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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 

实施方案 
 

为减少遗传代谢病所致残疾，加强出生缺陷防治，努力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指导中国出生缺

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开展出生缺陷（遗传

代谢病）救助项目。项目主要为患有遗传代谢病的困难家庭

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减轻患儿家庭医疗负担。为确保我

省项目工作顺利实施，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目标 

（一）普及遗传代谢病防治知识，提高社会公众出生缺

陷防治知识知晓率。 

（二）通过减轻经济困难患儿家庭的医疗负担，促进遗

传代谢病诊断和治疗，减少遗传代谢病所致儿童残疾。 

二、项目内容 

（一）以遗传代谢病为重点，开展出生缺陷防治社会宣

传和健康教育。 

（二）开展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 

（三）为符合救助条件的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 

三、救助对象及标准 

（一）救助对象。 

申请救助的患儿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临床诊断患有遗传代谢病，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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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项目救助病种详见附件 1。 

2.年龄 18周岁（含）以下。 

3.家庭生活负担重，能够提供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

困证明或村（居）委会等开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附件 2）。 

（二）补助标准。 

对患儿在申请救助日前两个年度 1 月 1 日（含）起至申

请救助日（含）止，在医疗机构的诊断、治疗和康复医疗费

用给予补助。项目根据患儿医疗费用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

给予 3000元-10000元补助。每位患儿具体补助标准如下： 

1.家庭自付部分超过 3000元（含）-5000元（不含）的，

补助标准为 3000元。 

2.家庭自付部分超过 5000元（含）-7000元（不含）的，

补助标准为 5000元。 

3.家庭自付部分超过 7000 元（含）-10000 元（不含）

的，补助标准为 7000元。 

4.家庭自付部分大于 10000 元（含）的，医疗费用补助

标准为 10000元。最高补助金额为 10000 元。 

（三）救助名额和频次。 

在综合考虑按照人口数、遗传代谢病发病情况、相关工

作开展情况等因素基础上， 2021年国家分配我省遗传代谢病

救助名额 50 人次。 

每名患儿可申请 2 次救助。首次救助完成后，可申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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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救助（需重新提交申请资料和按序排队）。 

（四）医疗费用补助范围。 

医疗费用补助范围包括：药费、床位费、诊察费、检查

费、放射费、检验费、治疗费、手术费、输血费、护理费、

材料费、输氧费等。 

（五）医疗费用发生时间。 

首次申请救助：申请救助日前两个年度 1 月 1日（含）

起至申请救助日（含）止，在此期间发生的自付医疗费用。 

第二次申请救助：首次救助完成日（含）起至第二次申

请救助日（含）止，在此期间发生的自付医疗费用。 

上述发生时间以医疗费用发票开具时间为准。 

四、实施程序 

（一）确定省级项目管理单位。 

确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为我省项目管理单

位，负责承担项目实施、人员培训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二）确定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可提供遗传代谢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等服务的妇幼

保健机构、儿童医院、综合性医院等； 

2.社会声誉良好，近三年未受到行政处分，无严重社会

不良影响的事件； 

3.重视出生缺陷防治公益事业，能够提供项目所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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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保障；相关科室积极性高，愿意承担出生缺陷（遗传

代谢病）救助项目实施工作。 

确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和 11 个地市的市级

妇幼保健机构为项目实施单位。每家实施单位需填写《出生

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管理（实施）单位申请表》（附

件 3），由管理单位汇总后，统一报基金会备案。 

（三）救助流程 

救助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初审、复审、复核及公示、拨

付救助金、回访等环节，均在网上进行。患儿法定监护人通

过微信小程序填报申请、查询进度。项目实施单位、省级项

目管理单位通过“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管理信息系

统”（http://jzzl.csqx.org.cn）平台进行初审、复审、回访，了

解救助工作进展。 

1.患儿法定监护人提出救助申请。患儿法定监护人登录

“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微信小程序，按要求进行注册。选择

“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在线填写《出生缺陷

（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附件 4），上传以下资

料电子版（或纸质版照片），提交至项目实施单位。 

（1）身份证明材料。患儿及其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或其他

有效身份证件，和证明监护关系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

其他材料。 

（2）疾病和治疗证明材料。医疗机构出具的患儿病情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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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证明、病历的住院首页及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如有住院

治疗请提供）、基因检测或串联质谱检测报告、血液检测报告

等。 

（3）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材料。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

困证明材料，或村（居）委会等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材料

原件。 

患儿法定监护人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微信小程序进行网上

申请的，可联系本省（区、市）就近的项目实施单位，按要求

到现场提交申请材料。 

2.项目实施单位初审。项目实施单位结合实际每周至少

两次通过“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平台接收申请材料，按照项目救助条件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初审通过的，提交至省级项目管理单位进行复审。初审未通

过的，联系患儿法定监护人反馈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原因，或

指导其补充材料后重新申请。 

初审时间自项目实施单位接收到申请材料日起，一般不

超过 5个工作日。 

3.省级项目管理单位复审。项目管理单位结合实际每周

至少一次在“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管理信息系

统”平台上接收初审通过的申请材料，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复

审。复审通过的，提交至基金会进行复核。复审未通过的，

告知项目实施单位，由项目实施单位联系患儿法定监护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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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原因，或指导其补充材料后重新申请。 

参加复审的专家组总人数应在 7 人（含）以上。由本省

和外地专家组成。复审需相关专家 3 人（含）以上，超过半

数同意即为评审通过。 

复审时间自项目管理单位接收到申请材料日起，一般不

超过 10个工作日。 

4.基金会复核及公示。基金会对复审通过的申请材料进

行复核，定期将通过复核的患儿名单在官方网站公示。通过

“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平台，

将经公示无异议的患儿名单返回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并通过微信小程序向患儿监护人发放《出生缺陷

（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受助对象通知单》（附件 5，简称《通

知单》）。 

患儿法定监护人通过微信小程序接收《通知单》，按照要

求填写其中的《回执单》，准备合规的医疗费用票据（原件）

等相关纸质材料，一并邮寄至省级项目管理单位。省级项目

管理单位审核患儿发票费用，核算救助金额，加盖公章后报送

基金会。省级项目管理单位接收到纸质材料后，一般应在 5个

工作日内完成资料整理、盖章和邮寄。 

5.基金会拨付救助金。基金会对患儿所有纸质材料及医

疗费用票据审核确认无误后，按照标准核定医疗费用救助金

额，向受助患儿或其监护人银行账户拨付相应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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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实施单位回访。项目实施单位通过“出生缺陷（遗

传代谢病）救助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定期查看已拨付救

助金的患儿名单。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受助患儿监护人进行

回访，了解救助金到位和满意度等情况，并将回访信息录入

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四）项目信息收集。 

省级项目管理单位每半年向省卫健委妇幼处和基金会报

送项目进展报告（附件 6），并于每年 1 月 20 日前报送上一年

度工作总结。基金会于每年 1 月 30 日前将上年度项目总结报

送国家卫健委妇幼司。 

六、组织与管理 

（一）组织实施单位及职责。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负责项目管理与指导，统筹确定

实施区域和工作安排，组织协调专家开展人员培训和技术指

导，对项目总体执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基金会负责项目具体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以遗传代谢

病为重点，开展出生缺陷防治知识及项目宣传，与省级项目

管理单位签署合作协议，复核患儿申请材料，核定救助患儿

名单和金额，拨付救助金，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对患儿救助工作进度进行统计汇总。 

省级卫生健康委妇幼处负责辖区内项目组织实施，制定

具体实施方案，组建省级专家组，确定省级项目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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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单位，报妇幼司与基金会备案。组织开展项目宣传、

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定期开展督导检查。 

省级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开展项目宣传、人员培训、业务

指导和项目管理，对患儿申请材料进行复审，保存相关资料

档案。负责本省（区、市）项目信息的收集、汇总和上报。 

项目实施单位负责开展项目宣传，对患儿申请材料进行

初审和信息录入，及时对受助患儿进行回访及满意度调查。

接受省级卫生健康委和省级项目管理单位的管理和业务指

导。 

（二）经费管理。 

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所需资金由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全额支持。患儿救助金由基金会直接拨付患儿或

其监护人银行账户。基金会向省级项目管理单位拨付管理经

费，用于开展项目宣传、人员培训、资料审核和录入、专家

评审、数据整理和分析、救助情况回访、督导检查、资料存

档等工作。鼓励地方配套项目管理经费和患儿医疗救助资金，

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长效救助机制。 

项目经费管理遵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出生缺陷

干预救助项目管理办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出生缺

陷干预救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

理办法》、《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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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救助病种名单 

2.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格式） 

3.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管理（实施）

单位申请表 

4.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 

5.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受助对象通

知单 

6.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半年进展报

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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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 

救助病种名单 

一、新生儿多种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检测出的病种 

序号 疾病名称（别名、酶缺陷） 

1 异戊酸血症（异戊酸尿症，异戊酰辅酶 A脱氢酶缺乏症） 

2 戊二酸血症 I型（戊二酸尿症 1型，戊二酰辅酶 A脱氢酶缺乏症） 

3 3-羟基-3-甲基戊二酸尿症（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 A裂解酶缺乏症） 

4 全羧化酶合成酶缺乏症（多种羧化酶缺乏症） 

5 生物素酶缺乏症（多种羧化酶缺乏症） 

6 甲基丙二酸血症 MUT型（甲基丙二酸尿症 MUT型，甲基丙二酰辅酶 A变位酶缺乏症） 

7 甲基丙二酸血症 CblA型（甲基丙二酸尿症 CblA型，钴胺素还原酶缺乏症） 

8 甲基丙二酸血症 CblB型（甲基丙二酸尿症 CblB型，钴胺素腺苷转移酶缺乏症） 

9 
甲基丙二酸血症合并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CblC型（甲基丙二酸尿症合并同型半胱氨酸尿症

CblC型） 

10 3-甲基巴豆酰甘氨酸尿症（3-甲基巴豆酰辅酶 A羧化酶缺乏症） 

11 丙酸血症（丙酸尿症，丙酰辅酶 A羧化酶缺乏症） 

12 β-酮硫解酶缺乏症（乙酰辅酶 A硫解酶缺乏症） 

13 丙二酸尿症（丙二酰辅酶 A脱羧酶缺乏症） 

14 异丁酰甘氨酸尿症（异丁酰基辅酶 A脱氢酶缺乏症） 

15 2-甲基-3-羟基丁酸血症（2-甲基-3-羟基丁酰辅酶 A脱氢酶缺乏症） 

16 3-甲基戊烯二酸血症（3甲基戊烯二酰辅酶 A水解酶缺乏症） 

17 乙基丙二酸尿症（乙基丙二酸脑病） 

18 中链酰基辅酶 A脱氢酶缺乏症 

19 极长链酰基辅酶 A脱氢酶缺乏症 

20 长链羟酰基辅酶 A脱氢酶缺乏症 

21 三官能团蛋白质缺乏症 

22 原发性肉碱缺乏症（肉碱转运蛋白缺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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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短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24 戊二酸血症Ⅱ型（多种酰基辅酶 A脱氢酶缺乏症) 

25 短链-3-羟酰基辅酶 A脱氢酶缺乏症 

26 中链酰基辅酶 A硫解酶缺乏症 

27 肉碱棕榈酰转移酶Ⅰ缺乏症型 

28 肉碱棕榈酰转移酶Ⅱ缺乏症 

29 肉碱-酰基肉碱移位酶缺乏症 

30 高苯丙氨酸血症（苯丙酮尿症，苯丙氨酸羟化酶缺乏症） 

31 高苯丙氨酸血症（四氢生物蝶呤合成酶缺乏症） 

32 高苯丙氨酸血症（二氢蝶啶还原酶缺乏症） 

33 酪氨酸血症Ⅰ型（延胡索酰乙酰乙酸水解酶缺乏症） 

34 酪氨酸血症Ⅱ型（酪氨酸转氨酶缺乏症） 

35 酪氨酸病（4-羟基苯丙酮酸二氧化酶缺乏症） 

36 枫糖尿症（支链ɑ-酮酸脱氢酶缺乏症） 

37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型（胱硫醚β合成酶缺乏症） 

38 氨甲酰磷酸合成酶Ⅰ缺乏症 

39 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 

40 瓜氨酸血症Ⅰ型（精氨酸琥珀酸合成酶缺乏症） 

41 瓜氨酸血症Ⅱ型（希特林蛋白缺乏症） 

42 精氨酸琥珀酸尿症（精氨酸琥珀酸裂解酶缺乏症） 

43 精氨酸血症（精氨酸酶缺乏症） 

44 鸟氨酸--转氨酶缺乏症 

45 高鸟氨酸-高血氨-高同型瓜氨酸血症综合症 

46 高蛋氨酸血症（甲硫氨酸腺苷三磷酸钴胺素腺苷转移酶缺乏症） 

47 高脯氨酸血症 

48 非酮性高甘氨酸血症（甘氨酸脱羧酶缺乏症） 

二、其他遗传代谢病病种（30 种） 

序号 疾病名称（酶或缺陷） 

1 先天性甲状腺疾病，如：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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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天性肾上腺疾病，如：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3 先天性胰岛功能障碍，如：新生儿糖尿病，1型糖尿病 

4 先天性肾小管功能不全，如：肾小管酸中毒，肾性尿崩症 

5 先天性垂体功能不全，如：尿崩症 

6 乳糖及半乳糖代谢障碍，如：半乳糖血症 

7 果糖代谢异常，如：果糖 1,6二磷酸酶缺乏症，果糖不耐受 

8 糖原累积病 

9 先天性维生素代谢异常，如：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缺乏症 

10 先天性水电解质代谢异常，如：低镁血症 

11 氨基酸代谢病，如：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2型，胱氨酸尿症 

12 有机酸代谢病，如：4-羟丁酸尿症，氧合脯氨酸血症 

13 先天性脂代谢异常，如：家族性高甘油三酯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14 先天性骨病，如：软骨发育不全，低磷性佝偻病 

15 先天性金属代谢异常，如：肝豆状核变性，Menkes病 

16 先天性肌肉病，如：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17 代谢性心肌病 

18 代谢性肝病 

19 代谢性脑病 

20 
溶酶体病，如：粘多糖病，尼曼匹克病，戈谢病，法布里病，粘脂病，多种硫酸酯酶缺

乏症 

21 遗传性脑白质病，如：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球形脑白质营养不良 

22 神经节苷脂贮积病 

23 线粒体病 

24 神经递质代谢病，如：多巴反应性肌张力不全，肌酸缺乏综合征 

25 神经皮肤综合征，如：结节性硬化，早老症 

26 色素代谢异常，如：白化病 

27 先天性性激素代谢异常，如：卵巢发育不全 

28 蛋白糖基化异常 

29 酮体生成障碍 

30 过氧化物酶体病，如：脑肝肾综合征（Zellweger病），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 

三、以上救助病种名单仅供参考，如有不在名单中，但实为遗传

代谢病的，交由专家评审委员会决定是否纳入救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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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家庭经济情况说明 

兹有我社区（村委会）居民（村民）           （法定监

护人姓名)，身份证号                        ,家庭住

址                          ，家庭人口共     人，家庭年收

入为     元。其子/女          （申请救助儿童姓名），身份证

号                     ，患有                    疾病，已

在                      医院接受治疗。因孩子治疗费用支出，

家庭经济负担重，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现向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

助基金会申请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医疗救助金。 

以上所述属实，特此证明。 

村（居）委会所在地：             省（区、市）             市

（州）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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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 

管理（实施）单位申请表 

 

填报单位  

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请介绍填报单位开展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工作的现状：包括对出生缺

陷（遗传代谢病）进行诊断、治疗、遗传咨询的覆盖区域；能够保持随访的主要

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患儿数量；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的技术力量、

提供诊断、治疗、咨询的临床医生情况; 预计 2021年可以开展治疗的人数（0-18

岁（含）患病儿童）；开展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各项工作的能力。 

 

 

 

 

医院意见：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省卫生健康委意见： 

 

 

 

 

（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填报单位开展出生缺陷救助工作的现状”的内容可以增加附件，以充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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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 

个人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监护人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             

监护人身份证号码：    

是否为第二次救助：□是 □否 

监护人手机 1：   手机 2：    

户籍所在地：   省（市、区）    市    县    乡（镇）     村 

通讯地址：     省（市、区）    市    县     乡（镇）     村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近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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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报 须 知 

1.本申请表由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印制

并负责解释。  

2.项目申请对象为 18 周岁（含）以下、家庭经济负担重、临床确诊

为遗传代谢病的患儿。 

3.本项目仅针对患儿申请救助日前两个年度 1月 1 日（含）以后产生

的医疗费用进行资助。获得首次救助后，可申请第二次救助。 

4.本申请表由申请人法定监护人负责填报，并保证所有资料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 

5.本申请表的递交并不代表可以获得救助，申请资料一经递交不予退

回。 

6.对申报资料中出现的虚假、伪造或隐瞒等行为，一经发现，将不予

救助；如已获救助，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保留依法追索救助

款的权利。 

7.申请人在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医疗风险，由医患双方自行处理，

基金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8.获得救助的申请人监护人有责任和义务为配合基金宣传提供必要

的文字、照片、影像等资料，并同意使用申请人照片、影像等资料。 

 

我确认已经阅读和知悉了以上全部条款，并同意所有申请规定。 

 

 

申请人或其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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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基本信息及申请救助理由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家庭成员 

情况 

姓名 年龄 与申请人关系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家庭经济 

状况 

户籍性质 A．农业 B．非农业 家庭人口总数  

主要收入 

来源 
 

家庭 

年收入 
 人均年收入  

申请救助 

理由 

申请家庭属于：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特困人员 □低收入家庭  □其他              

 

（申请理由不少于 50字。） 

 

 

 

 

 

 

 

 

                    申请人或其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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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医疗情况简述 

1. 1.开始治疗时间      ，申请人确诊时间：      年      月       日确诊

医院：               ;确诊病名：                 ； 

2. 目前就治医院：                  ，治疗效果：                   ； 

3. 每年治疗花费情况：                已花费                        ； 

4. 申请人是否有医疗保险（须如实填写）？如有，具体报销比例是多少？ 

 

 

申请人所需提供的身份及病情诊断证明材料 

1.身份证明材料：证明患儿与其法定监护人关系的户口簿和身份证复印件，或

者其他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原件。孤儿需提供当地民政局或福利院证明原件。 

2.病情证明材料：医疗机构出具的患儿病情诊断证明、病历的住院首页及入院

记录、出院记录（如有住院治疗请提供）、基因检测或串联质谱检测报告、血液

检测报告等。 

3.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低保证、低收入证、特困证明材料，或村（居）委

会等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材料原件。 

4.以上证明材料另附，与本申请表一起申报。如需留存请自行复印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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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单位意见 

初审意见 

 

 

 

 

 

                                                 

联系电话: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专家复审意见 

 

 

 

 

 

                 （项目管理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复核意见 

 

 

 

 

 

 

                   （基金会盖章）                                  

联系电话: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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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 

受助对象通知单 
 

                （受助对象姓名）：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

称基金会）于 2016年启动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项目对

符合救助条件的我国遗传代谢性出生缺陷患儿的诊断、治疗和康复提

供医疗费用补助，减轻患儿家庭医疗负担。 

您的申请经项目实施单位初审及省级项目管理单位复审，结果为

评审通过，为帮助您顺利办理补助手续，现告知您如下事项： 

1.本项目对患儿申请救助日前两个年度 1月 1日（含）至申请救

助日（含）止，在医疗机构的诊断、治疗和康复医疗费用给予补助（例：

2021年 3月 1日申请项目可使用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1日

的医疗费用发票）。项目根据患儿医疗费用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给予

3000-10000元补助。每位患儿具体补助标准如下： 

（1）家庭自付部分超过 3000 元（含）-5000 元（不含）的，补

助标准为 3000元。 

（2）家庭自付部分超过 5000 元（含）-7000 元（不含）的，补

助标准为 5000元。 

（3）家庭自付部分超过 7000元（含）-10000元（不含）的，补

助标准为 7000元。 

（4）家庭自付部分大于 10000 元（含）的，医疗费用补助标准

为 10000元。最高补助金额为 10000元。 

患儿在获得首次救助金（以基金会救助时间为准）之后可申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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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救助（需重新提交申请资料和按序排队）。 

2.您必须保证此前所提供的求助资料的真实性，若存在虚假、伪

造或隐瞒等行为，通过核实后将不予救助，并进行通报，纳入失信名

单。 

3.终止救助 

（1）如发现申请人隐瞒实际情况，或提供虚假、伪造材料的，

终止救助； 

（2）家庭自付部分金额不足 3000元的终止救助。 

4.基金会只在医疗费用上予以补助，不承担治疗效果、医疗风险

等方面的责任，任何医患之间的法律纠纷将由医患双方自行解决。 

5.为便于接受社会监督，妇幼司和基金会可根据工作需要，通过

媒体对外公布受助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6.通过复审并公示无异议后，申请人监护人须通过项目实施单位

向省级项目管理单位提交以下资料： 

（1）监护人签字后的《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个人

申请表》一份（原件）。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导出，打印后签名。 

（2）监护人签字的《回执单》一份（原件）。需通过微信小程序

导出，打印后签名。 

（3）患儿及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和证明监

护关系的出生医学证明或者其他材料（如户口簿）。  

（4）合规的医疗费用发票（原件），包括住院医疗票据或门（急）

诊医疗票据。具体要求如下： 

①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的申请人，直接提供医疗票据原件，收

据上无收费明细的需同时提供明细清单。 

②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或大病医保、其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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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基金会救助和民政机构救助的患儿，且就治医院可办理医保实时结

算报销的，由申请人提供报销后的原始票据；如就治医院无法办理医

保实时结算报销的，由申请人先到相关部门报销，报销后提供报销补

偿单原件（报销部门需要留存原件的，应提供加盖报销部门公章的复

印件）及加盖有报销部门公章的医疗票据复印件，医疗票据上无收费

明细的需同时提供明细清单。 

③请申请人的监护人以申请人名字办理一张银行卡，提供银行卡

复印件及申请人户口簿复印件。或者提供监护人银行卡，以及与申请

人的监护关系证明（户口簿复印件或其他可证明监护关系的证明）。 

（5）医疗机构出具的遗传代谢病诊断报告单和病情诊断证明。 

（6）低保证、低收入证、特困证明材料，或村（居）委会等出

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材料原件。 

7.请将上述第 6条所列资料，邮寄至省级项目管理单位。 

8.回执单及以上相关资料由基金会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向申请

人提交的银行账户里拨付相应的救助金，并向项目管理单位反馈受助

患儿名单及金额。 

9.本项目首次救助仅针对患儿在申请救助日的前两个年度 1月 1

日（含）以后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救助，患儿需提供的医疗票据必须

在此时间范围内。 

第二次救助针对获得首次补助金（以基金会救助时间为准）之后

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助。 

10.患儿在收到补助金后，请您及时告知所在地项目实施单位，

并有义务配合相关宣传、回访等工作。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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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执 单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 

我是申请人                 的监护人                 （与申请人关

系：                 ），身份证号:                             ,监护手

机 :                  。申请人是否为第二次救助：□是 □否，（如填写是，

请填写首次救助于  年  月  日，获得首次救助金    元。）现已知悉并同意《出

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受助对象通知单》内容。 

申请人患有                    （疾病名称），已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医院实施了治疗，本次救助申请医疗费用共计     元，经基本医

保、大病救助等报销后自付部分     元，预计补助金额为            元（最终

补助金额以基金会审核后实际拨付金额为准），请将救助金汇入下列账户： 

户名：                               

开户行：         银行                    支行（填全称）                   

卡号账号：                                  

现已知悉并同意《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受助对象通知单》内容。 

 

  申请人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 

（省级项目管理单位填写）经我单位审核，有效发票金额    元，

经基本医保、大病医保等报销后自付金额    元，补助金额为     

元。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 

（基金会填写）上述申请人提交的有效发票金额为    元，经基

本医保、大病救助等报销后自付金额为      元，最终补助金额为       

元。经审核、复核准确无误。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复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6 

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 

半年进展报告（格式） 

 

省级项目管理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一、项目情况 

（包括项目具体实施、宣传推广、总结验收、追踪管理、会议培

训、项目评估、评审、绩效考评、社会效益分析等工作进展） 

二、项目执行情况 

（一）项目进度与工作量。 

1.上半年共收到      份患儿申请资料，初审     人，初审合

格        人，已录入系统       份；共组织次专家复审，复审通

过        人，未通过       人；发放受助对象通知单       份，

收到填报后回执单、医疗收费票据      份；进行了       人次的

患儿回访。填写表 1。 

表 1 半年项目进度与工作量统计表 

序

号 

实施单位 

名称 

收到申请

资料份数 

初审 

人数 

初审合

格人数 

录入系

统份数 

专家复

审次数 

复审通

过人数 

发放回执

单份数 

收到回执单、

票据份数 

回访 

次数 

1 
          

… 
          

合计          

2.项目实施以来，截至   月底，本省共收到    份患儿申请资

料，初审    人，初审合格    人，已录入系统    份；共组织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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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复审，复审通过   人，未通过   人；发放受助对象通知单    

份，收到填报后回执单、医疗收费票据各    份；进行了    人次的

患儿回访，填写表 2。 

表 2 截至   月底项目进度与工作量统计表 

序

号 

实施单位 

名称 

收到申请

资料份数 

初审 

人数 

初审合

格人数 

录入系统

份数 

专家复

审次数 

复审通

过人数 

发放回执

单份数 

收到回执单、

票据份数 

回访 

次数 

1 
          

… 
          

合计 
         

（二）项目执行质量。 

三、经验与存在问题 

（一）项目执行中的经验总结。 

（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四、典型案例收集 

（请提供本省各项目实施单位在执行项目过程中遇到的典型案

例，写明患儿编号、患儿姓名、家庭情况及案例内容。） 

五、项目下半年计划 

六、其他相关文件清单 

（请提供本省各单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项目具体实施、宣

传推广、总结验收、追踪管理、项目评估、论证、绩效考评、社会效

益分析等工作的相关材料文件及照片） 

 

其他附件：项目相关工作材料及照片 



 

 

浙江省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实施方案 
 

为加强出生缺陷防治，减少先天性结构畸形所致残疾，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指导中国出生缺

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开展先天性结构畸形

救助项目，为发病率相对较高、有成熟干预技术、治疗效果

好的先天性结构畸形患病儿童提供医疗费用补助，减轻患儿

家庭医疗负担，改善患儿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为确保我省

项目工作顺利实施，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目标 

（一）普及先天性结构畸形防治知识，提高公众优生意

识。 

（二）减轻患病家庭医疗负担，促进早诊早治，减少先

天性结构畸形所致残疾。 

二、项目内容 

（一）以先天性结构畸形为重点，开展出生缺陷防治社

会宣传和健康教育。 

（二）开展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 

（三）为符合救助条件的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 

三、救助对象及补助标准 

（一）救助对象。申请救助的患儿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临床诊断患有下列 7类先天性结构畸形疾病： 

①神经系统先天性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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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消化系统先天性畸形; 

③生殖系统先天性畸形; 

④泌尿系统先天性畸形； 

⑤肌肉骨骼系统先天性畸形; 

⑥呼吸系统先天性畸形; 

⑦五官严重先天性结构畸形。 

具体病种详见附件 1。 

2.年龄 18周岁（含）以下。 

3.家庭生活负担重，能够提供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

困证明或村（居）委会等开具的家庭情况说明(附件 2）。 

4.在项目定点医疗机构接受诊断、手术、治疗和康复。 

5.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 3000元（含）。 

（二）医疗费用补助范围。药费、床位费、诊查费、检

查费、放射费、检验费、治疗费、手术费、输血费、护理费、

材料费、输氧费等。 

（三）补助标准。对患儿申请救助日期的上一年度 1 月

1 日（含）之后，在定点医疗机构的诊断、手术、治疗和康

复医疗费用给予补助。项目根据患儿医疗费用报销之后的自

付部分，一次性给予 3000 元-30000 元补助。每位患儿具体补

助标准如下： 

1.自付部分大于 3000 元（含），小于 5000 元的，医疗

费用补助额度为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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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自付部分大于 5000 元（含）的，小于 10000 元

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 5000元。 

3.自付部分大于 10000元（含）的，小于 20000元的，

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 10000元。 

4.自付部分大于 20000元（含）的，小于 30000元的，

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 20000元。 

5.自付部分大于 30000元（含）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

为 30000 元。 

（四）救助名额和频次。 

在综合考虑按照人口数、先天性结构畸形疾病发病情

况、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等因素基础上，2021年国家分配我省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名额 270人。 

对同一患儿同一疾病分次申请救助的，或同一患儿不同

疾病分别申请救助的，项目只补助一次。 

四、实施程序 

（一）确定省级项目管理机构。 

确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为我省项目管理单

位，负责承担项目实施、人员培训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二）确定定点医疗机构。 

定点医疗机构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原则上应为三级甲等儿童医院或综合性医院、妇幼保健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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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先天性结构畸形的诊断、手术、治疗和康复等方面

技术水平高、专业特长突出，人才队伍、设施设备健全； 

3.社会声誉良好，近三年未受到行政处分，无严重社会

不良影响的事件； 

4.领导班子重视出生缺陷防治公益事业，能够提供项目

所需的人、财、物保障；相关科室积极性高，愿意承担先项

目工作。 

确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宁波市妇女儿童医

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金华市中心医院、台

州医院、义乌市妇幼保健院为项目定点医疗机构。每家定点

单位需填写《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定点医疗机构申请

表》（附件 3），由管理单位汇总后，统一报基金会备案。 

（三）救助流程。 

为进一步减政便民、为基层减负，国家卫健委妇幼司会

同基金会开发了“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微信小程序，推行在

线预审服务，优化简化救助流程，精简报表材料报送，不断

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满意度。目前，

救助流程包括申请、初审、复审、复核公示、拨付救助金、

回访六个环节，救助申请人和项目工作人员可通过微信小程

序 和 “ 先 天 性 结 构 畸 形 救 助 项 目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

（http://jzzl.csqx.org.cn）（以下简称信息系统）平台在

线完成，并可查询救助进度、了解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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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申请。 

申请救助的患儿法定监护人登录微信小程序，按要求填

写个人信息、绑定手机号完成注册，签署知情同意书和提交

材料诚信证明；选择进入“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模块，

在线填写《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附件 4，

简称《申请表》），并上传下列相关资料电子版（或纸质版照

片）；将《申请表》提交至患儿曾经接受诊断、手术、治疗

和康复的定点医疗机构，完成线上救助申请。 

（1）身份证明材料。患儿及其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或其

他有效身份证件，和证明其监护关系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

簿等其他材料。  

（2）疾病和治疗证明材料。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患儿

病情诊断证明原件，加盖医院章的住院首页、手术记录和相

关医学影像资料报告单复印件。 

（3）家庭经济情况说明。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困证

明材料，或村（居）委会等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材料原件。 

不愿或无法在微信小程序进行在线申请的患儿法定监护

人，可就近就便前往患儿曾经接受诊断、手术、治疗和康复

的定点医疗机构，按要求现场填写《申请表》、提交申请材料，

完成线下救助申请。 

2.初审。原则上，定点医疗机构要每周至少两次通过信

息系统接收申请材料，按照项目救助条件对申请材料进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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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和初审，及时将通过初审的材料提交至省级项目管理机

构。初审未通过的，定点医疗机构应及时联系患儿法定监护

人，反馈初审未通过原因，或指导其补充材料后重新申请。

初审需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 

3.省级复审。原则上，省级项目管理单位每周至少一次

通过信息系统接收初审通过的申请材料，定期组织专家组进

行复审。复审未通过的，省级项目管理机构应及时告知定点

医疗机构反馈患儿法定监护人。复审需在 10 个工作日完成。 

参加复审的专家组总人数应在 7人（含）以上。对每类

疾病的复审需相关专家 3 人（含）以上，超过半数同意即为

评审通过。 

4.基金会复核公示。基金会通过信息系统对复审通过的

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定期将通过复核的患儿名单在其官方网

站公示。将公示无异议的患儿名单返回各省（区、市）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并通过微信小程序向患儿监护人推送《先

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受助对象通知单》（附件 5，简称《通

知单》）。 

患儿法定监护人通过微信小程序接受《通知单》，按照

要求填写其中的《回执单》，准备合规的医疗收费票据等相

关纸质材料，一并邮寄至定点医疗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审核

患儿发票费用，核算救助金额，加盖公章并报送省级项目管

理机构，省级项目管理机构复核救助金额后加盖公章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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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定点医疗机构和省级项目管理单位应在收到纸质材料

后 5个工作日内，对相关材料审核、盖章、整理后邮寄至基金

会。 

5.拨付救助款项。基金会对患儿所有资料及医疗收费票

据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按照标准核定医疗费用补助金额，

向受助患儿或其监护人银行账户拨付相应救助金。 

6.回访。定点医疗机构在基金会拨出救助金 10 个工作

日内，对受助患儿监护人进行回访，在信息系统中完成回访

情况，了解救助金到位、患儿康复和满意度等情况，并将回

访信息录入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四）项目信息收集。省级项目管理机构应每半年向本

省（区、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处和基金会报送上半年项目进

展报告（附件 6），并于每年 1 月 20 日前将上一年度项目总

结报告报基金会。基金会于每年 1 月 30 日前将上一年度项

目总结报告报国家卫健委妇幼司。 

五、组织与管理 

（一）组织实施单位及职责。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负责项目管理与指导，统筹确定

实施区域和工作安排，组织协调专家开展人员培训和技术指

导，对项目总体执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基金会负责项目具体组织实施，以先天性结构畸形为重

点，开展出生缺陷防治知识及项目宣传，与省级项目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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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签署合作协议，复核患儿申请材料，核定救助患儿名单和

救助金额，拨付救助金，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

患儿救助工作进度进行统计汇总。 

省级卫生健康委妇幼处负责辖区内项目组织实施，制定

具体实施方案，组建省级专家组，确定省级项目管理机构、

定点医疗机构，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和基金会审核确

定。组织开展项目宣传、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定期开展督

导检查。 

省级项目管理机构负责开展项目宣传、人员培训、业务

指导和项目管理，对患儿申请材料进行复审，保存相关资料

档案。 

定点医疗机构负责开展项目宣传，对患儿申请材料进行

初审和信息录入，及时对受助患儿进行回访及满意度调查。

接受省级卫生健康委和省级项目管理机构的管理和业务指

导。 

（二）经费管理。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所需资金由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全额支持。患儿救助金由基金会直接拨付至患儿或其监

护人银行账户。基金会向省级项目管理机构拨付管理经费，

用于开展项目宣传、人员培训、资料审核和录入、专家评审、

数据整理和分析、救助情况回访、督导检查、资料存档等工

作。鼓励地方配套项目管理经费和患儿医疗救助资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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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学有效的患儿救助长效机制。 

项目经费管理遵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出生缺陷

干预救助项目管理办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出生缺

陷干预救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

理办法》、《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

定。 

 

附件：1.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救助病种名单 

2.家庭经济情况说明 

3.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定点医疗机构申请表 

4.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 

5.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受助对象通知单 

6.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半年进展报告（格式） 

 



 

 

附件 1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病种名单 

 

包括七大类先天性结构畸形：1.神经系统先天性畸形；

2.消化系统先天性畸形；3.生殖系统先天性畸形；4.泌尿系

统先天性畸形；5.五官严重结构畸形；6.肌肉骨骼系统先天

性畸形；7.呼吸系统先天性畸形。具体病种及其对应ICD-10

编码如下： 

表1  神经系统先天畸形 

序号 疾病名称 ICD-10 编码 

1 脑膨出 Q01 

2 先天性脑积水 Q03 

3 脊柱裂（包括脊髓栓系） Q05 

4 脊髓的其他先天性畸形 Q06 

5 颅骨缝早闭 Q75.0 

6 长头 Q67.2 

7 阿-基氏综合征 Q07.0 

 

表2  消化系统先天畸形 

序号 疾病名称 ICD-10 编码 

8 门静脉连接异常    Q26.5 

9 门静脉-肝动脉瘘 Q26.6 

10 食管先天性畸形 Q39 

11 先天性肥大性幽门狭窄 Q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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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生殖系统先天性畸形 

表4  泌尿系统先天性畸形 

12 先天性裂孔疝 Q40.1 

13 小肠先天性缺如、闭锁和狭窄 Q41 

14 大肠先天性缺如、闭锁和狭窄  Q42 

15 麦克尔憩室 Q43.0 

16 先天无神经节性巨结肠[赫希施斯普龙病] Q43.1 

17 先天性肠固定畸形 Q43.3 

18 双重肠 Q43.4 

19 异位肛门 Q43.5 

20 直肠和肛门先天性瘘 Q43.6 

21 泄殖腔存留 Q43.7 

22 胆管闭锁 Q44.2 

23 胆总管囊肿 Q44.4 

24 环状胰腺 Q45.1 

序号 疾病名称 ICD-10 编码 

25 阴道斜隔 Q51.101 

26 先天性无阴道 Q52.0 

27 阴道闭锁 Q52.401 

28 隐睾 Q53.903 

29 尿道下裂   Q54 

30 尿道上裂   Q64.0 

31 阴茎屈曲畸形 Q55.601 

32 性别不清和假两性同体 Q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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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肌肉骨骼系统先天畸形 

33 肾缺如和肾的其他萎缩性缺陷 Q60 

34 囊性肾病 Q61 

35 先天性肾盂积水 Q62.0 

36 先天性巨输尿管    Q62.2 

37 先天性输尿管畸形 Q62.801 

38 先天性膀胱－输尿管－肾反流 Q62.7 

39 分成小叶的、融合的和马蹄形肾 Q63.1 

40 异位肾 Q63.2 

41 膀胱外翻    Q64.1 

42 先天性后尿道瓣 Q64.2 

43 脐尿管畸形 Q64.4 

44 膀胱先天性憩室 Q64.6 

45 膀胱和尿道的其他先天性畸形 Q64.7 

序号 疾病名称 ICD-10 编码 

46 髋先天性变形 Q65 

47 马蹄内翻足 Q66.0 

48 脊柱先天性变形 Q67.5 

49 先天性漏斗胸 Q67.601 

50 先天性鸡胸 Q67.7 

51 胸的其他先天性变形 Q67.8 

52 胸锁乳突肌先天性变形 Q68.0 

53 手先天性变形 Q68.103 

54 膝先天性变形 Q68.2 

55 多指（趾） Q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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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呼吸系统先天畸形 

 

表7  五官严重结构畸形 

56 并指（趾） Q70 

57 膝先天性畸形 Q74.1 

58 脊柱及骨性胸廓先天性畸形 Q76 

59 骨软骨发育不良，伴有管状骨和脊柱的发育缺陷 Q77 

60 先天性膈疝 Q79.0 

61 膈的其他先天性畸形 Q79.1 

62 脐突出 Q79.2 

63 腹裂 Q79.3 

序号 疾病名称 ICD-10 编码 

64 喉先天性畸形 Q31 

65 气管和支气管先天性畸形 Q32 

66 肺先天性畸形 Q33 

67 纵隔先天性囊肿 Q34.1 

68 甲状舌管囊肿 Q89.202 

序号 疾病名称 ICD-10 编码 

69 引起听力缺陷的耳先天性畸形 Q16 

70 耳前的窦道和囊肿 Q18.1 

71 鼻后孔闭锁 Q30.0 

72 腭裂 Q35 

73 唇裂 Q36 

74 腭裂，伴有唇裂 Q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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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家庭经济情况说明 

 

兹有我社区（村委会）居民（村民）             （患儿

监护人姓名)，身份证号             ,家庭住

址             ，家庭人口共     人，家庭年收入为    元。

因患疾病导致家庭生活负担较重。其子/女             （患儿

姓名），身份证号             ，患有(疾病名称)，已在              

(医院名称)接受治疗。因孩子治疗费用支出，家庭经济负担重，

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现向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申请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医疗救助金。 

以上所述属实，特此证明。 

村（居）委会所在地：             省（区、市）             

市（州）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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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 

定点医疗机构申请表 

 

 

 

 

 

 

 

单 位 名 称                        (盖章) 

单 位 地 址                               

法 人 代 表                               

联系人及电话                               

填 表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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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须 知  
 

1.严格按报表设定的格式、所列标题如实、认真填写，不得

自行增删报表栏目。 

2.上报报表打印为 A4复印纸。表内文字统一用 5号宋体。 

3.申请单位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单位负责人签

字，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出。 

4.申请表中要求提供的其他文字性说明材料和照片均应与

申请表一并双面打印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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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联系人  
固定

电话 
 

移动电话  传  真  
联系

邮箱 
 

二、申请单位医疗级别： 

三、是否有相对独立的小儿外科：   是口    否口 

四、每年各科室独立完成儿童先天性结构畸形诊疗手术总计例数 ： 

五、基本情况（包括：申请单位简介、申请单位特色、创建发展历程、法人单位证书

复印件等）（可附页） 

 

 

 

六、简要描述医院能够进行先天性结构畸形诊疗及救助的设施设备、手术器械、技术

梯队情况，以及是否具备诊疗处置能力、全身并发症处理、综合抢救能力等情况。（可

附页） 

七、在先天性结构畸形诊疗、救助方面的主要成绩和经验。（可附页） 

 

 

八、申请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九、省（区、市）卫生健康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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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编号：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监护人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监护人身份证号码：               

手机 1：       （请务必提供正确的联系方式，以便后续沟通） 

手机 2：        

户籍所在地：      省（区、市）      市（州）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居） 

通讯地址：     省（市、区）    市    县     乡（镇）     村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治疗前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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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须 知 
 

1. 本申请表由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制作并负责解

释。  

2. 项目申请对象为 18 周岁（含）以下、家庭经济负担重、临床确诊为先天性

结构畸形的患儿。 

3. 本项目仅针对患儿救助申请日期的上一年度 1月 1日（含）以后在项目定点

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助。 

4. 本申请表由申请人法定监护人负责填报，并保证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 

5. 本申请表的递交并不代表可以获得救助，申请资料一经递交不予退回。 

6.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对符合救助要求的先天性结构畸形患儿为一次性

救助，对已获得一次救助的患儿不受理重复申请。社会定向捐助的患儿除外。 

7. 对申请资料中出现的虚假、伪造、隐瞒等行为，一经发现，将不予救助；如

已获救助，基金会保留依法追索救助金的权利。 

8. 申请人在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医疗风险，由医患双方自行处理，基金会不

承担任何责任。 

9. 获得救助的申请人监护人有责任和义务配合基金提供必要的文字、照片、影

像等宣传资料，并同意使用申请人照片、影像等资料。 

 

 

我确认已经阅读和知悉了以上全部条款，并同意所有申请规定。

申请人或其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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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基本信息及申请救助理由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

族 
 

家庭成员 

情况 

姓名 年龄 与申请人关系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家庭经济 

状况 

户籍性质 A．农业 B．非农业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保障 

性质 
低保家庭□ 特困家庭□ 低收入家庭□ 其他□ 

主要收入 

来源 
 

家庭年收入

（元） 
 

申请救助 

理由 

（救助申请理由不少于 50字） 

 

 

 

 

 

 

 

 

 

 

                    申请人或其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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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医疗情况简述 
 

1. 申请人确诊时间：     年     月     日确诊病名：            ；  

2. 治疗所在医疗机构名称：           ，治疗效果：              ； 

3. 治疗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请人所需提供的身份及病情诊断证明材料 

1.身份证明材料：患儿及其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和证明监

其护关系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其他材料复印件（原件由定点医疗机构核

验）。无法证实监护关系的，或户籍地派出所开具的监护关系证明原件及申请人

近期照片。孤儿需提供当地民政局或福利院证明原件。 

2.病情和治疗证明材料：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患儿病情诊断证明原件，加盖医

院章的住院首页、手术记录和相关医学影像资料报告单复印件。 

3.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材料：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困证明材料复印件（原件

由定点医疗机构核验），和村（居）委会等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材料原件等。 

4.以上证明材料另附，与本申请表一起申请。如需留存请自行复印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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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单位意见 

 

初审意见 

 

 

 

 

 

（定点医疗机构盖章）                                        

联系电话: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复审意见 

 

 

 

 

 

（项目管理机构盖章）                                  

联系电话: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复核意见 

 

 

 

 

 

 

（基金会盖章）                                  

联系电话: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5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 

受助对象通知单 
 

（受助对象姓名）                     ：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

称基金会）于 2017年启动实施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2019年项

目实施范围覆盖全国 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项目

主要针对发病率相对较高、有成熟干预技术、治疗效果好的先天性结

构畸形，为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减轻患儿家庭医疗负担。 

您的申请经定点医疗机构初审及省级项目管理机构复审，结果为

评审通过，为帮助您顺利办理补助手续，现告知您如下事项： 

1.本项目对申请人提出救助申请日期的上一年度 1月 1日（含）

以后，在定点医疗机构的诊断、手术、治疗和康复医疗费用给予补助。

依据患儿医疗费用家庭自付情况，一次性给予 3000元-30000元补助，

每位患儿具体补助标准如下： 

（1）自付部分大于 3000元（含）、小于 5000元的，医疗费用补

助标准为 3000元。 

（2）自付部分大于 5000元（含）的，小于 10000元的，医疗费

用补助标准为 5000元。 

（3）自付部分大于 10000元（含）的，小于 20000元的，医疗

费用补助标准为 10000元。 

（4）自付部分大于 20000元（含）的，小于 30000元的，医疗

费用补助标准为 20000元。 

（5）自付部分大于 30000元（含）的，医疗费用补助标准为 30000

元。 

2.您必须保证此前所提供的救助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若存在

虚假、伪造或隐瞒等行为，通过核实后将不予救助，并进行通报，纳

入失信名单。 

3.本项目原则上为一次性救助，同一申请人只有一次获得救助的

机会，本次救助后将不再接受重复申请。 

4.终止救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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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发现申请人隐瞒实际情况，或提供虚假、伪造材料的，

终止救助； 

（2）家庭自付部分金额不足 3000元的终止救助。 

5.项目只在医疗费用上予以补助，不承担治疗效果、医疗风险等

方面的责任，任何医患之间的法律纠纷将由医患双方自行解决。 

6.为便于接受社会监督，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和基金会可根据

工作需要，通过媒体对外公布受助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7.通过复审并公示无异议后，申请人监护人须通过项目定点医疗

机构向项目管理机构提交以下资料： 

（1）监护人签字确认的《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

原件。 

（2）监护人签字确认的《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受助患儿回

执单》原件。 

（3）患儿及其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和证明其监护关系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其他材料复印件。 

（4）合规的医疗票据，包括住院医疗票据或门（急）诊医疗票

据。具体要求如下： 

①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的申请人，直接提供医疗票据原件，门

诊或住院医疗收费票据上无收费明细的需同时提供明细清单。 

②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或大病医保、其他公

募基金会救助和民政机构救助的患儿，且就治医院可办理医保实时结

算报销的，由申请人提供报销后的原始票据；如就治医院无法办理医

保实时结算报销的，由申请人先到相关部门报销，报销后提供报销补

偿单原件（报销部门需要留存原件的，应提供加盖报销部门公章的复

印件）及加盖有报销部门公章的医疗票据复印件，医疗票据上无收费

明细的需同时提供明细清单。 

③请申请人的监护人以申请人名字办理一张银行卡，提供银行卡

复印件及申请人户口簿复印件。或者提供监护人银行卡复印件，以及

与申请人的监护关系证明（户口簿复印件或其他可证明监护关系的证

明）。 

（5）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患儿病情诊断证明原件，加盖医院章

的住院首页、手术记录和相关医学影像资料报告单复印件。 

（6）低保证、低收入证、特困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村（居）委

会等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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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请将上述第 7条所列资料邮寄至省级项目管理机构审核后寄

送至基金会。 

9.回执单及以上相关资料由基金会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向申请

人提交的银行账户里拨付相应的救助金，并向省级项目管理机构反馈

受助患儿名单及金额。 

10.本项目仅针对申请人在申请救助之日的上一年度 1 月 1 日

（含）以后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救助，患儿需提供的医疗票据必须在

此时间范围内。 

11.患儿在收到救助金后，请您及时告知所在地项目定点医疗机

构，并有义务配合相关宣传、回访等工作。 

 

 
 

 
年    月    日 



 

26 

 

编号：   

回 执 单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 

我是申请人            的监护人             （与申请人关

系：            ），身份证号:            ,监护人手机:            

（必填）。现已知悉并同意《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受助对象通知

单》内容。申请人患有            （疾病名称），于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在定点医疗机构（医院名称）            接受了诊

断/手术/治疗/康复，医疗费用共计            元，经基本医保、

大病救助等报销后自付部分    元，预计补助金额为        元（最

终补助金额以基金会审核后实际拨付金额为准），请将救助金汇入下

列账户： 

户名：                        ， 

开户行：         银行                    支行（填全称）， 

卡号：                        。 

 

  申请人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 

（定点医疗机构填写）经我单位审核，有效发票金额    元，

经基本医保、大病医保等报销后自付金额    元，补助金额为     

元。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 

（省级项目管理机构填写）经我单位复核，有效发票金额    

元，经基本医保、大病医保等报销后自付金额    元，补助金额为     

元。 

复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 

（基金会填写）经我单位最终复核，上述申请人提交的有效

发票金额为    元，经基本医保、大病医保等报销后自付金额为     

元，批准实际补助金额为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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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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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 

半年进展报告（格式） 

 

省级项目管理机构名称（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一、项目情况 

（包括项目具体实施、宣传推广、总结验收、追踪管理、会议培

训、项目评估、评审、绩效考评、社会效益分析等工作进展） 

二、项目执行情况 

（一）项目进度与工作量。 

1.上半年共收到       份患儿申请资料，初审      人，初审

合格       人，已录入系统       份；共组织       次专家复审，

复审通过     人，未通过     人；发放受助对象通知单     份，

收到填报后回执单、医疗收费票据各       份；进行了       人次

的患儿回访。填写附表 1。 

表 1 半年项目进度与工作量统计表 

序

号 

定点医疗 

机构名称 

收到申请

资料份数 

初审 

人数 

初审合

格人数 

录入系

统份数 

专家复

审次数 

复审通

过人数 

发放通知

单份数 

收到回执单、

票据份数 

回访 

次数 

1 
          

… 
          

合计          

 

2.项目实施以来，截至    月底，本省共收到    份患儿申请资

料，初审    人，初审合格    人，已录入系统    份；共组织     次

专家复审，复审通过     人，未通过     人；发放受助对象通知单     



 

29 

 

份，收到填报后会回执单、医疗收费票据各     份；进行了     人

次的患儿回访。填写附表 2。 

表 2 截至    月底项目进度与工作量统计表 

序

号 

定点医疗 

机构名称 

收到申请

资料份数 

初审 

人数 

初审合

格人数 

录入系统

份数 

专家复

审次数 

复审通

过人数 

发放通知

单份数 

收到回执单、

票据份数 

回访 

次数 

1 
          

… 
          

合计 
         

（二）项目执行质量。 

三、经验与存在问题 

（一）项目执行中的经验总结。 

（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四、典型案例收集 

（请提供本省在执行项目过程中遇到的典型案例，写明患儿编

号、患儿姓名、家庭情况及案例内容。） 

五、项目下半年计划 

六、其他相关文件清单 

（请提供本省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项目具体实施、宣传推

广、总结验收、追踪管理、项目评估、论证、绩效考评、社会效益分

析等工作的相关材料文件及照片） 

 

其他附件：项目相关工作材料及照片 

 



浙江省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方案 
 

为减轻功能性出生缺陷患儿家庭负担，努力提高出生人

口素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指导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

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开展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

主要针对发病率相对较高、有成熟干预技术、治疗手段明确

的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为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为确保

我省项目工作顺利实施，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目标 

（一）普及功能性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高公众预防意

识。 

（二）减轻困难患儿家庭医疗负担，促进功能性出生缺

陷早诊断、早治疗、持续性治疗。 

二、项目内容 

（一）开展出生缺陷防治知识社会宣传和健康教育。 

（二）开展功能性出生缺陷诊治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 

（三）为符合救助条件的功能性出生缺陷患儿提供医疗

费用补助。 

三、救助条件 

（一）救助对象。申请救助的患儿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年龄在 0-18周岁（含）之间； 

2.临床诊断患有神经、心血管、消化、皮肤、泌尿及肾

脏、五官、免疫及血液、内分泌代谢等 8 类纳入救助范围的



 

2 

 

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具体救助病种详见附件 1。 

3.家庭生活负担重，能够提供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

困证明或村（居）委会等开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格式见

附件 2）； 

4.在项目实施单位接受诊断、手术、治疗和康复。 

5.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 3000元（含）。 

（二）救助标准。依据患儿在项目实施单位的诊断、手

术、治疗和康复医疗费用自付情况，按照 3000元、5000 元

两档标准予以补助。具体如下： 

1.自付 3000 元（含）-5000元（不含）的，补助标准为

3000元。 

2.自付 5000 元（含）以上的，补助标准为 5000元。 

（三）救助名额和频次。在综合考虑人口数、功能性出

生缺陷疾病发病情况、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等因素基础上，国

家确定我省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名额 310 人次。 

2021-2025 年每名患儿最多可申请 4 次救助。上一次救

助完成（指患儿收到救助金，下同）后，可申请下一次救助

（需重新提交申请资料和按序排队）。 

（四）医疗费用补助范围。包括：药费、床位费、诊察

费、检查费、放射费、检验费、治疗费、康复费、手术费、

输血费、护理费、材料费、输氧费等。 

（五）医疗费用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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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申请救助：申请救助日前两个年度 1 月 1 日（含）

起至申请救助日（含）止，在此期间发生的自付医疗费用。 

后三次申请补助：上一次救助完成日（含）起至申请救

助日（含）止，在此期间发生的自付医疗费用。 

上述发生时间以医疗费用发票开具时间为准。 

四、实施程序 

（一）确定项目管理单位和实施单位。 

1.确定省级项目管理单位。确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

童医院为我省项目管理单位，负责承担项目实施、人员培训

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2.确定项目实施单位。项目实施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

件： 

（1）原则上应为三级甲等儿童医院或综合性医院、妇幼

保健院； 

（2）在功能性出生缺陷的诊断、治疗和康复等方面技

术水平高、专业特长突出，人才队伍、设施设备健全； 

（3）社会声誉良好，近三年未受到行政处分，无严重

社会不良影响的事件； 

（4）领导班子重视出生缺陷防治公益事业，能够提供

项目所需的人、财、物保障；相关科室积极性高，愿意承担

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工作。 

确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宁波市妇女儿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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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绍兴市妇幼保健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台州医院为项目定点医疗机构。每家定点单位需填写《功能

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申请表》（附件 3），由管理单

位汇总后，统一报基金会备案。 

（二）救助流程。包括申请、初审、复审、复核及公示、

拨付救助金、回访等环节，均在网上进行。患儿法定监护人

通过微信小程序填报申请、查询进度。项目实施单位、省级

项目管理单位通过“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平台进行初审、复审、回访，了解救助工作进展。 

1.患儿法定监护人提出救助申请。患儿法定监护人登录

“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微信小程序，按要求进行注册。选择

“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在线填写《功能性出生缺陷

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简称《申请表》，见附件 4），上传以

下资料电子版（或纸质版照片），提交至项目实施单位。 

（1）患儿及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明材料。患儿及法定监

护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和证明监护关系的出生医

学证明、户口簿等其他材料。  

（2）患儿疾病诊断证明材料。项目实施单位出具的功

能性出生缺陷疾病诊断报告单和病情诊断证明。 

（3）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材料。低保证、低收入证明、

特困证明材料，或村（居）委会等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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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法定监护人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微信小程序进行网上

申请的，可联系本省（区、市）就近的项目实施单位，按要求

到现场提交申请材料。 

2.项目实施单位初审。项目实施单位结合实际每周至少

两次通过“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http://jzzl.csqx.org.cn）平台接收申请材料，按照项目救助

条件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通过的，提交至省级项目管

理单位进行复审。初审未通过的，联系患儿法定监护人反馈

不符合救助条件原因，或指导其补充材料后重新申请。 

初审时间自项目实施单位接收到申请材料日起，一般不

超过 5个工作日。 

3.省级项目管理单位复审。省级项目管理单位结合实际

每周至少一次在“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平台上接收初审通过的申请材料，定期组织专家组进行复审。

复审通过的，提交至基金会进行复核。复审未通过的，告知

项目实施单位，由项目实施单位联系患儿法定监护人反馈不

符合救助条件原因，或指导其补充材料后重新申请。 

参加复审的专家组总人数应在 7人（含）以上。对每类

疾病的复审需相关专家 3 人（含）以上，超过半数同意即为

评审通过。 

复审时间自省级项目管理单位接收到申请材料日起，一

般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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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金会复核及公示。基金会对复审通过的申请材料进

行复核，定期将通过复核的患儿名单在官方网站公示。通过

“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将经公示

无异议的患儿名单返回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并向患儿监护人发放《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受助对象通

知单》（简称《通知单》，见附件 5）。 

患儿法定监护人通过微信小程序接收《通知单》，按照

要求填写其中的《回执单》，准备相关纸质材料，一并邮寄

至项目实施单位，项目实施单位审核患儿医疗费用发票，核

算救助金额，加盖公章并报送省级项目管理单位，省级项目管

理单位复核救助金额后加盖公章并报送基金会。项目实施单位、

省级项目管理单位接收到纸质材料后，一般应在 5个工作日内

完成资料整理、审核救助金额、盖章和邮寄。 

5.基金会拨付救助金。基金会对患儿所有纸质材料审核

确认无误后，按照标准核定医疗费用救助金额，向受助患儿

或其监护人银行账户拨付相应救助金。 

6.项目实施单位回访。项目实施单位通过“功能性出生

缺陷救助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定期查看完成救助的患儿

名单。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受助患儿监护人进行回访，了

解救助金到位和满意度等情况，并将回访信息录入项目管理

信息系统。 

（四）项目信息收集。省级项目管理单位应每半年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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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处和基金会报送项目进展报告

（附件 6），并于每年 1 月 20 日前报送上一年度总结。基金

会于每年 1 月 30 日前将上年度项目总结报送国家卫生健康

委妇幼司。 

五、组织与管理 

（一）组织实施单位及职责。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负

责项目管理与指导，统筹项目工作安排，组织协调专家开展

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对项目总体执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基金会负责项目具体组织实施，开展出生缺陷防治知识

及项目宣传，与项目管理单位签署合作协议，复核患儿申请

材料，核定救助患儿名单和救助金额，拨付救助金，对项目

执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患儿救助工作进度进行统计汇总。 

省级卫生健康委妇幼处负责辖区内项目组织实施，制定

具体实施方案，组建省级专家组，确定省级项目管理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和基金会审核确认。

组织开展项目宣传、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定期开展督导检

查。 

省级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开展项目宣传、人员培训、业务

指导和项目管理，对患儿申请材料进行复审，保存相关资料

档案。负责本省（区、市）项目信息的收集、汇总和上报。 

项目实施单位负责开展项目宣传，协助患儿家庭进行申

报，对患儿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和信息录入，及时对受助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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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访及满意度调查。接受省级卫生健康委和项目管理单

位的管理和业务指导。 

（二）经费管理。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所需资金由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全额支持。患儿救助金由基金会直接拨

付至患儿或其监护人银行账户。基金会向省级项目管理单位

拨付管理经费，用于开展项目宣传、人员培训、资料审核和

录入、专家评审、数据整理及分析、救助情况回访、督导检

查和资料存档等工作。鼓励地方配套项目管理经费和患儿医

疗救助资金，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患儿救助长效机制。项目

经费管理遵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出生缺陷干预救助

项目管理办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出生缺陷干预救

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

《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附件：1.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救助病种名单 

2.家庭经济情况说明 

3.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申请表 

4.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 

5.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受助对象通知单 

6.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进展报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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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救助病种名单 

包括8类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神经、心血管、消化、皮肤、泌

尿及肾脏、五官、免疫及血液、内分泌代谢。具体病种名单如下： 

表1  神经系统 

序号 疾病名称 

1 难治性癫痫 

2 先天性肌无力综合征 

3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 

4 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 

5 神经变性病 

6 遗传性脊髓小脑共济失调 

7 各种诊断不明的神经遗传性家系疾病 

表2  心血管系统 

表3  消化系统 

序号 疾病名称 

8  

 

遗传性

心脏离

子通道

病 

 

 

 

长 QT综合征 

9 短 QT综合征 

10 Brugada 综合征 

11 先天性 III度房室传导阻滞 

12 遗传性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13 儿茶酚胺敏感性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 

序号 疾病名称 

14 
 

 

先天性

腹泻与

肠病 

 

 

原发性胆汁酸吸收障碍 

15 DGAT1基因缺陷 

16 乳糜微粒潴留病 

17 微绒毛包涵体病 

18 先天性簇绒肠病 

19 PCSK1基因缺陷 

20 Mitchell-Riley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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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皮肤系统 

表5  泌尿及肾脏系统 

表6  五官 

表7  免疫及血液系统 

21 

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IL10、IL10RA、IL10RB、CYBB、CYBA、 NCF1、

NCF2、NCF4、FOXP3、XIAP、LRBA、TTC37、CTLA4、RIPK1及 CASP8等基

因缺陷） 

22 自身免疫性肠病 

23 黑斑息肉综合征 

24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 

25 遗传性胰腺炎 

26 急性肝功能衰竭 

序号 疾病名称 

27 遗传性大疱性表皮松懈症 

28 外胚层发育不良 

29 色素失禁症 

序号 疾病名称 

30 先 天 性

肾 小 球

疾病 

单基因突变足细胞病 

31 先天性肾病综合征 

32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多囊肾 

33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多囊肾 

34 非经典溶血尿毒综合征 

35 肾母细胞瘤 

36 Bardet-Biedl综合征 

37 Joubert综合征 

38 肾单位肾痨 nephronophthisis 

序号 疾病名称 

39 先天性耳聋（人工耳蜗植入和助听器不在补助范围之内） 

40 遗传性视网膜色素变性 

41 Leber遗传性视神经病 

42 视网膜母细胞瘤 

序号 疾病名称 

43 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X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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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内分泌代谢 

44 Wiskott-Aldrich 综合征（WAS） 

45 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SCN） 

46 p110δ过度活化综合征（APDS） 

47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 

48 多中心腕跗骨骨质溶解综合征 

49 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50 Blau综合征 

51 非霍奇金淋巴瘤 

52 霍奇金淋巴瘤 

53 神经母细胞瘤 

54 郎格罕细胞组织增生症 

序号 疾病名称 

55 先天性发育异常 

56 先天性生长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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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家庭经济情况说明 

 

兹有我社区（村委会）居民（村民）           （法定监

护人姓名)，身份证号                        ,家庭住

址                          ，家庭人口共     人，家庭年

收入为     元。其子/女          （申请救助儿童姓名），身

份证号                     ，患有                  疾病，

已在                    医院接受治疗。因孩子治疗费用支出，

家庭经济负担重，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现向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

助基金会申请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医疗救助金。 

以上所述属实，特此证明。 

村（居）委会所在地：             省（区、市）             

市（州）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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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申请表 

 

 

 

 

 

 

 

单 位 名 称                           (盖章) 

单 位 地 址                            

填  报  人                             

联 系 电 话                             

填 报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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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须 知  
 

1.严格按报表设定的格式、所列标题如实、认真填写，不得

自行增删报表栏目。 

2.上报报表打印为 A4复印纸。表内文字统一用 5号宋体。 

3.申请单位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单位负责人签

字，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出。 

4.申请表中要求提供的其他文字性说明材料和照片均应与

申请表一并双面打印装订成册。 

 

 

 

 

 

 

 

 

 

 

 

 

 

一、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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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固定电话  

传    真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二、申请单位医疗级别：                

三、基本情况（包括：申请单位简介、申请单位特色、创建发展历程、法人单位证书

复印件等）（可附页） 

四、申请单位开展功能性出生缺陷诊治工作情况：（包括开展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

目各项工作的能力；对功能性出生缺陷进行诊断、手术、治疗、康复和咨询的覆盖区

域；近三年治疗功能性出生缺陷的人数；0-18 岁（含）患病儿童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

的技术力量、提供诊断、治疗、咨询的临床医生情况；能够保持随访的主要功能性出

生缺陷患儿数量；）（可附页） 

 

五、申请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六、省（区、市）卫生健康委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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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编号：   

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监护人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监护人身份证号码：          

第     次救助 

手机 1：      （请务必提供正确的联系方式，以便后续沟通） 

手机 2：       

户籍所在地： 省（市、区） 市（州）     县（市、区）  乡

（镇）村 

通讯地址： 省（市、区） 市（州）     县（市、区）  乡 村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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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须 知 
 

1. 本申请表由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制作并负责解

释。  

2. 项目申请对象为 18 周岁以下（含）、家庭经济负担重、临床确诊为功能性出

生缺陷疾病的患儿。 

3. 本项目仅针对患儿申请救助日前两个年度 1月 1日（含）以后在项目实施单

位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助。（例：2021 年申请项目可使用 2019 年 1月 1日

以后产生医疗收费票据） 

4. 本申请表由申请人法定监护人负责填报，并保证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5. 本申请表的递交并不代表可以获得救助，申请资料一经递交不予退回。 

6. 对申请资料中出现的虚假、伪造、隐瞒等行为，一经发现，将不予救助；如

已获救助，基金会保留依法追索救助金的权利。 

7. 申请人在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医疗风险，由医患双方自行处理，基金会不

承担任何责任。 

8. 获得救助的申请人监护人有责任和义务配合基金提供必要的文字、照片、影

像等宣传资料，并同意使用申请人照片、影像等资料。 

 

 

我确认已经阅读和知悉了以上全部条款，并同意所有申请规定。

申请人或其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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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基本信息及申请救助理由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家庭成员 

情况 

姓名 年龄 与申请人关系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家庭经济 

状况 

户籍性质 A．农业 B．非农业 家庭人口总数  

主要收入 

来源 
 

家庭年收入

（元） 
 

申请救助 

理由 

申请家庭属于：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特困人员 □低收入家庭  □其他              

（救助申请理由不少于 50字） 

 

 

 

 

 

 

 

 

                    申请人或其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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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医疗情况简述 

 

1. 申请人确诊时间：     年     月     日 确诊病名：             ；  

2. 治疗所在医疗机构名称：               ； 

10.治疗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请人所需提供的身份及病情诊断证明材料 

1.身份证明材料：患儿及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和证明监护

关系的出生医学证明或者其他材料（如户口簿）。无法证实监护关系的，户籍地

派出所开具的监护关系证明原件及申请人近期照片。孤儿需提供当地民政局或福

利院证明。 

2.病情和治疗证明材料：项目实施单位出具的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诊断报告单

和病情诊断证明。 

3.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低保证、低收入证、特困证明材料，或村（居）委

会等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说明原件。 

4.以上证明材料另附，与本申请表一起申请。如需留存请自行复印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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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单位意见 

初审意见 

 

 

 

 

 （项目实施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复审意见 

 

 

 

 

 

（省级项目管理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复核意见 

 

 

 

 

 

 

（基金会盖章）                                  

联系电话: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21 

 

附件 5 

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 

受助对象通知单 

（受助对象姓名）               ：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

称基金会）启动实施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针对发病率相对较高、

有成熟干预技术、治疗手段明确的功能性出生缺陷，为患儿提供医疗

费用补助，减轻患儿家庭医疗负担。 

您的申请经项目实施单位初审及省级项目管理单位复审，结果为

评审通过，为帮助您顺利办理补助手续，现告知您如下事项： 

1.对患儿申请救助日前两个年度 1月 1日（含）之后在项目实施

单位发生的诊疗费用（例：2021年申请项目可使用 2019年 1月 1日

以后的医疗费用发票），依据自付情况，按照 3000元、5000元两档

标准予以补助。具体如下： 

（1）自付 3000元（含）-5000元（不含）的，补助标准为 3000

元。 

（2）自付 5000元（含）以上的，补助标准为 5000元。 

2.您必须保证此前提供的申请救助资料的真实性，若存在虚假、

伪造或隐瞒等行为，通过核实后将不予救助，并进行通报，纳入失信

名单。 

3. 2021-2025年每名患儿最多可申请 4次救助。上一次救助完

成后，可申请下一次救助（需重新提交申请资料和按序排队）。 

4.终止救助 

（1）如发现申请人隐瞒实际情况，或提供虚假、伪造材料的，

终止救助； 

（2）家庭自付部分金额不足 3000元的终止救助。 

5.项目只在医疗费用上予以补助，不承担治疗效果、医疗风险等

方面的责任，医患间任何法律纠纷由医患双方自行解决。 

6.为便于接受社会监督，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和基金会可根据

工作需要，通过媒体对外公布受助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7.通过复审并公示无异议后，申请人监护人须向项目管理单位提

交以下纸质版资料： 

（1）监护人签字后的《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

一份（原件）。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导出，打印后签名。 

（2）监护人签字后的《回执单》一份（原件）。需通过微信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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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导出，打印后签名。 

（3）患儿及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和证明监

护关系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其他材料。  

（4）项目实施单位开具的合规医疗费用发票（原件）。包括住院

医疗票据或门（急）诊医疗票据。具体要求如下： 

①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的申请人，直接提供医疗票据原件，门

诊或住院医疗收费票据上无收费明细的需同时提供明细清单。 

②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或大病医保、其他公

募基金会救助和民政机构救助的患儿，且就治医院可办理医保实时结

算报销的，由申请人提供报销后的原始票据；如就治医院无法办理医

保实时结算报销的，由申请人先到相关部门报销，报销后提供报销补

偿单原件（报销部门需要留存原件的，应提供加盖报销部门公章的复

印件）及加盖有报销部门公章的医疗票据复印件，医疗票据上无收费

明细的需同时提供明细清单。 

③请申请人的监护人以申请人名字办理一张银行卡，提供银行卡

复印件及申请人户口簿复印件。或者提供监护人银行卡复印件，以及

与申请人的监护关系证明（户口簿复印件或其他可证明监护关系的证

明）。 

（5）项目实施单位出具的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诊断报告单和病

情诊断证明。 

（6）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困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村（居）

委会等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原件）。 

8.请将上述第 7条所列资料，邮寄至项目管理单位。 

9.回执单及以上相关资料由项目实施单位、省级项目管理单位和

基金会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向申请人提交的银行账户里拨付相应的

救助金，并向省级项目管理单位反馈受助患儿名单及金额。 

10.本项目仅针对申请人在申请救助日的前两个年度 1月 1日（含）

以后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救助，患儿需提供的医疗票据必须在此时间

范围内。 

后三次补助针对上一次救助完成（（指患儿收到救助金，以基金

会救助时间为准）之后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助。 

11.患儿在收到救助金后，请您及时告知所在地项目实施单位，

并有义务配合相关宣传、回访等工作。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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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回 执 单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 

我是申请人      的监护人        （与申请人关系：        ），

身份证号:                   ,监护人手机号:           。现已

知悉并同意《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受助对象通知单》内容。申请

人患有            （疾病名称），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在项目实施单位（医院名称）            接受了诊断/手术/治疗/

康复，医疗费用共计       元，经基本医保、大病救助等报销后自

付部分    元，申请补助金额为        元（最终补助金额以基金会

审核后实际拨付金额为准），请将救助金汇入下列账户： 

户名：                        ， 

开户行：         银行                    支行（填全称）， 

卡号：                        。 

 

  申请人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 

（项目实施单位填写）经我单位审核，有效发票金额    元，

经基本医保、大病医保等报销后自付金额    元，补助金额为     

元。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 

（省级项目管理单位填写）经我单位复核，有效发票金额    元，

经基本医保、大病医保等报销后自付金额    元，补助金额为     

元。 

复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 

（基金会填写）经我单位最终复核，上述申请人提交的有效发

票金额为    元，经基本医保、大病医保等报销后自付金额为     

元，批准实际补助金额为     元。 

复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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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 

半年进展报告（格式） 

 

省级项目管理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一、项目情况 

（包括项目具体实施、宣传推广、总结验收、追踪管理、会议培

训、项目评估、评审、绩效考评、社会效益分析等工作进展） 

二、项目执行情况 

（一）项目进度与工作量。 

1.上半年共收到       份患儿申请资料，初审      人，初审

合格       人，已录入系统       份；共组织       次专家复审，

复审通过     人，未通过     人；发放受助对象通知单     份，

收到填报后回执单、医疗收费票据各       份；进行了       人次

的患儿回访。填写附表 1。 

表 1 半年项目进度与工作量统计表 

序

号 

项目实施 

单位名称 

收到申请

资料份数 

初审 

人数 

初审合

格人数 

录入系

统份数 

专家复

审次数 

复审通

过人数 

发放通知

单份数 

收到回执单、

票据份数 

回访 

次数 

1 
          

… 
          

合计          

2.项目实施以来，截至    月底，本省共收到    份患儿申请资

料，初审    人，初审合格    人，已录入系统    份；共组织     次

专家复审，复审通过     人，未通过     人；发放受助对象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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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收到填报后回执单、医疗收费票据各     份；进行了     人次

的患儿回访。填写附表 2。 

表 2 截至   月底项目进度与工作量统计表 

序

号 

项目实施 

单位名称 

收到申请

资料份数 

初审 

人数 

初审合

格人数 

录入系统

份数 

专家复

审次数 

复审通

过人数 

发放通知

单份数 

收到回执单、

票据份数 

回访 

次数 

1 
          

… 
          

合计 
         

（二）项目执行质量。 

三、经验与存在问题 

（一）项目执行中的经验总结。 

（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四、典型案例收集 

（请提供本省各项目实施单位在执行项目过程中遇到的典型案

例，写明患儿编号、患儿姓名、家庭情况及案例内容。） 

五、项目下半年计划 

六、其他相关文件清单 

（请提供本省各单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项目具体实施、宣

传推广、总结验收、追踪管理、项目评估、论证、绩效考评、社会效

益分析等工作的相关材料文件及照片） 

 

其他附件：项目相关工作材料及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