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援助政策
目的
本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一致和公正地评估和处理经济援助的所有要求，以支持医院聚焦我们社区的需求提供广
泛的优质健康服务之使命。

范围和适用性
1.谁有资格获取经济援助？
为了符合在斯坦福医院获取经济援助的资格，人们必须满足如下所述的经济标准和紧急/医疗上必须的
标准。
A. 没有保险、保险不足、无资格通过《可负担医疗法案》获取联邦或州项目或合格健保计划之美国和
非美国居民（包括学生）。
B. 年度家庭总收入不超过当前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联邦贫困指导原则四倍的美国居民（相对其家庭
规模而言）。
2.该政策涵盖哪些服务？
A. 提供经济援助能帮助减少紧急和医疗上必须的服务之经济负担。整形美容、实验性和便利服务可
能不被视作该政策项下的紧急或医疗上必须的服务。
B. 本政策涵盖斯坦福健康机构及其受保提供者所提供之服务。附录C提供在医院交付紧急和其他医疗
上必要护理服务的提供者清单（医院本身除外），阐述哪些提供者（或提供者小组）受制于本政
策的对象，以及哪些提供者不受制于本政策。附录C将被定期审查和修订。

政策通知和申请
1.个人和社区将被告知经济援助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A. 在登记后，将向所有患者提供一份经济援助简明语言摘要。另外，该摘要将会应而提供。该摘要
将提供患者可如何获取全部的经济援助政策（简称“FAP”）、一份FAP申请表格和有关经济援助计
划的额外信息。
B. 斯坦福医院将在其网站 http://www.stamhealth.org 提供本政策、一份FAP申请表格和FAP的简明
语言摘要，或收到要求后透过邮递免费提供，并且在医院内的不同地点，包括至少在紧急部门和
入院部门提供本政策、一份FAP 申请表格和FAP的简明语言摘要。

C. 斯坦福医院亦将以领导确定的方式通知医院设施所服务的社区成员有关经济援助计划，以接触最
可能需要斯坦福医院经济援助的成员。

D. 在账单中包括明显的书面通知以告知接收方有关医院 FAP 项下的经济援助，并且包括可提供相关
FAP 和 FAP 申请流程和可获取 FAP、FAP 申请表格和简明语言摘要副本的医院设施办公室的电
话号码与直接网站地址（或 URL）。
E. 在医院的公共地点，包括至少在紧急部门和入院区域设置告知和通知患者有关 FAP 的明显公共展
示。
2.如何申请经济协助。
A. 初始要求可以以书面或通过电话做出，但是在最终决定做出之前需要完成并提交FAP申请表格。除
采取广泛宣传 FAP 的措施之外，一旦某人提出经济援助的请求，该人士将被告知本政策，并且向
其发送申请表格和 FAP 简明语言摘要副本。若该人士仅能说有限的英语或不会说英语，该等文件
将以西班牙语或克里奥尔语（如适用）提供。
B. 在某些情形下，斯坦福医院可以在做出经济援助申请之前或在未做出任何经济援助申请的情况下
提供经济援助。该等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1) 患者没有永久住址；
2) 对于已经身故的患者，已经判断其没有公开财产或该财产资不抵债；以及
3) 斯坦福医院可自行酌情按照个别案例作出判断的其他情况。
C. 经济援助请求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这意味着一名个人可以在获取服务之前、期间或之后，包括
代收欠款公司向该人士启动行动之后，提出请求。

完成申请
一名个人或其法定监管人可完成申请。如果您对完成经济援助申请有任何问题，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203276-7572。
1. FAP申请需要如下信息：
a.
b.
c.
d.
e.
f.
g.
h.

请求日期
请求人（如果患者是未成年人，父母或监管人）
患者姓名
社工卡号码
患者的出生日期
患者地址
电话号码
家庭的成员人数

i. 最近十二（12）个月（最近提交的纳税申报单）和最后一个月（工资存根）的家庭收入。
个
j. 可用资产
k. 签署申请并注明日期

2. FAP申请亦需要如下信息（斯坦福医院可以用于核实申请人的年度家庭总收入）。如果无法获取该信

息，申请人无须提供以下各项：
a.
b.
c.
d.
e.

最近一个月期的工资存根
失业补偿证明
任何联邦或州福利的证明
银行账户或投资报表
已公证的自我认证（作为收入证据）

如果已提交的FAP申请并不完整，医院应在提交后三十（30）天内通过向医院拥有的申请人地址发送常规邮
件的方式书面通知申请人该申请并不完整，并且通知申请人所遗漏的必要信息。申请人将获得提交遗漏信息
的合理期限（不少于额外的三十（30）天）。

判断经济援助的资格和金额
只有在提交附随必要文件的完整经济援助申请表格后，才可判断经济援助资格和金额。该表格必须提交至患
者业务服务部门的经济援助顾问，可以通过拨打客户服务部门电话 203-276-7572 的方式接触经济援助顾
问。
当审查经济援助申请时，斯坦福医院将采用如下所列的程序。决定应逐一按个别情况处理，但应依照本政策
处理：
1. 应在收到完整申请后的30 天内做出资格和经济援助等级的判断。指派的经济援助顾问在收到并审查所
有要求的信息和资料后将处理申请。
2. 斯坦福医院将依照如下内容判断申请人是否有资格获取该政策项下的经济援助：
• 斯坦福医院将与已生效的联邦贫困线指引（FPG）比对患者的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
• 斯坦福医院将依照如下内容计算净资产：申请人的主要居住地和主要车辆被排除在资产之
外。
• 在确定经济援助的评估中可使用任何额外不动产和个人财产。
• 组合储蓄和支票账户中的现金金额也将被用于确定经济援助。
• 申请人须应请求提供充足的支票/储蓄账户文件。
• 可接受的文件将包括当前银行存折和银行对账单。
3. 通常征收的金额（简称 “AGB”）将对征收金额使用回顾法计算。（人们可以提出请求获取具体AGB百
分比和计算的描述）。

4. 假定该人士有资格获取经济援助，斯坦福医院将确定适用的援助金额。
对于收入在 FPG 200% 到400% 之间的人员，如果患者的年度家庭总收入满足或不超过最近 FPG
的四倍，斯坦福医院应依照斯坦福医院的经济援助计算表确定服务的折扣等级。折扣将应用于患
者的义务，对于没有保险的患者而言，则为基于回顾法的AGB；或对于受保患者，可扣除、共同
支付或共同保险的义务将以患者年家庭年度总收入的 FPG 和斯坦福医院的经济援助计算表确定。
滑动比例图将为患者义务提供如下述的折扣：
FPL 的200% 至 FPL 的250%
FPL 的251% 至 FPL 的300%
FPL 的301% 至 FPL 的350%
FPL 的351% 至 FPL 的399%
400%

100% 折扣
90% 折扣
80% 折扣
70% 折扣
60% 折扣

5. 对于支付未付余额，许可使用支付计划。该计划项下的每月支付之最大期限为一年；例外情形可以按
每个案例逐一评估。支付计划项将不会收取利息。
6. 如果患者是通过提供不同于前述的条款和条件之公认第三方慈善推广项目而推荐给医院，斯坦福医院
可能参与该项目，而本政策将按需要做出修正，以便合规。
7. 除非本段落以下另有规定，否则基于对完整申请的审查，被确定有资格获取本政策项下经济援助的患
者应在自决定做出之日起的一（1）年内仍有资格（无须采取进一步行动）获取如此确定的援助等级。
确定日期为初始确定日期，或在完成上诉后的确定日期（如果提起上诉）。尽管存在上述规定，如果
情况变化，患者认为需要额外的经济援助，在该一（1）年的期限内，患者可以再次做出申请，并且可
能获取该政策项下的额外经济援助（如适用）。
8. 如果获得该政策项下经济援助的患者其情况随后出现重大的变更（诸如由没有保险变成有保险的状
态）；期待患者将会通知斯坦福医院经济顾问 (203) 276-7572，以便日后将该等事宜考虑在内。此等
正面的情况变更将不会减少已经给出的经济援助。此外，除了变更明显的可能使得对经济援助作出不
同的决定，患者无须报告轻微变更的情况。
如果斯坦福医院了解到经济援助的申请人在申请流程中提供重大的虚假信息，斯坦福医院可在其审查申请或
对经济援助的持续合格性考虑该等信息。

决定通知
在审查每份完整的经济援助申请请求和做出决定之后，斯坦福医院将在经济援助批准函上填上如下信息，并
一并提供 FAP ID卡 ：

a. 决定日期
b. 患者姓名
c. 患者病案号
d. 生效日期
e. 由合适指任人作出的合格性判断（批准/拒绝）
f.

批准的折扣金额。

如果经济援助请求被拒绝，斯坦福医院将在经济援助决定表格上记录拒绝请求的原因，并向患者或法定监护
人给出或邮寄拒绝信函。
斯坦福医院将存档完整的经济援助申请请求之通知副本（拒绝或批准）。
患者可以对经济援助的拒绝进行上诉，并且可以对援助等级做出上诉。患者可以通过向其指定的经济顾问
打电话、向客户服务发送电子邮件、书面告知经济顾问的方式或亲自在 PBS 部门提起上诉。如果患者提起
上诉，斯坦福医院经济顾问、患者业务服务的团队主管或经理将再次审核患者的文件，包括任何新提交的材
料，并将再次记录其批准或拒绝，并且依据本章节在上诉提交后的三十（30）天内通知患者。
如果该人士表明其喜欢接收电子通知和通讯，医院依照本政策做出的所有书面通知或通讯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或其他电子通讯方式提供。

传递经济援助政策
医院登记职员负责确保在患者登记时免费分发简明语言摘要。斯坦福医院将告知询问斯坦福医院服务费用的
人士有关医院的经济援助政策，并且将在医院的紧急部门和登记地点以及其他合适的公共位置，包括候诊室
和门诊部，在显眼的地方张贴有关斯坦福医院经济援助政策的标示。根据要求，斯坦福医院将定期更新在医
院网站上发布的本政策和附件 C。

征收活动
斯坦福医院将从代表医院遵守本政策的代收欠款公司获取书面同意，包括向患者提供如何申请经济援助信息
的同意（如适用）。斯坦福医院所使用的任何代收欠款公司在向欠下斯坦福医院金额的患者提起法律行动以
征收欠款前，必须获取斯坦福医院的书面同意。
当医院确定患者是否合资格获取援助时，如果患者已经提交完整的经济援助申请，包括任何必要的支持文
件，斯坦福医院将不得采取 ECA（见如下定义）。
除非在提请征收债务之前至少十五（15）天向患者提供提请征收债务的通知，否则不得提请征收债务。

除非依照其收费和征收欠款政策，否则医院将不得从事非常征收行动（简称 “ECA”）。（可以向以下提供的
经济部门联系方法提出并获取收费和征收欠款政策）。ECA包括以下各项：
(i) 提起向患者收账的任何法律诉讼（但不包括在未判决的破产程序中提起索赔）
(ii) 向信用报告机构或征信机构报告
(iii) 对个人财产创立留置权（除非是就关于已提供之护理的个人伤害，在做出判决或和解后，州法律
许可创立的留置权）
(iv) 扣押或没收任何个人银行账户或其他个人财产
(v) 扣发工资
医院将不会从事以下的 ECA
(i) 取消不动产赎回权
(ii) 使得某人成为扣押财产的对象
使某人被捕
(iii) 除非满足某些条件，否则向另一方出售某人的债务
(iv) 因不支付先前的账款，延迟或拒绝医疗上必要的照管或要求在提供照管之前进行支付。
提起破产索赔不被视作 ECA。

报告和合规
斯坦福医院将就经济援助计划向康涅狄格州提交必要的报告。
获授权的内部雇员会执行 FAP 决定的定期审查，以确保符合医院的政策。

联系信息
为了获取有关经济援助计划的更多信息或做出经济援助申请的请求，拨打 (203) 276-7572以联系经济援助
人员。如提出请求，可以提供外国语言，包括西班牙语和克里奥尔语的翻译。
一旦您完成了您的经济援助申请，请联系您的指定经济援助顾问以安排会面。请提供所有要求文件的副本，
以便处理申请。
斯坦福健康机构
康涅狄格州
斯坦福
华盛顿大道1351号7楼（邮编：06902）
或
传真至：203-276-7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