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政 (2021)3o号

邓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邓州市精准防贫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的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区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

《邓州市精准防贫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知通



邓州市精准防贫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为建立精准防贫长效机制,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等七部委《关

于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意见》第八条和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关于 ⒛21年银行业保险业

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通知》(银保监办发 (⒛21)狃 号 )、 《中

共邓州市委 邓丿刂l市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邓 发 (2021)9号 ),结合邓州

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讲话精神和

省、南阳市、邓州市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决策部署 ,坚持问题导向,突 出精准要义,有效防止返贫

和产生新的贫困人 口。瞄准返贫致贫风险较大的脱贫人口、处于

贫困边缘的低收入农村居民两类临贫易贫重点人群 (以 下简称
“
两

类人群
”),抓住因病、因学、因灾、因意外事故等致贫返贫主要

因素,分类设置精准防贫标准和程序,建立未贫先防、近贫预警、

骤贫处置、脱贫保稳精准防贫机制,用 市场的办法防贫堵贫,从

源头上筑起发生贫困的
“
截流闸

”
和

“
拦水坝

”,基本消除因病、

因学、因灾、因意外事故等致贫返贫现象,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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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原则

(一 )政府投保,群众受益。

市政府投入保费 300万元,创建
“
精准防贫保险

”,按 “
两类

人群
”
每人每年 60元保费标准为全市 4万余人农村居民购买保险 ;

农村居民不需要缴纳保费,出 现因病、因学、因灾、因意外事故

等致贫返贫因素时,经认定符合条件的
“
两类人群

”
可以获得相

应赔付。

(二 )采购服务,规范运行。

“
防贫保

”
的投保主体为市政府,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市政府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

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保险公司。保险周期为一年。此项工作在

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

部署下进行,乡 村振兴局、银监办、医保局、教体局、民政局、

公安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税务局、金

融服务中心、银行分别负责相关数据实时监控、定期提供或接受

信息查询,财政局负责资金筹措与审核拨付,审计局负责进行审

计监督,保险公司负责
“
两类人群

”
调查核实认定、确定赔付对

象。乡镇街道、行政村和帮挟单位、帮扶责任人负责政策宣传 ,

配合保险公司开展核查、防贫对象评议公示,做好帮扶措施落实

等工作。

(三)预警监测、事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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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做到
“
实事求是、公平公正、严格程序、接受监督

”,健

全两项机制。一是防贫预警机制。防贫对象不事前确定、不事先

识别,设定因病、因灾、因学、因意外事故等可能致贫返贫的
“
警

戒线
”,通过建立部门监控、乡村排查、农户申报等途径相结合的

预警机制,第一时间发现致贫返贫隐患,框定纳入调查认定的人

员范围。二是防贫保障机制。纳入防贫范围的人员,经调查确认

符合救助条件的按标准发放保险金,筑牢精准
“
防贫墙

”
。

三、对象范围

具有邓州市农业户籍的常住居民,凡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

纯收入低于本方案规定标准,且符合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

规定的,可按程序认定为防贫对象。具体如下 :

(一 )返贫风险较大的脱贫人口。主要指符合⒛⒛ 年脱贫标

准,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上年度国家低保标准的 1.3倍 ,且

具有因病、因学、因灾、因意外事故、因产业不稳、因就业不稳、

因收入来源不稳定或者不可持续等潜在返贫风险的脱贫户。(注
:

⒛⒛ 年我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 4560

元,1。 3倍为 5928元 )。

(二 )纳入扶贫监测的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因难户。主要指

一般农户,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上年度国家低保标准的 1.3

倍,且具有因病、因学、因灾、因意外事故、因产业不稳、因就

业不稳或其他潜在致贫风险的非建档立卡贫困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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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有就业能力的成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不 自食其力

的;连续三年以上 (含 )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在

监狱服刑的人员。

2.法定赡养 (扶养、抚养)人未按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 (通

过法律手段经法院判决后仍未履行义务的除外 )。

3.危害国家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因 打架斗殴、酗酒、

赌博、吸毒、酒驾毒驾肇事等原因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

4.有 恶意隐瞒相关事实和弄虚作假行为的;隐瞒或不提供家

庭真实收入、出具虚假证明的;拒绝相关单位、保险公司调查 ,

不提供或不如实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配合需要本户配合事项的。

5.市政府认定的其他不予救助人员。

四、补助标准

(一 )因病防贫保险金补助标准。

因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在扣除各种医疗保险报销、医疗

救助和政福保等其他社会帮助后,个人负担医疗费数额较大,导

致家庭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

纳入信息管理系统的边缘低收入农村居民、突发困难群众、

返贫风险较大的脱贫人口。以自付医疗费用 50OO元为预警线,超

出预警线且经查勘认定符合条件的,全额按照阶梯式比例发放防

贫保险金,其 中自付费用 50OO元 (含 )以 内部分不予补助,50OO

-10000元 (含 )部分补助 30%,10000— 20000元 (含 )部分补

助 50%,⒛ 000元 以上 (含 )补助 70%。 最高补助限额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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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自付费用指在境内公立医院或二级甲等以上民营医院发

生的医疗费用。

每月由保险公司前往医保部门调取数据或接受乡村、农户申

报后进行甄别调查核实,确定防贫对象。

(二 )因 学防贫保险金补助标准。

返贫风险较大的脱贫户和处于贫困边缘的低收入农村居民子

女,注册正式学籍、在接受义务教育之外的全 日制学历教育 (包

括顶岗实习,不含高费择校;学校范围不包括境外高校 )期 间 ,

以年支付学费、住宿费、教科书费 (以 学校正式收费依据为准 )

8000元 为起付线,对经核实可能致贫返贫的,相应费用超出起付

线 30OO元 (含 )以 内部分按 50%比例补助,30OO-5000元 (含 )

部分按 70%比例补助,5000元 以上部分按 90%比例补助,最高补

助 1万元。

每年 ⒏10月 份 ,由 保险公司前往教育部门调取数据或接受乡

村、农户申报后进行甄别调查核实,确定防贫对象。

(三 )因 灾防贫保险金补助标准。

在全市行政区域内,由于火灾、水灾、风灾、雹灾、雷灾自

然灾害 (地震除外 )、 交通事故 (找不到赔付人或赔付人无赔付能

力)及其它突发类灾害或事故造成
“
两类人员

”
家庭财产损失 ,

导致家庭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

1.自 然灾害类。以 1万元为起付线,家庭损失 (不包含现金

及金银首饰)超过起付线的,1万元以上的,扣除 1万元起付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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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部分在 1万元以下的,由保险公司按照 40%比例补助防贫保

险金;超出 1万 (含 )至 3万元的,按照 6O0/0比 例补助防贫保险

金;超 出3万元及以上的,按照 80%补助防贫保险金;每户年补

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3万元。

2.交通事故类。经相关部门履行程序后,未得到相应赔偿或

虽已得到赔偿但需要长期医治,可能导致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的

家庭,分以下两种情况补助防贫保险金;一是因财产损失过重可

能返贫致贫的,参照因灾办法补助防贫保险金;二是因医疗花费

过高可能返贫致贫的,参照因病防贫办法补助保险金。

每月由保险公司前往民政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调取数据或

接受乡村、农户申报后进行甄别调查核实,确定防贫对象。

(四 )其他类补助标准。

因其他不可预测、不可防控的因素导致突发状况的,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调查核实后,针对可能造成返贫致贫的原因进行适

当的救助,每户最高限额不超过 2万元/年。

每月由保险公司根据乡村、农户申报后进行甄别调查核实 ,

确定防贫对象。

五、工作流程

(一 )信息收集。保险公司定期前往医保局、教体局、民政

局、公安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税务局、金融服务中心、银

行等相关单位获取防贫人员信息数据;同 时,防止个别对象因相

关费用低于预警线等原因未被监测到,乡 镇 (街道)每月对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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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DZD-2021-ZF005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邓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⒛21年 12月 7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