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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参加《杭州市在职职工医疗互助
保障办法实施细则》政策指南
◆ 一、互助对象

2、医疗互助保障金补助程序：

全区参加本互助办法的在职职工。

◆ 二、互助项目和交费标准
本次医疗互助保障办法有三种项目：

第一种

住院和规定病种门诊自负医疗费补助互助保障，交费标准为每人 36 元/
年；

第二种

重大疾病及住院生活补助互助保障，交费标准为每人 60 元/年；

第三种

女职工特殊疾病补助互助保障，交费标准为每人 20 元/年。

女职工可同时参加以上三种互助内容（每人 116 元/年），男职工可同时参加前两
种互助内容（每人 96 元/年）。

◆ 三、互助期限

互助期限为一年，起止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到 12 月 31 日 24 时止，每期
交费一次。

◆ 四、资金来源
职工医疗互助金可由个人、单位行政及工会自行缴交，也可由个人、单位行政及
工会共同缴交。
对于 2018 年参加第一种住院和规定病种门诊自负医疗费互助保障的职工，由
区总工会补助每人 11 元。

◆ 五、享受待遇
参加互助保障项目
住院和规定病种
门诊自负医疗费
互助保障（36 元）

最高补助金
30200 元

保障内容
二级以上医院住院自负
医疗费和规定病种门诊
自负医疗费

注：
补助金不足 100 元补足 100 元；
总补助金为各段按比例计算之和。
重大疾病和住院生活补助
互助保障（60 元）

15000 元

30 种重大疾病
二级以上医院住院生活补助
原位癌、甲状腺乳头状癌、甲
状腺滤泡型癌

补助标准
1000 元以下的部分补助 20%；
1001-10000 元之间补助 50%；
10001-15000 元之间补助 90%；
15001-50000 元之间给予 60%的特殊医疗救助。
15000 元
100 元/天，
最高 2000 元
5000 元

注：
重大疾病与住院生活补助不重复享受；
原位癌、
甲状腺乳头状癌、
甲状腺滤泡型癌与住院生活补助可同时享受。
女职工特殊疾病
互助保障（20 元）

20000 元

6 种原发性妇科癌症
6 种妇科癌症的原位癌
6 种妇科癌症以外的子宫全切术

20000 元
5000 元
2000 元

(三项互助内容同时参加的，最高可享受补助金 65200 元)
一个互助周期内各互助项目领取最高补助金后，当期对应项目保障待遇即告终
止；住院和规定病种门诊项目医疗费补助必须是在余杭区（杭州市）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发生符合医保开支范围，并经余杭区（杭州市）统筹基金支付后个人承担的自负医
疗费（不包括自理、自费）；申报重大疾病、女职工特殊疾病及原位癌补助金的必须是
首次患有方可享受对应项目的保障待遇；当一次住院时间跨两个互助年度时，按两
个互助年度并按日分别结算。

◆ 六、办理程序

1、参加医疗互助程序和要求：

（1）程序：职工申请参加医疗互助，由所在单位工会以团体形式组织参加，不接
受个人申请参加。互助金由所在工会统一收交，并将单位的团体申请表、参加人员
名单和社保结算表报所属的镇局级工会确认备案。各镇局级工会应将各参加互助
单位的团体申请表、人员名册和社保结算表上传至智慧工会管理平台。
（2）各单位参加医疗互助应提供以下资料：
①《杭州市在职职工医疗互助团体申请表》
《杭州市在职职工医疗互助参加人员
名册》纸质版各 1 份（须加盖单位公章或工会章）和对应的电子版。
②社会保险基金结算表复印件（联合工会下属参保企业都要提供）。
③以单位名义交缴的互助金汇款交费凭证。
（3）职工人数 50 人以下单位参加人数不低于 90%，50 人至 100 人的单位参加人
数不低于 80%，100 人以上单位参加人数不低于 70%（每个互助项目参加人数都必须
符合比例要求，
联合工会下属参保企业同样要求）。
（4）在一个互助周期内，
各单位工会可为本单位新增职工补办职工医疗互助手续，
但须在签订劳动合同的三十天内携带劳动合同等相关资料办理，
办理手续同前。
（5）互助金由各镇局级工会统一收交后直接汇款至余杭区职工医疗互助专户，
并附
“参保单位明细表”，标明参保单位、项目、人数和金额。

（1）职工申请医疗互助补助可以直接在“杭工 e 家”APP 或杭州工会网上服务大厅
自行申请，也可到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窗口办理。由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核准（其
中第二、
第三种互助项目由市总工会审核通过）后，将补助金打入申请人银行卡。
（2）申请保障金补助需对应提供以下
资料：
①填报《杭州市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
障金申请表》一式一份。
②申请住院自负医疗费补助的，需提
供余杭区（杭州市）二级以上医保定点医
疗机构或医保部门出具的住院收费收据
及住院结算单、出院记录（出院小结）原件
或复印件。杭州地区以外的二级以上医
院就医产生的医疗费，需经余杭区或杭州
市各区县（市）医保结算后，凭费用结算单
申请补助。
③申请重大疾病和女职工特殊疾病
补助的需提供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出院
记录（出院小结）和术后病理报告或血液

检验结果等报告单（如医生确定不适宜做
手术的，需提供穿刺活检或内窥镜活检报
告）。如有需要，可不限上述范围要求职
工提供其它诊疗材料。
④申请住院生活补助的，需提供二级
以上医院出具的收费收据、出院小结等材
料。住院补助天数按收费收据中标明的
日期算头去尾确定。
⑤本人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⑥本人银行卡复印件。
⑦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的其它证明材
料。
参保人员如在“杭工 e 家”APP 或杭州
工会网上服务大厅申请补助的，则需将上
述材料在 APP 上拍照上传。

（3）申请补助注意事项
①在一个互助周期内达到退休年龄
或调离参加单位的，不影响该互助期内的
互助待遇，如发生符合补助情形的，可依
《办法》规定申请补助。
②根据审计要求，互助周期内应享受
的保障待遇，最迟申请补助时间为次年 3

月 31 日（女职工生育申请补助的可延迟至
次年 5 月 31 日），逾期一律不再受理。
③由镇局级工会帮助办理补助手续
的，需提供“余杭区企业在职职工医疗互
助报销上报统计表”，标明单位名称、姓
名、身份证号码、参保和上交时间。

◆ 七、免责规定
未按规定时间参加杭州市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的单位职工，住院和规定病种门
诊自负补助执行 30 日免责期，30 种重大疾病、住院生活补助和 6 种原发性妇科癌症补助
执行 60 日免责期。

◆ 八、除外责任
7、女职工先兆流产、待产等保胎类住
院，不属于职工医疗互助补助范围。
2、各种美容、健美项目以及非功能性
8、在医疗机构出具的收费收据上已明
整容、矫形手术，各种减肥、增胖、增高等项 确标明的减免、救助、补贴等费用部分和已
目，
不属于职工医疗互助补助范围。
明确由市、区、县（市）人社局、民政局、卫计
3、各种健康体检及预防、保健性的住 委等相关部门或所在单位予以减免、救助、
院治疗不属于职工医疗互助补助范围。
补贴的费用部分不属于住院自负医疗费补
4、在各类康复医院或康复病区（科室） 助。
住院治疗的不属于职工医疗互助补助范围。
9、因违法犯罪、故意自伤、自残、自杀、
5、各种颈椎、腰椎、肩周炎、关节炎等 打架斗殴、酗酒、吸毒、交通事故、工伤事
慢性疼痛伤病的非手术治疗的理疗类住 故、医疗事故等原因住院的。
院，
不属于职工医疗互助补助范围。
10、在杭州地区以外住院后未经医疗
6、各类精神疾病住院治疗的，不属于 保险参保地区医保结算的。
职工医疗互助补助范围。
11、其它非因疾病原因住院治疗的。
的。

1、不符合参保条件而参保本互助保障

◆ 九、案例解析

余杭区交通集团某职工 2016 年 12 月
参加了“杭州市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
三种项目，即住院和规定病种门诊自负医
疗费互助保障（36 元）、重大疾病和住院生
活补助互助保障（60 元）和女职工特殊疾
病互助保障（20 元），合计缴费 105 元（其中
针对第一种项目区总工会补助每人 11 元/
年）。2017 年 7 月发现乳房肿块，被确诊为
乳 腺 癌 ，住 院 手 术 治 疗 ，自 负 医 疗 费
3061.77 元。按照 2017 年《杭州市在职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办法》补助标准，得到第
一种项目（36 元）补助 1000*20%+2061.77*
50%=1231 元；符合第二种项目（60 元），即
在 2017 年度首次患国家医师学会规定的
30 种疾病之一的，得到 15000 元的补助金；
符合第三种项目（20 元），即在 2017 年度首
次发现患有 6 种妇科癌症之一的，得到一
次性互助保障金 20000 元，合计得到补助

36231 元。
2、区局级机关某职工工作期间感觉
身体不适，后去医院检查，诊断为食管恶
性肿瘤，住院接受治疗，花去自负医疗费
15828.83 元。因参加了在职职工医疗互助
36 元和 60 元两个项目，按照补助标准，即
在 2017 年度首次患国家医师学会规定的
30 种疾病之一的，得到 15000 元的补助金；
得 到 36 元 项 目 补 助 1000*20% + 9000*
50%+5000*90%+828.83*60%=9698 元，共
计得到补助金 24698 元。
3、南苑街道某职工 2017 年初确诊为
十二指肠间质瘤，先后 3 次住院治疗，住院
自负医疗费为 26181.25 元，按照《杭州市
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办法》，因参加在
职 职 工 医 疗 互 助 36 元 项 目 ，得 到 补 助
1000*20% + 9000*50% + 5000*90% +
11181.25*60%=15909 元。

杭州市余杭区总工会 2017 年 11 月
职工如有不明事宜请咨询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 86139999
■记者 宋晗语

通讯员 郑敏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