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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目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成为农村贫困地区突出的社会问题和顽疾。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 2015 年底的调查显示，全国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的占 42%。 

脱贫攻坚，是“十三五”时期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键在于贫困人口脱贫；在脱贫攻坚调研中，因病致贫返贫是一个亟待高度重

视、系统解决的难题。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靶向治疗”，要求

对患病群众既要治疗重大疾病，又要让其走出贫困状态，是高标准高质量严要

求的扶贫方式。 

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是北京市民政局主管的社会性公益组织，其宗旨是

“持续救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基金会秉承“广泛救助、持

续关怀”的理念，对我国贫困重大疾病患者进行公益援助，减少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现象，建立高效、创新、可持续性的公益援助支持体系，提升大病、慢

病患者和家庭的生命质量。 

红心相通健康扶贫项目，通过医药生产企业捐赠、地方政府主导监管、患

者自愿参加，以及面向全社会的广泛宣传，达到“降低药价、减负医保、造福

患者”的目的，服务于 2020 年全面脱贫的国家战略目标。 

目前，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已在陕西省镇安县、蓝田县以及山东省新泰市

等多地成功开展健康扶贫援助项目，不仅节省了病患家庭的医疗费用，更加节

省本地医保资金支出，改善因病致贫返贫这一社会性难题。 

二、项目目标 

1. 为每一位参与项目的贫困大病、慢病患者大幅减轻用药负担，从源头减

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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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全国 100 个地区每地区每年节省医保、农合资金至少 1000 万，减轻医

保负担。 

三、项目方案 

红心相通健康扶贫项目通过慈善援助的方式，使患者的实际支出降低 30%

以上，地方政府在这类药品的医保资金支出降低 30%～50%。 

3.1 项目操作方式 

1. 患者自费购买部分药品； 

2. 基金会按照一定比例免费提供给患者部分药品； 

3. 患者自费购买的药品按医保政策正常参与比例报销。 

整个项目过程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APP、微信公众号），政府可实时

查看项目进展（可精确到每一位申请人），整个项目公开、透明、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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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药品的接收、流通、储存、发放等管理均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3.2 公益援助项目 

 以乙肝一线抗病毒药 恩替卡韦 为例 

适用人群：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临床效果：权威指南推荐，抗乙肝病毒治疗一线用药； 

援助方式：援助药品全国统一价格为 60 元/盒，同时采取半额援助的方式

（患者自费购买一盒，基金会免费援助一盒），最终折算价格为 30 元/盒。 

项目效果（以 30 万人口的县为例）：  

患者参与援助同时享受医保：每年能节省医保支出 1206 万元，每年能为

全地区患者减少自付支出 649 万元。 



 

5 

注： 按照我国乙肝 1%的发病率，30 万人中约有 3000 名乙肝患者需服药治疗。 

参加援助同时享受医保：医保、个人支出情况对比 

 每盒价格 
医保支付 

/盒 

患者自付 

/盒 

单个患者年度支

出 

（医保） 

单个患者年度支

出（自付） 

未参加援助 
149元 96.85元 52.15 元 5036.2 元 2711.8元 

参加援助 30元 19.5元 10.5 元 1014 元 546元 

节省费用 119元 77.35元 41.65 元 4022.2 元 2165.8元 

全国恩替卡韦中标均价 149元/盒，参加援助项目半额援助折合 30元/盒，

单个患者每年需服用 52盒药品，表格数据按照 65%医保报销比例计算。 

 

其他药品以地方政府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由基金会向生产企业定向募捐确定具

体援助比例，医保减负比例在 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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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项目特点 

1. 地方医保压力得到有效缓解，本地患者负担得以大幅减轻，政府多部门受

益，公益性、经济性充分体现； 

2. 整个项目过程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APP、微信公众号），所有行为后台实

时可监控，政府可定期查看项目进展（可精确到每一位申请人），整个项

目公开、透明、可控。 

3. 与 GPO（政府集中采购）模式不同，避免了大型药企通过政府采购行为实

现局地市场垄断现象的发生； 

4. 全智能化平台管理体系，内置 DRGs 管理系统对项目中处方实时监控（按

月、总量），避免药品被套取进而造成政府医保资金损失。 

四、项目实施 

4.1 前期筹备 

1. 政府政策支持：由政府出具正式文件，鼓励各部门积极支持、参与援助项

目。 

2. 项目医生：由卫计局牵头，组织本地区与援助项目相关的医生，由基金会

组织行业专家进行统一培训。 

3. 志愿者团队：由本地政府牵线，与本地已有的公益组织建立联系，成立本

地的红心相通志愿者支队，负责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对医生、患者的志愿

服务，以及公益跑等大型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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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项目启动 

1. 启动大会：由本地政府牵头，援助项目各相关方参与，公开组织启动会，

由地方媒体进行全程报道，让本地民众快速知晓。 

2. 公益推广活动：由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志愿者支队组织，在本地区举办公

益跑等活动，同时对援助项目进行广泛宣传。 

4.3 落地推进 

1. 持续宣传：由基金会配合政府进行在本地的各类宣传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各级医院、社区等线下宣传；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志愿者实地

宣传；各类活动宣传等。 

2. 援助站建设：由基金会完成援助站建设，保证发药正常，且患者可在援助

站按规定实现药品医疗报销。 

3. 爱心募捐：由基金会向本地爱心企业募捐，爱心捐助专项用于本地患者的

药费减免。 

4. 效果监测：由基金会每年度为政府提供援助项目年报。 

五、项目流程总览（镇安县实施案例） 

编号 项目分工 执行方 

1 县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协调各相关部门工作 县政府 

2 组织本县各医疗机构的医生参与、支持援助项目 卫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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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专家对本县医生进行培训 基金会 

4 设立并管理本地援助站，对本地患者进行服务 基金会 

5 召开项目启动会 县政府 

6 组织、参与启动大会的公益跑及其他公益活动 本地公益组织 

7 对启动大会、公益跑以及其他项目相关活动进行正面报道 媒体 

8 配合政府进行在本地的各类宣传工作 基金会 

9 项目执行阶段对医生、患者提供志愿服务 本地公益组织 

10 向本地爱心企业募捐，爱心捐助专项用于本地患者的药费减免 基金会 

11 申请援助 患者 

12 评估患者是否应当服用援助药品 医生 

13 评估患者接受援助条件资料是否齐全 基金会 

14 向患者发放药品 援助站 

15 对患者自费药品按比例报销 医保部门 

16 每年向政府提交项目年度报告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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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实例 

6.1 政策支持文件 

 

6.2 项目启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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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项目宣传 

 

6.4 援助站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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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扶贫相关政策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把扶贫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形成了系统的行动纲领。相关扶

贫政策如下：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于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

贫”，随之，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机构出台《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

案〉的通知》《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对精准扶贫

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工作机制等方面都做了详尽规制，推动了习

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全面开展。 

2014 年 8 月，国务院明确批复，将每年 10 月 17 日设立为“扶贫日”。 

2015 年 10 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脱贫攻坚，是“十三五”时期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打赢这场最

后决战，根本在于严格落实精准扶贫。 

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党中央对

扶贫开发工作高度重视，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

生工程来抓。 

2016 年 6 月，国卫财务印发《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指导意见》，明确

指出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对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实现到 2020 年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其中指出“健康

扶贫”为扶贫的重点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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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康扶

贫是精准扶贫的一个方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在是扶贫硬骨头的主攻方向，

围绕着当前因病致贫的人群采取一些“靶向治疗”是可以考虑采取的。 

2017 年 5 月，全国扶贫宣传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刘永富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开创了扶贫开发新局

面。要以扎扎实实的成效喜迎十九大。 

注：国家扶贫办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现有的 7000 多万贫困人口中，因

病致贫的占 42％，达到 3000 万人。目前患者因病治疗支出中，用药费用占整

体费用近 70%，“大病”治疗药占比甚至超过 90%，因病致贫往往是因药致贫

造成的。红心相通公益基金通过设立疾病对应的药品援助项目，在对应项目下，

患者可以获得多种形式的药品援助，大幅减轻患者用药负担，助力精准扶贫。 

附录二：关于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 

北京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的前身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心相通公益基金（红

基会用于开展药品公益援助计划、基层医生技能培训的专项基金），基金会秉承

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传递社会爱心，持续开展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患者及家庭的援助工作，并在援助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为了更好地履行社会

责任，响应党和国家关于健康扶贫、精准扶贫的号召，对我国数量庞大的大病、

慢病患者群体进行可持续性的公益援助，在红基会领导和北京相关政府部门支持

下，2016 年 11 月红心相通正式注册为独立法人基金会。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在

原基金业务基础上，引入互联网+，强化部门职能，建立更加高效执行体系，为

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援助活动，以实际行动为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奉献力量。 

目前我国大病、慢病患者总数超过 3 亿人，这部分人群往往需要长期持续服

药，而很多面向此类患者的药品都是价格高昂的自费药，这使得患者在失去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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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失去劳动能力的同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造成了大量“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现象。 

传统的公益援助往往将援助对象设定在极端贫困家庭，忽视了数量更为庞大

的一般贫困家庭。一方面由于单个极端贫困家庭所需援助金额巨大导致公益援助

覆盖人群有限，另外一方面并没有降低一般贫困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的比例。 

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北京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政府做好相

关工作，愿意结合自身优势更好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基金会认同“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同时基金会也有回报社会的良好愿望，愿意尽一份力

量响应政府的号召去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基金会的成立也是为了将这种响应变

成一个长效机制，形成一个专业规范的运作平台，对更多的患者家庭进行公益援

助，建立高效、创新、可持续性的公益援助支持体系，提升大病、慢病患者和家

庭的生命质量。 

基金会具有以下优势和特点： 

1. 充足的人力资源。北京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有工作人员 100 多人，各地

志愿者近三万人，这为公益援助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2. 稳定的资金来源。基金会建立了稳定的资金募集渠道，具备了持续运行

的基础。 

3. 高效的运营管理。基金会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成果，建立了高

效、全面、精准的公益执行网络，不断降低公益执行成本，将更多公益

资源使用于援助目标。 

4. 全透明的运营流程。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平台，全部公益执行

过程透明可控，保证公益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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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熟的项目运营经验。基金会目前已成功运营包括伊马替尼、恩替卡韦、

吗替麦考酚酯、峰流速仪等多个公益援助项目，建立了完整的线下援助

点网络，发展了大量的志愿者医生，具有严格的 SOP 体系，确保项目能

够高效、稳定运行。 

基金会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1. 极大减轻患者负担。援助贫困患者，缓解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

促进全国的社会和谐与稳定； 

2. 节约公共医疗资源开支。通过高效运营的健康扶贫项目体系，在维护公

共医疗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可为政府节约大量医保资源支出，提高医保资

金使用效率。 

3. 广泛宣传提升政府形象。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好处在患者中传播，极大

提升了政府实干为民的正面形象。 

联系人： 

项目官员：王瑞       185-1051-5209 

          安思恒     186-1153-1830 

          胡晓龙     185-1596-8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