支付的多项难点，由专业护士上门提供居家医疗
护理，患者在家中就可实现医保直接结算。

宁波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同样兴奋，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们和作
为试行定点服务机构的宁波市云医院平台，已经努力了整整一年。

目前，我市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部分失能人员在家庭中接受专业医
疗护理服务的需求呈现上升趋势。这部分人群通常因病或年老失去自主
行动能力，不方便去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护理，接受居家医疗护理又无法
享受医保待遇。为切实减轻弱势群体的经济负担和社会综合成本，我市
医保部门在全国首创推出医保家付服务，实现医保支付人员和支付环境
的全覆盖，为满足老龄化社会下的居家医疗护理需求打通了服务和政策
间的最后阻碍。

对不少失能人员来说，医保家
付的落地将有效提高保障水平。根
据相关政策，医保部门对导尿管护
理等三个项目中符合医保支付范围
的门诊诊查费、医疗服务项目费和
相应的医用材料费用，均按照三甲
医院的标准确定，报销比例按职工
医保在职人员 80%、退休人员 85%、
城乡居民医保婴幼儿及各类学生
80%、成年居民 70%的标准确定，且

不设起付线、封顶线，不纳入年度总
额，总体待遇水平较高。

记者了解到，为了推进项目实
施，医保部门经过多方努力，最终
结合我市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
的宁波云医院平台，选择了最简
便、最高效的购买方式，由医保部
门向云医院购买专业医疗服务和队
伍，实现居家医保支付的技术可
能。

加法 加大医疗保障水平

医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记者算
了一笔账：医保家付实施后，符合条
件的失能人员将明显降低经济成
本。以退休职工为例，一次 PICC 置
管护理能够报销 90 元，一次鼻胃管
护理可以报销 142 元，一次导尿管
护理可以报销 35 元，如一年接受 12
次鼻胃管护理，个人可减少经济负
担 1704 元。

在降低经济成本的同时，医保
家付的落地还将大幅降低失能人员
及其家属的时间成本。失能人员如

去医院接受医疗服务，需要路途奔
波和挂号等候，一次就诊至少需要
3 小 时 。 通 过 医 保 家 付 ， 只 要 预
约，专业护士将在指定时间内上门
提供服务，服务时间不超过 15 分
钟。

此外，失能人员无法自行去医
院就诊，一次就医至少需要 2名家人
陪护，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医疗机
构门诊压力，通过医保家付接受专
业医疗护理服务，能够大大节约各
类社会资源，降低社会成本。

减法 减少社会综合成本

今年，在全市医疗机构接受
PICC 置管护理、导尿管护理、鼻
胃管护理等三项服务的病人达到
70 万人次。宁波云医院平台在试
水居家医疗护理服务期间，已经建
立起了一支 6200 余人的网约护士
团队，提供的居家护理服务占全市
服务量的 90%以上，累计服务 2.5
万人次。

一边是老龄化社会下庞大的居
家医疗护理需求，一边是云医院医
疗护理资源的闲置。如何实现两者
的对接，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

成为破题的关键。
市医保局着眼于发挥医保基金

的战略购买作用，联合市医保中心
和云医院平台的技术力量，进行技
术攻关和系统对接，提出了操作最
简便、监管最有效的系统开发方
案。前端集成了云医院原有 APP
端口的医保项目提示功能和申请医
护的人员识别功能，后端集成了医
保部门和云医院平台的系统结算功
能，在现有数字化改革成果的基础
上，以最少的投入完成了医保家付
的结算功能。

乘法 放大资源辐射效益

医保家付，让患者享受了上门
医疗护理的便利，同时，在保障医
保进入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
报销经办流程的简化。据了解，患
者在平台下单时，通过身份证数据
验证人员参保系统，并告知参保人
能否享受医保待遇，实现“首次验
证”；护士上门后，需要核对并拍
摄患者身份证信息，确保服务对象
为 参 保 人 本 人 ， 做 到 “ 二 次 验
证”，最大限度确保人证相符。

医保数据平台与宁波云医院平
台直接连接，使得患者在家就可实

现医保支付的“秒级”结算。护士
在提供服务后，只需要按照实际情
况填写相关数据信息，平台自动计
算医保报销费用，并完成直接结
算。医保费用由医保基金直接支
付，个人只需要承担自付部分。

在大幅提升便捷度的同时，医
保家付也实现了全程监管。从护士
出门提供服务开始，由平台进行全
程定位记录，在服务过程中进行全
程录音记录，既能加强对护士的保
护，也能够督促护士提高服务质
量、规范服务行为。

除法 消除繁琐支付流程

一、医保家付是什么意
思？

医保家付是居家医疗护理家
庭直接支付的简称，参保人员在居
家时接受上门医疗服务后，原来在
医疗机构中的医保报销部分可在
家里支付，是一种创新的医保支付
方式，相当于把千家万户有医疗护
理需求的参保人员的家当成了医
院端的延伸。

二、为什么要推出医保
家付？

医保家付，是市医保局在长期
护理保险试点过程中做出的一个
大胆设想，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未
建立之时，将居家失能人员上门医
疗护理纳入医保直接支付，既可以
解决长期护理保险筹资的问题，也
可以解决居家生活照料与医疗护
理的边界问题。

同时，医保居家支付破题，还
能带来多赢的成效。

一是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背景下解决了失能人员或行动
不便患者去医院看病带来的诸多
不便、社会成本甚至院感风险。

二是解决了这类患者居家上
门医疗服务医保无法支持的问题，
可减轻参保人员的经济负担。

三是把医保服务端直接延伸
到家庭，对促进和培育更多的医疗
机构参与居家护理服务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三、为什么此次试行选
择导尿管护理、PICC置管护
理、鼻胃管护理三个项目？

这次纳入居家医护的三个项
目，都是高频、特需的项目，占了云
医 院 平 台 历 年 上 门 服 务 人 次 的
53%，包括导尿管护理、PICC 置管
护理、鼻胃管护理。

可能不少参保人员会问：“为
什么其他的项目不纳入呢？”据了
解，目前推行的医保家付还是试行
方案，是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
下，有医疗护理需求的失能人员和
行动不便的术后康复人员的。很多
医护项目还是要到医疗机构接受
服务的，相对来说机构的服务更好
一点、就医环境更优一些。从目前
医护能力来讲，面对量大面广的需
求，如果纳入的项目过多，服务能
力将难以跟上。该项支付的出发点
就是解决急需的高频事项，是补充

不是主导。

四、进入医保家付的项
目可以报销多少？

试点期间，在上述三个试点项
目的护理过程中，符合医保支付范
围的门诊诊查费、医疗服务项目费
及相应的医用材料费用（统称为医
保家付合规医疗费用），参照我市
医保院外检查治疗的待遇，按三甲
医疗机构标准，由相应的医保统筹
基金支付，支付比例为：职工医保
的在职人员为 80%、退休人员为
85%；城乡居民医保的婴幼儿及各
类学生为 80%、成年居民为 70%；
离休人员、六级及以上革命伤残军
人为 100%。

医保家付合规医疗费用不计
入个人医疗费年度累计，不纳入大
病保险和医疗救助范围，其中的个
人承担部分不纳入医保历年个账
使用范围。试点项目护理过程中发
生的上门服务费、交通费由个人自
理。

以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王某为
例，王某因疾病长期卧床在家，需
要进行 PICC 置管护理，申请了医
保家付，由护士上门进行医疗护
理，总共产生了如下费用：门诊诊
查费 17 元、PICC 置管护理的医疗
服务项目费 72元，相应的医用材料
费用 15.89 元，以及上门服务费 92
元、交通费 30 元。其中，门诊诊查
费、医疗服务项目费及相应的医用
材料费用，为医保家付合规医疗费
用，即 17+72+15.89=104.89 元，按
照 85%的比例纳入医保统筹基金
支付，由医保支付 104.89×0.85=
89.20 元，王某个人支付 15.69 元。
上门服务费和交通费，合计 92+
30=122 元，也由王某个人支付。

五、我想申请医保家付，
该怎么办？

参保人员可自行通过“浙里
办”APP、“熙心养护”微信小程序
以及各大医院的“互联网医院”等
渠道，搜索“居家护理”，进入“医保
家付”板块进行申请。申请时应如
实提供个人基本信息和病史资料，
选择相应护理项目并约定上门服
务时间。平台将按照约定的护理项
目和时间，安排护士上门。护士在
对参保人员进行必要的信息核对
和身份认证后，开展相应的护理服
务并按规定结算相关费用。

（周琼 甬医保）

医保家付：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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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师谢清秀为辖区居民提供导尿管护理服务。宁波市第九医院神经外科护士为家住鄞州区大雷镇的徐阿姨更换鼻胃管。 宁波市第一医院护士张翠君为钱老伯进行PICC置管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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