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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友 〔2019〕 8号

中共携透市委 批返市人民政府

美子F「友 《批逸市扶貧政策三十二条》

《批返市脱貧攻堅現固提升 “回共看"

工作実施方案》的通知

各多 (鎮 )党委,市委各部委,市立、中省宣各単位 :

径市委、市政府同意,現杵《枕坦市扶貪政策二十二条》《批

逃市脱貧攻堡現団提升 “回共看"工作実施方案》 F口 友全体奮1,

清汰真机好落実。

中共れ 埋市委    ~~
批逃市人民政府

2019年 7月 2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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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遜市扶貧政策三十:11条

一、民政救助扶貧政策

1.杵完全喪失労劫能力わ部分喪失労功能力二元法依掌声

立就立脊扶脱貪的建楷立十人口幼入低保苑曰。辻入低保崎逹楷

立十片享受取吸ネト貼毎声毎年 200元。

2。 困堆残疾人生活ネト貼毎人毎月 80元 ,重度戎疾人ケ理ネヽ

貼毎人毎月 100元。熱入低保的建桜立十家庭失能老人サ理ネ|ヽ 貼

毎月 150元 ,半失能老人が理ネ|ヽ貼毎月 100元 。残咲免費提供輔

助器具 (籍椅、拐杖 ),跡瀾定点医院医生上「1カ 其亦理残疾人

主正:。

二、健康扶貧政策

3.完善百名医りT包村咲声制度,対仝市建梢立十人口升晨

答釣服券。仝面倣好建楷立十貪困人口健康体栓、疾病備査
～
建

桜救治工作。

4.杵水村建桜立十人口作力医痛救助対象,参か基本医庁

保隆今人数費部分分予姿助。其中対特困供界人員参か基本医痛

保陰今人数費部分分予全額ネト難。

5.11珍筑籍政策:不浚起付銭,政策茫曰内報硝比例力 95%、

毎人毎年扱硝年封頂力 200元。

6,11珍慢性病政策:(1)尿毒症透析、昇体器官俎須移植

木后杭羽卜昇治庁、悪性騰瘤放化痛、血友病、慢性再生障碍性貧

血、糖尿病、精神病、冠|む 病、急性肺梗基及自友性胸出血恢隻

期、II III期 原友性高血圧、肝炎后肝硬化、慢性腎小球野炎、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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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湿性美市炎、肺結核、病毒性肝炎、野功能衰場、軸金森氏病、

慢性ブtrヵ衰渇、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凡湿性′む艦病、厳病、系
統性れ斑薇庵共 22仝病辞,年定額林准在城多居民「1珍慢性病
定額基砧上増か 2oo元 ,悪性貯瘤放化庁増か 3000元 ,60夢 以

下人員扱備じヒ例 650/0,60夢 以上 (合 60夢 )人員的扱鋼じヒ例カ
70%。 (2)尿毒症透析,政策茫国内菊費、化お費、透析費扱
鉗じヒ例力 75%,年最高封頂銭ヵ 7万元。

7.住院治庁政策:多 鎮ェ生院起付銭 10o元 ,政策疱国内
医保扱爛じヒ例力 97%,乗1余 自費部分由政府予以ネト貼;一致医院
起付林准300元 ,政策苑日内医保扱4れヒ例 87%;市象定点医院
起付林准400元 ,政策茫園内扱鏑しヒ例力 80%;省 内定点医院起
付林准力 1000元 ,政策茫国内扱4肖 じヒ例力 65%;跨省装院起付
林准力 1500元 ,政策茫国内扱鋼♭ヒ例ヵ55%;未亦理装珍手象
的起付林准力 15oo元 ,政策茫国内扱4れヒ例ヵ 45%。

8。 大病保険政策:定楷立十人口大病保隆起付林准降低 50%
(由 10oOo元戒少至 5000

頂銭。

元),住院扱硝比例力 570/0,不浚封

9.医痛救助政策:不浚立起付残,姿基本医庁保隆、大病

保隆扱硝后的政策疱国内費用扱鎖林准力:在本市定点医庁机杓
就珍的,救助 Lヒ例ヵ 80%,特外患者扱硝♭ヒ例力 70%;普ミ疾

病年救助封頂銭力 20000元 ,悪性貯瘤等重特大疾病年秋助封頂
銭是 30000元 ;日珍費用救助じヒ例 70%,年封頂銭ヵ600元 。

10.建楷立十人口就医叶用子治庁的甲炎葬品
～

甲炎珍庁項
目全部幼入城多居民基本医庁保詮,接規定♭ヒ例支付;乙奥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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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乙美滲澪項目需今人先自付 15%,再接Ff ll t it lヒ .1=|■ ■3自

付部分由政府予以ネト貼。

11.建桜立十声在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就珍均実行 “一免五

城"政策,日F:桂号費免牧,珍査費、栓査費、栓詮費、手大費、

床位費均戒免 10°/o,女口住院実行 “先珍治后付費"。

三、教育扶貧政策

12.学 前教育隣段,対符合入国年蛉的え程立十家庭ノL童 子

以資助,資動林准毎生毎年 1500元。

13.又券教育除段,対建梢立十家庭え券教育除段学生分予

生活ネト助,初 中生毎生毎年 2250元 ,小学生毎生毎年 2000元 ,

戒免学染費、ギ費相夫費用,由学校代交校服費、保険費等。

14.普通高中教育除段,対建梢立十家庭的仝曰寺1普通高中

学生逃行姿助,姿助林准力毎生毎年 5000元 ,戒免学染費、キ

費相美費用,由 学校代交校服費、保隆費等。

15。 中等取立教育扮段,対建梢立十家庭的中等取立学校全

国+1学 生分子国家助学金,資助林准力毎生毎年 4000元。

16.高 等教育除段,対 己考入大学的建楷立十家庭大学生元

僕提供助学金毎生毎年 10000元 :力 当年被全国十1大寺以上院校

(合独立学院不口民亦高校 )永取的建梢立十家庭大学生亦理国家

生源地信用助学貸款,大学生毎学年不足辻 8000元 ,研究生毎

学年不超辻 12000元 ,貸款期限最K不超辻 14年。

17.申 、高等取立教育除段 (雨露十支1):在校就政的建楷

立十学生ネト助林准力毎生毎年3000元 。

国、就立報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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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林立看ゲ員、湿地現察員、村庄保浩員及各単位、多(鎮 )

村t等用工蘭位仇先安羽卜箸有労功能力
～

就立意思的建楷立十

人口。

19.分炎就立扶貪及ネト貼。か大対水村新成長労勁力 (“両

后生")技能培サ|,井根据培サ1項 目分美分男1分予毎人毎年 300

元、600元、1500元資金ネト貼;対奄1立 帯共人培サ|(雨露十支1),

免除合宿和交通費用。

20.対外出券二的水村貪困人口由市財IEA分予交ミネト助。

五、声並項目扶貧政策

21.実施声立項目帯功政策。友拝合作社、光伏庁立、多村

旅滸、黒略子島旅滋、迪貿互助等声立項目作用,帯功貪困声増

牧。

大、安居方面扶貧政策

22.対建楷立十声的危房改造_4A予 政策ネト貼。 (1)D貌危

房茨造ネト貼 28000元;(2)C象危房茨造不高子 60千方米,毎

平方米ネト難 240元 ;(3)危房折除不定的ネト貼 18000元 ;(4)
租房ネト助、孝善爽ネト1500元 /年 ,ネト助 10年。

23.根据建楷立十片意尽,力果邊城要房,可享受城市棚痰

居民殉房合格。

24.根据元房建楷立十声意尽,可接廉租房林准支付租金 ,

房源力亮子新村和各多 (慎 )、 村困畳房。

七、金融方面扶貧政策

25.扶資小額貸款:水立銀行、水商銀行、工商像行対符合

貸款条件的建楷立十分困声提供 5万元以下、1-3年期限、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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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保九抵1〒 、基本斤1率競貸、財政貼息鏡小数社貧貸款。

26.度立友晨銀行友政水村基砧没沌建没扶貪貸款、欄庁区

政造貸款、光伏扶貪貸款和旅濤扶貧貸款,支持水村茨善生声科

生活条件、友晨扶貧声立和教育扶食事立。

人、保険扶貧政策

27.政府力符合条件的建槽立十貧困人口代数水村界老保障

最低林准的保費,毎人毎年保費 200元。

28。 政府力定桜立十人口代殉人身意クト保隆,毎人毎年保費

30元。

29.政府力建楷立十声自有井居住的房屋代胸水村住房保

隆。

30。 対建桜立十声水事水立生声的分予保隆政策,建梢立十

片保費今人承担部分,由 政府仝額ネト貼。

九、扶貧声此実ネト政策

31`対友晨声立増 1交項目、辞植か二等小型声立項目,年増

1矢 2000元以上的貪困声分予共ネト政策,毎声毎年 500元。

十、 “―事す波"政策

32.対 出現偶友性困准的水声,由 多 (鎮 )、 村、工作陳共

同提出有針対性的稲扶措施,接照程序申扱、常批,及叶分予稲

助,井升晨鹿急性救助。

本政策由批遁市扶貪升友工作亦公室負責解春,机行期力脱

貪攻墾欺,自 公布え口起実施,原扶貧政策二十二条同時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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