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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地大校办发〔2015〕11 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办公室关于印发
公费医疗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课部）、各处（室）、各直属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费医疗管理办法（修订）》已

经学校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特此通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办公室

2015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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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公费医疗管理办法（修订）

为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有效控制医药

费用不合理增长，强化对医患双方的制约机制，切实提高师生

员工的医疗保健水平，促进学校改革、发展和稳定，根据《国

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

44 号）、《省卫生厅、省财政厅关于重申省直单位公费医疗经

费不予支付和支付部分费用的诊疗项目与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的

通知》（鄂卫公〔2002〕5 号）以及《湖北省卫生厅、湖北省财

政厅关于省直单位公费医疗服务诊疗项目报销范围的补充规

定》（鄂卫发〔2004〕102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一条 学校成立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公费医疗管理委员

会由分管校医院的校领导、校医院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教职工

代表组成。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校医

院，由校医院院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第二条 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职责包括：

（一）负责医疗基金的筹集和宏观管理；

（二）负责学校公费医疗经费的审查、监督和支出管理；

（三）对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项和发生的重

大争议问题，作出决定和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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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负责学校《公费医疗管理办法》的修订和审核。

第三条 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是学校公费医疗管理的职能

部门和执行机构，其职责包括：

（一）宣传、解释和执行本办法；

（二）执行校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的决定；

（三）主持日常公费医疗管理工作；

（四）收集公费医疗管理中的疑难问题和特殊情况并提出

初步意见，报请校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研究处理。

第二章 医疗基金的筹集和使用

第四条 建立校内医疗基金制度。医疗基金指学校为保障

教职工患病期间的基本医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多渠道

筹资用于教职工基本医疗保障的专项基金。医疗基金包括统筹

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帐户基金两部分。

学校每年从事业费中以全校在职教职工档案工资、离退休

人员基本工资总数的 10%为基数提取医疗基金。每年国家财政拨

付的医疗经费全部进入统筹医疗基金。

凡在校办产业和院系开发编制的我校正式教职工的医疗基

金由其所在单位支付，进入成本。

第五条 建立个人医疗帐户

（一）凡男年龄小于 60 岁、女干部年龄小于 55 岁、女工

年龄小于 50 岁者，从医疗基金中按个人档案工资的 4%划入个人

医疗帐户，其余划入统筹医疗基金；



- 4 -

（二）凡男年龄大于 60 岁、女干部年龄大于 55 岁、女工

年龄大于 50 岁者，从医疗基金中按个人档案工资或退休基本工

资的 7%划入个人医疗帐户，其余划入统筹医疗基金；

（三）个人医疗帐户资金专门用于支付个人符合规定的医

疗费用，帐户资金为个人所用，不得转让，不得继承，不得提

取现金，可以结转到以后年度使用；

（四）离休人员不设立个人医疗帐户。

（五）所有享受公费医疗人员名单及个人帐户金额，由人

事处、财务处每年核准后一次性下达。

第六条 医疗基金的使用办法

（一）全校教职工（不含离休人员）就医时发生的医疗费

用先由个人医疗帐户支付，个人医疗帐户支付完后由医疗基金

支付，但个人要负担一定比例。

（二）离休人员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全部由统筹医疗基金

实报实销。特殊检查及特殊治疗按有关规定办理。

（三）退休人员如在校外（外单位或个体）重新工作者，

工作期间所发生的意外伤害或职业病等不能享受学校医疗基金

待遇。

（四） 建立医疗互助基金

对于教职工中和退休人员中部分医疗费自付额度较大的大

病、重病患者，家庭收入很低，确实难以负担的，学校将通过

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医疗互助基金，以帮助解决一定的困

难。具体另见《教职工重大疾病互助基金管理办法》。

（五）关于学生公费医疗，参见学校《学生医疗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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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对象

第七条 列入事业费开支工资的在职教职工；经学校同意，

保留工资脱产学习的教职工；列入事业费开支工资的离休、退

休人员；经组织批准，长期病休及长期供养的编外人员均可享

受公费医疗待遇；外籍教师和留学生的医疗费按学校人事处、

国际教育学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国家统招入学的大学生（普通本科生、研究生）

取得学籍后其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公费医疗管理范畴（住院部分

纳入大学生医保范畴）。人事代理聘用教职工、合同工、临时

工、进修生、成人教育学员等享受城镇职工或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不享受公费医疗。

第九条 除列入国家和学校组织的免费体检外，其他各种

体检费均为自费。

第四章 公费医疗定点医院和校区医院

第十条 学校按照方便、有效原则确定公费医疗定点医院，

定点医院一般为三甲医院及省、市特色医院。定点医院的具体

名单见附件 1。

公费医疗校区医院包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医院、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汉口校区医务室。

第五章 公费医疗报销范围的界定

第十一条 公费医疗药品（化学名和商品名均需符合）参

照《湖北省直属单位公费医疗用药目录》（第四版）报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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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品、进口药品按照规定自付比例上浮 10%报销，超出范围的

药品原则上不予报销。

第十二条 公费医疗不予报销的详细诊疗项目见附件 2。

第六章 就诊制度

第十三条 校区医院为全校教职工和学生的首诊医院。凡

享受学校公费医疗的患者，一律持学校核发的公费医疗病历挂

号，无病历或病历无照片者，按自费处理。未带校公费医疗病

历的急诊病人就诊时，应先交 100 元押金，待取来病历后再按

本管理办法处理。

第十四条 严格执行卫生部关于门诊用药管理的有关规

定。门诊就诊病人不允许给他人带药。门诊处方量按照医疗常

规，急症 3 日用药量、慢性病 7 日用药量的规定执行。特殊情

况超过上述规定者，需由院长、副院长审批。

第十五条 公费医疗病历应妥善保管，如有遗失，应速到

校医院挂失，凭相关的身份证明在医院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办

理补办手续，未补办病历手续前，医疗费原则上自理。

第七章 转诊制度

第十六条 校医院实行二级转诊审核制度。因病情特殊或

校区医院条件有限需转校外医院的非急诊患者先由接诊医师按

转诊要求进行审核，如符合转诊条件，需在病历上做出记载，

开出转诊单，再由院长、副院长审核，经审核符合转诊条件者，

方能在外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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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节假日，中班和夜班接待的急诊病人，需转诊者

由接诊医师直接转诊，待回校后补办二级转诊审核手续。平诊

转诊 1 月内有效，急诊转诊 24 小时内有效。对非急诊病人，不

允许医师跨科转诊（寒暑假除外)。未办理转诊手续者，其医疗

费用不予报销。

（二）凡符合转院手续到校外医院住院的病人，应持外医

院入院通知单、催款单取限额支票，根据病情每次支票金额

5000-30000 元需校医院负责人签字，30000 元以上及一次住院

累计支票金额100000元以上必须由分管校医院的校领导签字才

能支取，支取时收 20%至 40%的押金。出院后再审核报销，多退

少补。

在校外住院的教职工可办理阶段性结账（不受金额限制）。

（三）因病情需要、市内无条件治疗、需转外地就诊者，

必须有市内三甲医院的证明，校医院备案，经学校公费医疗管

理委员会同意后，方可到外地就诊，并按本办法中的非定点医

院的比例报销（原则上只向上级医院转诊）。

第八章 报销制度

第十七条 职工（含退休）和学生的医疗费用根据情况确

定自付比例。自付比例按下表执行：

医院

比例%

类别

校区医院 定点医院
非定点

医院

门诊 住院 门诊 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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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教职工 15％ 15％ 30％ 30％ 40％

退休教职工 10％ 10％ 20％ 15%-20％ 30％

在校学生 10％ 医保+商险 15％ 医保+商险 50％

凡已确诊为恶性肿瘤的教职工在定点医院肿瘤科或定点肿

瘤专科医院就诊时，个人负担住院费的 5%；在非定点公立医院

肿瘤科或非定点肿瘤专科医院就该疾病诊疗时，个人负担住院

费的 10%。

退休人员住院费（自费部分除外）超过 10000 元时，自付

比例为 15%。

离休人员按照《省卫生厅、省财政厅关于重申省直单位公

费医疗经费不予支付和支付部分费用的诊疗项目与医疗服务设

施范围的通知》（鄂卫公〔2002〕5 号）以及《湖北省卫生厅、

湖北省财政厅关于省直单位公费医疗服务诊疗项目报销范围的

补充规定》（鄂卫发〔2004〕102 号）等有关规定参照执行。

因公（含见义勇为者）负伤，经公安或劳动人事部门认定

后，伤残部位疾病就诊所发生的符合公费医疗规定范围的医疗

费用全额报销。

第十八条 医疗费用的报销按照下列时间予以办理：

（一）门诊费用的报销时间：在职教职工及在校学生每年

度报销 3 次，时间为 6 月及 12 月前后，次年可补报 1 次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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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费；退休教职工每季度末报销 1 次。具体时间以校医院工

作安排通知为准。

（二）住院费用的报销时间：暂定为每周一签字报销（节

假日、寒暑假、特殊情况除外）。

第十九条 报销过程中的几种情况：

（一）凡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人员的医疗费可按规定比例报

销，报销时必须按照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的要求提供转诊单、

相关病历记载及费用明细清单等相关资料。若无病历记载或病

历记载与医疗费收据发票不符者不予报销。

（二）享受公费医疗的教职工床位费按 32 元／天报销，一

般离休人员按 38 元／天报销，重症监护室的床位费按所在医院

普通病房 2 人间床位费的 3 倍标准报销，超过标准部分自费。

（三）对人工晶体、人造关节、人造喉，各种检查、治疗

的导管、支架、心脏起搏器等手术材料限用国内产品。若需使

用进口材料，报销时参照国产同类产品的价格执行。 立体定向

放射装置（γ-刀）、体外碎石、高压氧治疗和经学校公费医疗

管理委员会同意进行器官移植病人的医疗费用，按《省卫生厅、

省财政厅关于重申省直单位公费医疗经费不予支付和支付部分

费用的诊疗项目与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的通知》（鄂卫公〔2002〕

5 号）文件第二条规定执行。

（四）门诊手术费无法提供手术清单者，其手术费用的 5 0%

视为自费。

第二十条 教职工在其他几种情况下的报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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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外居住（武汉市内）的教职工，急诊时的首诊可就

近在二级甲等以上的公立医院诊治一次，凭急诊证明、病历、

正式收据及清单按本办法定点医院规定报销，复诊必须回校医

院就诊；对年龄在 80 岁以上，行动不便的退休人员，可在其住

家附近二级甲等以上的公立医院就诊，凭病历、正式收据及清

单按本办法定点医院规定报销。

（二）教职工、退休人员离校探亲和因公出差时的医疗费用，

凭急诊病历、正式收据及清单按本办法定点医院规定报销，一

般慢性病不予报销。

（三）长期与子女居住外地的退休人员，可就近固定 2 所(1

所西医院、1 所中医院)二级甲等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就诊，并

事先在老干处登记、本人签字备案，报销按本办法定点医院规

定处理。

（四） 教职工自行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若先报公费医疗，

按本办法执行；若先申请商业医疗保险理赔，再报公费医疗，

需准备保险赔付分割单、医疗费用发票复印件、住院总清单复

印件、出院小结复印件等材料。保险赔付加公医报销的金额不

得超过总医疗费用的 100%。

（五）女职工在定点医院分娩，顺产限额报销 1200 元以内，

难产限额报销 1500 以内，剖腹产限额报销 3000 元以内；在非

定点医院（限非营利二甲以上医院）分娩，顺产限额报销 900

元以内，难产限额报销 1200 以内，剖腹产限额报销 2500 元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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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费医疗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为便于药费报销审查，门诊病历记载必须与

处方和交费收据相符。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有权检查报销人员

的住院病历、收费项目以及门诊处方等，有权拒付不合理开支。

第二十二条 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一经查出，除对直接责任人追回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外，暂停其

享受公费医疗，并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结合其认错态度予以处

理：

（一）将本人公费医疗证或公费医疗病历转借他人就诊；

（二）持他人公费医疗证冒名就诊；

（三）私自涂改处方、费用单据，多报冒领医疗费用。

第十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校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未尽事宜由校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讨论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施行前的有关规

定，凡与本办法不符的，均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 学校公费医疗定点医院名单

2. 公费医疗不予报销的诊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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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校公费医疗定点医院名单

华科大附属同济医院、华科大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广州军区武

汉总医院、湖北省中医院、武汉市中医院、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湖北省肿瘤医院（限肿瘤疾病）、武汉市精神病院（限精神病）、

梨园医院（限精神病）、武汉市结核病院（限结核病）、洪山

区疾控中心结核科、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武汉市第八医院（限

肛肠科疾病）、武汉市第一医院（限皮肤科疾病）、武汉市第

三医院（限烧伤科）、武汉市第二中西医结合医院（672 医院限

骨科）、武汉市第四医院（限骨科）、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限

女职工及子女统筹）、武汉市儿童医院（限子女统筹）、武汉

体育学院校医院（限康复科）、东湖医院（限老年病）。



- 13 -

附件 2

公费医疗不予报销的诊疗项目

（一）服务项目类：挂号费（含门诊诊疗费）、院外会诊费、

出诊费、检查治疗加急费、点名手术附加费、优质优价费、自

请特别护士等特需医疗服务（如：点时手术，点名会诊、点名

检查、点名护理、家庭医疗保健服务、特殊病房费等）；伙食费、

特别营养费、住院陪护费、婴儿费、保温箱费、产妇卫生费、

中药煎药费、电话费、电炉费、病房内电视费、电冰箱费、洗

牙费；病历工本费、生活服务费、120 救护车相关费用；建立健

康档案、疾病健康教育，图像记录附加收费；其它或无项目的

费用等。

（二）非疾病治疗项目类：各种美容、健美项目以及非功

能性整容、矫形手术、洁牙、镶牙、种植牙、牙列正畸、色斑

牙治疗、光固化等；呼吸骤停综合症、性早熟、包皮环切、各

种减肥、增胖、增高项目的一切费用；各种体检、婚前检查、

出境体检费；各种预防、保健性的治疗项目（如：各种疫苗、

预防接种、疾病普查、跟踪随访费等）；各种医疗咨询、医疗鉴

定。

（三）诊疗设备及医用材料类：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装置（PET）、电子束 CT、眼科准分子激光治疗仪、人体信息诊

断仪器等检查、治疗费用；眼镜、义齿、义眼、义肢、助听器

等康复性器具；各种自用的保健、按摩、检查和治疗器械；消

毒药品、省物价部门规定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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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肾脏、心脏瓣膜、角膜、皮肤、血管、骨、骨髓

移植外的其他器官和组织移植；近视眼矫形术；气功疗法、音

乐疗法、保健性的营养疗法、磁疗、热疗、水疗、中药浴、药

熏；各种保健性质的推拿按摩项目、心理治疗（精神病患者除

外）、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等辅助性治疗项目。

（五）其他：各类不育（孕）症、性功能障碍的诊疗项目

（如男性不育、女性不孕检查治疗费、鉴定性病检查费治疗费、

违反计划生育的一切医疗费用）；各类科研药物和仪器的临床验

证费用；住院期间加收的其他各类别保险费（安装心脏起搏器

等各类人造器官植入手术的保险费）；就诊路费、急救车费；出

国出境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药品费用；由于打架、斗殴、自杀、

酗酒、交通肇事、医疗事故以及违反学校规定造成致伤致残所

发生的医疗药品费用；超过规定限额经费的超出部分；停止公

费医疗期间所发生的医药费；省市公费医疗管理部门规定不应

在公费医疗经费中报销的费用、未经物价部门核价医疗机构自

行定价的医疗服务、诊疗项目费用或医院自行提高收费标准的

差价部分；由于本人或他人的行为过失造成伤病所发生的医疗

费用;国家、省市公费医疗管理部门最新规定不应在公费医疗中

支出的费用。

（六）不论何种原因，在个体、私立、民营及股份制医疗

机构就诊的医疗费用、教职工及大学生在境外期间及港澳台地

区发生的医疗费、超过报销截止日期的医疗费用均不予报销。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办公室 2015年4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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