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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弗吉尼亚州的医疗补助计划 

在弗吉尼亚州，医疗救助计划由医疗救助服务部（DMAS）管理。该计划的资格审查则是

由当地的社会服务部（DSS）决定。 

 

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 

从 2014 年开始，没有得到医疗补助（Medicaid）的大多数人必须注册医疗保险，否则将

支付罚款。如果您目前正在接受 Medicaid 或 FAMIS（家庭获得医疗保险计划：Family 

Access to Medical Insurance Security）福利而且您的情况没有发生改变，您可能会仍然享

受这些福利。当您的情况需要更新，当地的社会服务部（DSS）会审核，有任何变化也会

以书面形式让您知道。如果您失去了您的 Medicaid 保险，一个提示会自动发送到联邦医

疗保险市场。如果您需要帮助申请医疗补助或保险，请访问 Cover Virginia 网站 

www.coverva.org 或拨打免费电话：1-855-242-8282•TDD：1-888-221-1590。要直接申请医

疗保险，补贴或预付保险费税收抵免（ APTC）申请，请访问联邦医疗保险市场 

www.healthcare.gov 或致电 1-800-318-2596（TTY：1-855-889-4325 ）。 

 

医疗补助（Medicaid） 

Medicaid（有时也称为“FAMIS plus”）是一个医疗补助计划，帮助支付医护费用。为了有

资格获得医疗补助，您的收入和资产必须有限的，并且必须是医疗补助计划受保的个人

群体之一。见第 6 页上的“受保群体”。 

 

Medicaid 计划是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共同资助。不是每个有高额医疗费用的人都符合条

件，但同一群体内的所有人有相同的待遇。 

 

Medicaid 提供全保或有限保险。 

● 全保提供包括医生、医院和医药服务在内的全系列福利。 

● 为满足 Spenddown（抵降保费）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有时间限制的保险；有限保险

还提供给通过“Plan First 计划”可能有资格获得家庭生育服务的男士和女士。 

 

http://www.dmas.virginia.gov/
http://www.coverv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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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S（家庭获得医疗保险计划：Family Access to Medical Insurance Security）（类似于给

儿童、父母和怀孕妇女的医疗计划）和参加 Medicaid 的老年人、盲人和残疾人都有自己

独立的手册，可以从 DMAS网站或当地 DSS 办公室获取。 

 

我该如何申请医疗补助？ 

弗 吉 尼 亚 医 疗 补 助 的 申 请 可 在 CommonHelp 网 站 完 成 

https://commonhelp.virginia.gov/access/ 。 可 从 弗 吉 尼 亚 DSS 网 站 打 印 申 请 表 

www.dss.virginia.gov/form/。您也可以联系您居住的市或郡的当地 DSS 办公室，提出申请

或寄出申请。当地 DSS 办公室（有时称为“人性化服务”或“家庭服务”）的电话号码已列在

电话簿蓝页网上 http://www.dss.virginia.gov/localagency/。在某些医院也可以提出申请。

您也可以通过 Cover Virginia Customer Care Center 提出医疗救助申请，电话：1-855-242-

8282，网站 www.coverva.org。 

 

申请必须由需要补助的人签署，如果不是则必须由申请人的法定监护人、保护人、律师或

授权代表来完成或签字。电子签名和电话签名是可以接受的。18 岁以下孩子的家长，监

护人、成年授权代表或看护人，必须为其申请签字。18 岁以下的孩子不能为自己申请，

除非他们是被解放的获得了自主权的（emancipated）。但是，如果 18 岁以下的孩子有他

或她自己的孩子，他或她可以作为父母为孩子申请。面谈并不是必须的。您可以通过

CommonHelp指定一个申请顾问或助手来帮您完成申请，但该指定者不能为您签署申请。 

 

弗吉尼亚社会服务部门（VDSS）网上的筛查工具，可以帮助确定您或您的家人是否有资

格 获 得 医 疗 补 助 。 关 于 筛 选 工 具 的 更 多 信 息 ， 可 以 在 VDSS 网 站

https://commonhelp.virginia.gov 和 www.coverva.org 网站上找到。当地 DSS 的资格认定工

作人员将最后决定您是否有资格。 

 

我需要提供什么信息？ 

医疗救助申请人需要提供他们的社会安全号码，弗吉尼亚州居民声明，并可能被要求提供

美国国籍和身份。如果您不是美国公民，必须提供有关您的移民身份信息和文件。一些移

民有资格获得 Medicaid 全保；其他人可以有资格获得仅限于紧急服务的 Medicaid 支付。

如果您怀孕了，您会被要求回答您有多少婴儿以及预产期。不再需要提供怀孕的医学证明。  

 

您的收入必须在申请中列出。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如薪资和自我雇佣，以及其他收入，如

社会保障、退休金、某些老兵的伤残补助金、赡养费等等。子女抚养费（Children Support）

一般不计算在内。收入来源加在一起，与限定的收入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有资格。您也

http://www.dmas.virginia.gov/
https://commonhelp.virginia.gov/access/
http://www.dss.virginia.gov/form/
http://www.dss.virginia.gov/localagency/
http://www.coverv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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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verv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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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问起您是如何报税的，以确保我们计算了正确的收入和家庭成员。 

 

收入限额因受保群体和受保范围的类型而异。总的“毛收入”是已评估的；根据医疗补助政

策，扣除是允许的，其余所得的量与合适的 Medicaid 补助限额相比。 “毛收入”是指，扣

缴所得税或任何扣款之前的金额。当我们计算您的收入是否符合 Medicaid 限额时，您的

账单或债务是不使用的。 

 

有些申请者除了收入之外，满足了 Medicaid 资格的所有要求。这些申请者可以提交一份

“抵降保费（spenddown：有些人的收入过高，不满足 Medicaid 资格。超出了 Medicaid

规定的收入的那一部分，被称为“超额收入”。如果这些人把这部分“超额收入”花在了医疗

费用上或者产生了一笔与“超额收入”相等的医疗费用。那这些完全用在医疗费用与“超

额收入”，就被成为 spenddown。如果减去 spenddown，申请人的收入符合标准，也是

可以申请 Medicaid 的。）”。Spenddown 金额就像是医疗扣除——如果医疗费用比

spenddown 金额高，那申请者可能有资格获得有时间限制的 Medicaid。如果需要

spenddown，您将被要求报告您的资产，并提供其价值的证明。 

 

谁在做决定？需要花多长时间？ 

一旦签署的申请被接收，当地 DSS 工作人员将决定您是否符合 Medicaid 受保群体（见受

保群体部分）要求，且您的资产（如果需要）和收入是否在限额内。您可以拥有的收入和

资产金额，以及仍然拥有获得 Medicaid 的资格，将取决于您有多少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

以及您所在的受保群体设立的限制。 

 

当机构收到签署的申请之后，根据您的Medicaid申请，资格的决定将在 

(1) 在 45 个自然日做出 或 

(2) 对于怀孕的孕妇和弗吉尼亚健康部门的每位女性生命计划（BCCPTA）

参加者，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 

 

一份关于您的申请是否已被批准或被拒绝的书面通知，将会邮寄或提供给您。如果您不同

意该决定，您可以提起上诉（见何时以及如何提起上诉部分）。 

 

Medicaid 从什么时候开始？ 

Medicaid 保险通常在您申请的和被认定为符合资格的那个月的第一天开始。保险最早可

以从您申请前的三个月开始，如果您在那段时间接受了医疗服务，并满足所有资格要求。 

一旦 spenddown 资格满足，Spenddown 保险即开始，并一直持续到 spenddown 期的结束。

http://www.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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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您的 Medicaid开始时间有疑问，请联系您当地的 DSS办公室 

 

如何保持我的保险金（Coverage）？ 

一旦 Medicaid 被批准，只要继续满足资格要求，保险将持续 12 个月。Medicaid 保险必须

每 12 个月进行至少一次审查，以确定保险的持续有资格性。如果这个年度的审查没有完

成，则保险可能会被取消。在某些情况下，您的医疗保险可能在 12 个月结束前就进行审

查。当您的年度审查到期，当地的 DSS 会给您通知。您可能会被要求填写一份表格，并

提供您目前的收入证明。有些人还必须提供其资产价值的近期证明。 

 

如果您被要求填写表格或提交收入或资产证明，请务必立即这样做，这非常重要。如果

您在给出的最后期限前没有提交相关信息，Medicaid 保险可能会被取消。如果您需要帮

助来填写表格，请在当地的 DSS联系资格认定工作人员。 

 

有时候把可用信息提交给当地的 DSS 资格认定工作人员，他们可能会对您另一个 12 个月

的资格进行审查。如果本地 DSS 能够根据他们已经拥有的信息，更新 Medicaid 保险，您

会收到通知，该通知会告诉您保险已经通过审查，并告知您下一年度的更新日期。您也

可以通过访问 CommonHelp网站更新的您的保险。 

 

记住-信息有任何的更改 （如地址或地区、收入、或医疗保险类型的变化） ，您必须在

10 个自然日内通过 CommonHelp 网站或通过联系当地的 DSS 工作者进行申报。 如果申报

的变化会影响您的医疗补助的资格，他们将会审查您的情况，结果出来后会通知您。如

果您正在申请（或正在被审查）由社会服务提供的另一个计划[如 SNAP（食品券）或

TANF]，资格认定工作人员将在同一时间更新您的医疗补助（如果可能），并自该日起，

为您的保险延长 12 个月。 

 

如果因为您未及时申报所发生的改变，而继续接受保险，您的情况可能会交由 DMAS 

Recipient Audit Unit (RAU)，来评估是否可能构成医疗欺诈行为。这项评估可能导致 RAU

请求偿还医疗服务或偿还支付给管理保健组织（Managed Care Organizations）的保险金

（如果有的话），以支付您在此期间的医疗服务保险费， 

 

如果您搬家或更改地址请立即告诉您当地的 DSS，这非常重要。 如果 DSS 没有正确的地

址，当是时候来更新您的医疗救助保险的时候，您将收不到通知， 那您的保险可能会被

取消。无论在任何时候您的地址发生变更，请联系当地的 DSS 立即保护您的保险。 

 

http://www.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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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群体 

 
 

美国联邦和州法律描述，可能获得医疗补助资格的由个体组成的群体，被称为“Medicaid

受保群体（Medicaid covered groups）”。满足受保群体之一的个人，如果他们的收入和资

产在受保群体所要求的限制之内，可能有资格申请 Medicaid。根据受保群体的不同，服

务可能不同： 

 

对家庭和儿童来说，Medicaid 受保群体（Medicaid covered groups）是：  

 

 孕妇 （单身或已婚）他们的家庭收入等于或低于联邦贫困收入标准*的 143％ 

 儿童： 

➢ 从出生到 19 岁的儿童其家庭收入等于或低于联邦贫困收入标准*的 143％ 

➢ 21 岁以下的儿童，他们被寄养在或被补贴收养婴儿在符合Medicaid条件的妇

女 

 

 被寄养在弗吉尼亚州且从 18 岁起开始接受Medicaid 的 26 岁以下成年人。 

 低收入群体的家长或看护人被称作有受抚养子女的低收入家庭（LIFC）-参阅下列网站

上的收入限额 

 符合Medicaid受保群体要求医疗上有需要的（Medically Needy）个人但收入超过了医

疗上有需求的（Medically Needy）限制。 

 弗吉尼亚健康部门的每位女性生命计划（BCCPTA）筛选的个人，其已被确诊且需要治

疗乳腺癌或宫颈癌。 

 

注意：从出生到 19 岁的儿童，其家庭收入是联邦贫困收入标准*的 143％以上，可能有

资格获得 FAMIS 计划。 

 

*联邦贫困收入标准可在 DSS网站上 ：

http://www.dss.virginia.gov/benefit/medical_assistance/index.cgi 
 

Plan First 计划——弗吉尼亚州的计划生育服务计划 

 

符合收入要求的，但不符合 Medicaid 全面受益的受保群体的男士和女士，可能有资格获

http://www.dmas.virginia.gov/
http://www.dss.virginia.gov/benefit/medical_assistance/index.cgi
http://www.dss.virginia.gov/benefit/medical_assistance/index.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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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限的Medicaid福利 Plan First 计划。Plan First 计划包括： 

● 男女年度计划生育考试 

● 子宫颈抹片测试 

● 性传播感染（STI）测试 

● 计划生育教育和咨询 

● 绝育手术 

● 计生服务的运送服务 

● 大多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避孕药（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申请全面受益面或因为他们不再满足受保群体的全部好处失去全受益面的人，可能有资格

进行 Plan First 评估。如果申请人不希望被认为是要注册 Plan First 计划，他们必须告诉相

关工作人员。 

 

所有的 Plan First 计划参与者将被转到联邦医疗保险市场上进行 APTC 评估或降低费用分摊。 

 

对于非公民的紧急服务 

特殊规则适用于非公民。一个人如果和属于上面列出的受保群体之一，但不是美国公民，

那他/她的移民身份和入境日期影响到了 Medicaid 的资格。如果移民身份影响了 Medicaid，

在满足了所有其他 Medicaid 的资格要求的情况下，他/她可能有资格申请 Medicaid 来支付

有限的紧急医疗服务。 

 
 
 
 
 

Medicaid 和其他保险 

 
 

如果您已经有了健康保险，您仍然可以被 Medicaid 承保。其他保险计划总是先计费。有

其他健康保险并不会改变您支付给提供商作为医疗登记者的 Medicaid 保险金额（如果有

的话）。如果您终止了个人医疗保险或注册了某个个人医疗保险计划，请告诉您的相关

工作人员。如果您不这样做，医疗费用支付可能被推迟。 

 

有时 Medicaid 为涵盖的服务支付索赔，但后来发现其他付款来源是可用的。在这种情况

下，Medicaid 将尝试从其他来源收回金钱，无论是从商业保险、联邦医疗保险

http://www.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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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re）、工伤赔偿或责任保险（如果索赔的是一个意外）。关于“医疗支援和第三

方付款的分配权”的条款包含在 Medicaid 申请的协议中。如果在 Medicaid 已经给您支付

账单后，其他保险公司又支付给您一份相同的账单，请将那些钱寄给 DMAS。 

 

 

医疗保险费支付计划（HIPP） 

当满足一定的条件时，Medicaid 可有助于个人医疗保险费的成本。该 HIPP 计划仅偿还雇

主赞助的群体医疗计划；他们不偿还个人保单保费。您当地的 DSS 可以提供关于此计划

的信息，或您致电 DMAS医疗保险费支付单位（DMAS Health Insurance Premium Payment 

Unit）：1-800- 432-5924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hippcustomerservice@dmas.virginia.gov 

 
 

 
 

弗吉尼亚州 Medicaid 卡 
 

当您发现您有资格时，蓝色和白色塑料医疗补助卡（弗吉尼亚州医疗补助卡）将邮寄

给您，该卡上印有您的姓名和识别号。您去获得服务的时候，您有责任向服务商出示

您的弗吉尼亚州医疗补助卡，并确保服务商接受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医疗补助的付款。 

如果您拥有一张弗吉尼亚医疗卡，是因为在早前您曾经有资格， 保存好它。如果当

您的保险重新恢复，那张卡将会再次有效。 

 

 

http://www.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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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您的医疗卡 

您家庭里每一位符合 Medicaid 资格的成员都将收到他或她自己的卡片（除非只符合联邦

医疗保险费中的 Medicaid 支付）。如果您的福利发生了改变，您将不能收到一张新卡。

如果您的卡丢失，被盗或破坏，可以联系当地的 DSS要求补发新卡。 

 

在每次您得到的医疗服务的时候，出示您的卡，这样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就可以验证您当

前的资格状态。如果您注册的是管理式医疗组织（MCO），您会从该组织获得一张单独

的卡。当您得到的医疗服务时，您需要同时出示 MCO 和弗吉尼亚州的医疗补助卡。 如果

您不出示卡，您可能会被视为一个私人支付的病人并收到来自医疗机构的账单。 

 

当您获得服务时，您有责任向服务提供者出示您的医疗卡，并确保服务提供者接受从弗吉

尼亚州 Medicaid 或您指定 MCO（如果您有）的付款。 当您的弗吉尼亚 Medicaid 卡丢失

或被盗的时候，请立即申报。您的 MCO 卡丢失或被盗，应向您的 MCO 申报。 

 
 
 
 
 

使用您的医疗补助福利 

 

Medicaid通过直接付款给服务提供商的方式，和通过为参保者支付保险金给管理

式医疗组织（MCO）的方式，来提供医疗服务，  

 

 “按服务收费”医疗保险（“Fee for Service” Medicaid Coverage） 

注册 DMAS 的服务提供商直接向一些 Medicaid 参保者提供护理。如果您还没有指定的医

生或 MCO，您可以选择任何提供医疗服务的服务商，只要服务商接受弗吉尼亚州医疗补

助的付款。如果您得到了没有注册弗吉尼亚州医疗补助系统的服务商提供的服务， 您必

须自己买单。Medicaid 将不会支付您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您的大部分医护，请尽量选

择某个医生和某个药房，并持续选择那个医生，除非该医生将您转诊给另一位专家。如

果您需要帮助来寻找接受 Medicaid 的服务提供者，请查看 DMAS 的服务提供者搜索引擎 
https://www.virginiamedicaid.dmas.virginia.gov/wps/portal/SearchForProviders 

如果您正在寻找的服务提供者类型未列出，请拨打服务热线：804-786-6145。 

 
 

http://www.dmas.virginia.gov/
https://www.virginiamedicaid.dmas.virginia.gov/wps/portal/SearchForProv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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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式医疗护理（Managed Care） 

弗吉尼亚 Medicaid 成员必须通过管理式医疗组织（MCOs）来获得他们的医疗服务。是否

享有该计划的资格是由您的居住地来确定。如果您符合条件，可以被指定到某一个 MCO，

那么您将收到来自 DMAS 的一封信，这封信会要求您为您的健康保健选择一个 MCO。您

将收到有关计划的信息，如 MCO 对比图和小册子。 如果您没有做选择，DMAS 会给您指

定一个 MCO。 

 

管理式医疗组织（MCOs） 

MCO 它是一个通过由主治医生/医院（PCPs）、专科医生、医院、诊所、医疗用品公司、

运送服务提供商、药店及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组成的一个网络来协调医疗护理服务的组

织。一旦您选择了某个 MCO，它将直接给您邮寄一个信息数据包。和医疗卡一起，您还

会收到一张 MCO 身份卡。请保存好两张卡，在就诊时与弗吉尼亚州 Medicaid 卡一起使

用。MCO 还将要求您选一个网内主治医生/医院（PCP）来提供您的所有医疗保健的需求。

但并不要求您的所有家人都选择同一个MCO 机构或同一个主治医生/医院。 

 

您要遵守管理式医疗计划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管理式医疗组织会员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如果您不遵守管理式医疗计划的规则（如没有主治医生/医院的转诊或您的 MCO 机构的

授权就去接受医疗服务），您可能要自己支付全部医疗费用。请参阅您的 MCO 会员手册

了解更多信息。 

 

开放注册 

这是一个为 MCO 计划设置的年度开放注册期。在开放注册期间，您可以改变您的 MCO。

如果您想知道您的开放注册期间的开始时间，或对您的管理式医疗有其他问题，请致电

DMAS 管 理式 医 疗热 线 ： 1-800-643-2273 。 更 多信 息 请参 见 DMAS 网 站  ：

http://www.dmas.virginia.gov/Content_pgs/mc-home.aspx 

 

客户特殊服务医疗管理（CMM） 

有些人需要从他们的医生和药房寻求特殊服务的帮助。如果您有资格注册客户特殊服务

医疗管理（CMM），您将收到来自 DMAS 接收者监控单位（RMU）的信。在收到注册通

知书后的 30 天内，您有机会选择您的主治医生/医院（PCP）和药房。 如果您不告诉

Medicaid 您的选择，DMAS 会为您选择服务提供商。 一旦您被分配到某一名医生和/或药

房，您必须只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医护服务，除非他们将您转诊到其他的服务提供商。当

您需要看专科医生时，您的主治医生/医院（PCP）必须给您一份书面许可（转诊书）。

http://www.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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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急情况下，您只能使用适用于 CMM规则解释的另一药店。您的塑料卡包含的信息就

像一张信用卡，它会告知服务提供商您的 CMM 提供商名称。每个 CMM 成员都分配有一

位 RMU 个案管理员来回答有关该计划的问题，并在下列计划规则中协助您。 

每个管理式医疗组织（MCO）都有类似 CCM 的计划。如果您有资格注册这些计划中的某

一个，您的MCO 会通知您。 

 
 
 
 
 

医疗服务之医疗补助（Medicaid） 

 
 

大多数医疗护理，无论住院（inpatient）和门诊（outpatient），都是由 Medicaid 承保的。

这里有一些限制和规则。例如，某些医疗手段必须尽可能的实施门诊（outpatient）手术，

除非有需要进行住院医疗。在某一个机构里的为精神疾病提供的护理，是不承保低于 21-

64 岁之间的人的。对于家庭保健，心理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的访问次数的批准，是有限

制的。有些服务需要预先授权。 

 

行为健康服务 

从 2013 年 12 月 1 日起，麦哲伦行为健康公司（弗吉尼亚麦哲伦 Magellan）提供行为健

康服务。麦哲伦为“按服务收费（fee-for-service）”注册成员提供所有 Medicaid 受保的心

理健康和药物滥用治疗服务，并与 MCOs 协调利益。麦哲伦提供的服务包括： 

● 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精心到家服务（IIH） 

● 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日间护理（TDT） 

● 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组团家庭服务 

● 住院治疗 

● 日间护理/部分住院 

● 心理康复 

● 精心的社区治疗（ICT） 

● 精神医疗支援服务（MHSS） 

● 病情急转的预防和稳定 

● 病例管理 

http://www.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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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滥用计划 

● 门诊治疗（如果您没有注册 MCO） 

● 像药物治疗精神健康或药物滥用的需求之类的传统精神健康需求，由管理式医疗组

织管理（MCO）为其成员提供。 

有关行为健康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致电麦哲伦 1-800-424-4046- 

 

牙科保健——儿童微笑计划（Smiles for Children） 

儿童微笑计划为 Medicaid 儿童提供受保的医疗诊断，预防，恢复/外科手术和牙齿矫正服

务。该方案还为成人（21 岁以上）提供有限制的受保的医疗必需的口腔手术服务。  

DentaQuest 是独立的牙科福利实施者，负责协调向所有的 Smiles for Children 儿童提供牙

科服务。如果您需要帮助，来寻找牙医或预约牙医，请致电 1-888-912-3456 询问 Smiles 

for Children 的工作人员。 

 

住院病人 

您入院前，或急诊入院后 24 小时内，您的医生必须致电要求预授权。 

 

医疗专业出诊 

预约关于精神病、护理、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的出诊必须预先获得批准。 

 

药房 

医生可能要获得预授权，以便有药房来完成处方。对于一个家庭的药物，Medicaid 和

MCO 可能希望您的医生使用某一种或几种药物来治疗您的病情，因为它们安全、有效、

或者成本更低。这就是所谓的首选药物列表（PDL）或处方。您仍然可以得到药物来有效

地治疗您的病情。如果药物不在 PDL 或处方上，那就需要事先批准。如果性价比高的话，

医生也可以开或订购一些等同于某些处方药的非处方药。在医生指定某个特定的品牌，认

为选择它是必要的医疗手段时，如果可用，也可以选择仿制药。无论您是直接通过

Medicaid（由麦哲伦卫生服务提供）或通过 MCO 得到服务，这都是正确的。如果您有关

于首选药物列表（PDL）的问题，请致电麦哲伦 1-800-932-6648，或您的 MCO，或者与您

的医生联系。 

 

学校健康服务 

如果您的孩子符合 Medicaid 或 FAMIS 资格，而且他或她得到了在个性化教育计划（IEP）

http://www.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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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定的医疗相关服务，那么提供给 DMAS 的联邦基金可以帮助这些公共学校来支付那

些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健康相关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物理，职业或言语治疗 

● 听力学 

● 护理 

● 心理和精神健康服务 

● 个人护理服务 

● 与早期和定期检查、诊断和治疗（EPSDT）相关的健康检查 

● 您的孩子正在接受健康相关服务期间的专门运送服务也可以受保 

您孩子的健康保险服务（在学校系统外）不会受到学校结算 Medicaid 或 FAMIS 的影响。 

 

运送 

有必要的时候会提供运送服务，用以帮助人们获得 Medicaid 保险服务。全面受益的

Medicaid涵盖了两种类型的交通工具： 

● 紧急- Medicaid支付给 911 紧急运送，以接受治疗 

● 非紧急- 非紧急医疗运送由运送经纪人或您的 MCO 提供。  

 

如果您没有其他的运送方式，且您需要到医生或医疗机构去接受治疗，该治疗受 Medicaid

承保，这时运送服务则可以提供。在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请拨打 911。对于非紧急医疗

预约，请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5 天）致电 1-866-386-8331 预约。 （可验证的“紧急”医疗

行程，比如出院或突发疾病，在五天之内也是可以接受的。）请准备好您的 Medicaid 号

码，预约地址，可用的电话号码。MCO 成员应拨打 MCO 会员手册中列出的运送号码，来

安排一个非紧急的医疗行程。 

 

其他非紧急医疗运送信息，请访问 http://transportation.dmas.virginia.gov  

 

请记住：医疗行程必须针对于 Medicaid 受保的服务和有必要性的医疗。举一些例子，医

生的预约、咨询、透析和青少年牙医预约。运送经纪人可以与 Medicaid 提供者一起，验

证您的 Medicaid受保服务。 

 

本州之外的医疗保险 

如果医护提供商同意参加弗吉尼亚 Medicaid 计划且同意支付 Medicaid 费用，那么弗吉尼

亚州 Medicaid 将承保您暂时在弗吉尼亚州之外接受的紧急医疗服务。对于在外州接受服

http://www.dmas.virginia.gov/
http://transportation.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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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成员，付款不会直接给到该成员。如果您是通过 MCO 受保的，在外州接受治疗的规

则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您注册了某个 MCO，请联系 MCO 工作人员咨询有关外州治疗

的办事程序。 

 

如果您所接受的紧急医疗服务的外州服务提供者，没有注册弗吉尼亚州 Medicaid，请要

求服务提供者联系 DMAS 提供者注册单位： 

 
 

Virginia Medicaid Provider Enrollment Services 
P.O. Box 26803 

Richmond, Virginia 23261 

电话: 1-888-829-5373 或 804-270-5105 

 
 
 

对于在美国境外接受的医疗服务，弗吉尼亚州 Medicaid 不承保。  

 
 
 
 
 

定额手续费（CO-PAYMENTS） 

 
 

一些Medicaid成员必须支付一小笔金额用于某些服务。这就是所谓的定额手续费。 

 

21 岁以下的孩子获得 Medicaid受保的服务时， 不用 支付定额手续费。 

 

以下服务，Medicaid 不收取定额手续费 

● 紧急服务（包括透析治疗） 

● 怀孕相关的服务 

● 计划生育服务 

● 急诊服务， 

 

如果有的话，您有责任支付定额手续费。但是，如果您不能支付定额手续费，医疗服务提

供者不能拒绝治疗您或拒绝向您提供医疗服务。 

 

作为参加MCO 的一个额外好处就是，成员不会被收取定额手续费。 

http://www.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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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id 福利 

 

 

每一项福利的描述都跟在列表后面。如果您的保险是由 MCO 提供，请联系MCO 获得

保险准则。 

 

 母婴护理（包括产前和产妇护理） 

 诊疗服务 

 为儿童和 21 岁以下孩子提供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住宿服务 

 社区精神健康和智力残疾服务 

 牙科护理服务 

 耐用医疗设备和用品（DME） 

 早期和定期检查，诊断和治疗（EPSDT）——最常提供的专业服务是： 

o 住宅行为治疗 

o 辅助技术 

o 行为治疗 

o 助听器 

o 医疗配方和医疗营养补充剂 

o 个人护理 

o 个人专业护理 

o 处理复杂医疗需求的专业化服务 

o 药物滥用治疗 

 早期干预 

 眼部检查 

 眼镜 

 计划生育服务 

 血糖试纸 

 家庭健康服务 

 临终关怀 

 医院护理-住院/门诊 

 医院急诊室 

 铅检测 

http://www.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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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护理 

 钱随人走（ MFP ）计划 

 护理机构 

  器官移植 

 个人护理 

 医生的服务 

 足疗服务（足部护理） 

 产前和产科服务 

 医生开的处方药 

 假肢  

 精神或心理服务 

 肾（肾脏）透析就诊 

  康复服务 

 住院治疗服务（C 级） 

 治疗行为服务（B级） 

  针对孕妇的戒烟服务和尼古丁替代疗法 

 用于Medicaid服务的运送服务 

 寄养照顾治疗-个案管理（TFC-CM） 

 

母婴护理-对参加了 Medicaid，FAMIS 和 FAMIS MOMS 计划的高危孕妇和两岁以下的婴儿进

行个案管理。母婴护理提供的扩展的产前服务可以帮助女性有一个好的妊娠结局。这些服务

是： 

  胎教的各种主题教育，包括戒烟，准备分娩和养育子女 

 营养评估和咨询 

 为那些医生下令需要完全卧床休息的成员提供家务助理服务 

 药物滥用治疗服务 

 

诊疗服务 –为接受门诊治疗的人提供可供诊断和治疗的（公共和私人）对机构设施。 

 

为儿童和 21 岁以下孩子提供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住宿服务- A 级 - 

为儿童和 21 岁以下孩子提供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住宿服务是在一个住宅环境里的治疗服务组

合。住宅服务将提供日常活动、心理教育、治疗监督、和精神科治疗，以保证实现治疗的心

理健康目标，这些目标在个人服务计划（护理计划）中有所确定。除了治疗住宿服务，该儿

http://www.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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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青少年还必须获得心理治疗服务。 此服务的报销中，不包含食宿费用。只有等于或少于

16 个床位的计划/机构可以提供这种服务。 

 

社区精神健康和智力残疾服务 –在家里或社区为精神疾病者、药物滥用者或智力障碍者提供

的诊断、治疗、或者照顾。提供这些服务主要由社区服务局（Community Services Boards）

和私人机构提供。 

 

牙科护理服务 - 21 岁以下的人有资格获得全面的服务，包括诊断、预防、恢复/外科手术和

牙齿矫正。当牙医有所规定或经过 DMAS了的预先授权时，21 岁以下的人可以获得补牙、

牙套、恒牙牙冠服务。对于成年人来说，此服务仅限于有医疗需要的口腔外科手术和相关的

诊断服务。 

 

耐用医疗设备和用品（DME） -当医生开处方规定必须要其提供治疗时，则可以提供有医疗

需要的医疗设备和用品。 例如： 

 造口术用品 

 氧气和呼吸设备及用品 

 家庭透析设备及用品 

 

早期和定期检查，诊断和治疗（EPSDT） - 为从出生到 21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计划，该

计划是预防性健康护理和健康儿童测试，可以通过适当的测试和免疫接种，来保持孩子的健

康。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缺陷及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且该疾病需要纠正或改进，此时，有

医疗需要的服务可以作为 EPSDT 计划的一部分向患者提供，即使他们没有受到该州的医疗福

利计划保护。 

 

早期干预-提供个案管理和其他服务，以满足婴幼儿或发育迟缓的 3 岁以下儿童的生长需要。

该计划还有助于满足有希望提高孩子的发展需求的家庭。 

 

眼部检查 –仅限每两年一次。 

 

眼镜 -只向 21 岁以下的成员提供。 

 

计划生育服务/节育 -延缓或防止怀孕的服务，包括诊断、治疗、药品、物资、设备和一定的

选择性绝育手术（男性和女性）。此服务并不包括治疗不孕服务或促进生育能力服务。  

 

血糖试纸 –当有医疗需要时，血糖自我监测试纸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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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健康服务 -护士、理疗师、职业治疗师，或语言语治疗师的出诊需要事先批准。家庭健

康助手的出诊次数是有限的，每年 32 次。 

 

医院护理  

 住院： 允许在医院占用床位来接受医院服务。被批准期间都是受保的。 

 门诊： 接受医疗服务，但不允许住院。 

 

医院急诊室 –严重的有生命或健康威胁的医疗问题治疗，可以就诊。 

 

铅检测 -每一个有 Medicaid资格的 12-24 个月大的儿童接受 EPSDT检查时，检测铅是被要求

的一部分。这项服务也提供给任何在 36 到 72 个月大的之前没有接受过检查的儿童。 

 

长期护理 -这项服务可能包含在某个机构提供的护理中，这些机构包含比如护理机构，或护

理有智力障碍人员的中级护理机构，或有“基于家庭和社区照顾豁免”的社区。 

 

钱随人走（MFP）计划 -这个 8 年计划，是由联邦和州政府资助的，对于弗吉尼亚州的机构

【比如护理机构，护理有智力障碍人员的中级护理机构（ICFS / IID）和长期病人医院，护理

精神障碍者的机构（IMD），精神病住院治疗机构（PRTF）】中的所有年龄段的人和所有残

疾人，此计划向他们提供选择，他们可以选择转到某个家或社区机构。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olmsteadva.com/mfp/。 

 

护理机构 –经授权的和认证的机构，可以向那些不需要医院提供的护理和治疗等级的个人提

供服务。 

 

器官移植 -肾脏，肝脏，心脏，肺，角膜，高剂量化疗和骨髓/干细胞的移植都包括在内。除

角膜移植手术外，其他所有移植手术都需要预授权。 

 

个人护理 -支持性服务，可以协助日常生活行为（洗澡，穿衣，如厕，移动，饮食，排便和

为了保持健康和安全的必要膀胱节制），自给药物的监测，和健康状况的监测。此项服务提

供给注册了基于家庭或社区豁免的任何年龄的人员，他们符合已设立的医疗标准；也提供给

21 岁以下的 EPSDT 成员。此服务不能取代非正式支持系统。 

 

医生的服务 –由全科医生、专家和整骨疗法家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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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疗服务（足部护理） -常规和预防足部保健是不包含在 Medicaid中的。支付在某医疗状况

（如糖尿病）下的指甲修整，是有限制的，每两个月一次。 

 

医生开的处方药 -Medicaid有一个首选药物列表（PDL），但如果有预先授权，不在名单上的

药品也可以受保。处方药的每一次供应不能超过 34 天。如果可用，也可以使用仿制药，除

非医生指出某一个特定的品牌是有医疗需要的。医生规定的一些代替处方药的非处方药，是

可以受保的。 参加了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Medicaid 成员必须根据联邦医疗保险 D

部分来获得他们的处方药保险。更多关于联邦医疗保险 D 部分的保险，请致电 1-800-

MEDICARE（1-800-633-4227）。 

 

假肢 –仅限于人工手臂、腿和用于连接假体所需的物件；必须预先授权。 

 

精神或心理服务 –在无预授权的情况下，Medicaid提供至多 26 个小时的门诊精神健康或药

物滥用服务。其他的治疗必须预授权。请联系您的管理式医疗组织（MCO）了解他们的标准。  

 

肾（肾脏）透析就诊 –为终末期肾病的透析治疗的门诊就诊是受保的服务。就诊可能包含两

个部分，门诊机构和医师评估及管理费。 

 

康复服务 –为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和语言病理学提供的门诊服务。 

 

住院治疗服务（C 级） -为 21 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独立式的医院住院治疗机构服务。

这些儿童和青少年需要精神科服务来治疗严重的精神、情绪和行为障碍。这项服务在早期识

别和定期检查、诊断和治疗（EPSDT）计划中有所确定。此服务必须是有医疗需要的，而且

必须要有预授权。 

 

行为治疗服务（B 级） -为儿童和 21 岁以下孩子提供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住宿服务是在一个住

宅环境里的治疗服务组合。住宅服务将提供日常活动、心理教育、治疗监督、和精神科治疗，

以保证实现治疗的心理健康目标，这些目标在个人服务计划（护理计划）中有所确定。除了

治疗住宿服务，该儿童/青少年还必须获得心理治疗服务。 此服务的报销中，不包含食宿费

用。只有等于或少于 16 个床位的计划/机构可以提供这种服务。 

 

用于Medicaid 服务的运送服务： 

紧急 –所有的 Medicaid承保为接受医疗治疗的 911 紧急运送。 

非紧急 -非紧急医疗运送由运送经纪人或通过您的 MCO 管理。并非所有的Medicaid成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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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运送服务。如果您有资格获得运送福利，且没有汽车或没有家庭成员可以把您送到

Medicaid受保服务预约地点，而且您没有注册MCO，您可以拨打免费电话寻求帮助 1-866-

386-8331。 

 

其他非紧急运送信息可以请访问 

/transportation.dmas.virginia.gov 
 

寄养照顾治疗-个案管理 –为寄养照顾治疗的孩子提供的个案管理服务。 

 

 

 

 

 

MEDICAID 不包括哪些内容? 

 
 

以下有些服务可能会提供给 EPSDT 21 岁以下的成员* 

 在怀孕危及生命的情况下的堕胎，  

 针灸 

 行政费用，如完成表格和复制档案 

 酒精和药物滥用治疗* 

 促进生育的人工授精，体外受精，或其他服务  

 Broken Appointments 

 某些没有被证明有效的药物和那些由非参与制造商提供的药物 

（注册的医生，药店，卫生部门有这些药物的列表） 

 某些实验手术和诊断程序 

 整脊服务（通过 EPSDT *提供的除外） 

 美容治疗或手术 

 为老人提供的日托和保姆服务（在某些基于家庭和社区服务豁免的除外） 

 为 21 岁及以上成员提供的补牙 

 在不受保的住院期间的医生服务 

 用于治疗脱发或漂白皮肤的处方药品 

 21 岁及以上成员提供的眼镜或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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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未经授权的保险范围，包括因非紧急原因就准许周五或周六住院或准许手

术前超过一天入院的护理期间住院费 

 免役接种，如果您是 21 岁或以上（流感和有风险的肺炎除外） 

 对于需要治疗精神疾病的 65 岁以下的成员提供住院护理（22 岁以下人且他们

正在接受精神科住院服务的除外） 

 从没有登记或不会登记弗吉尼亚州 Medicaid的服务提供商得到的医疗护理 

 个人护理服务（在一些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服务豁免或接受 EPSDT *计划的

除外） 

  私人护理（在一些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服务豁免或接受 EPSDT *计划的除外）  

 为学校、教育诊断、学校或机构录取和/或放置或根据法院命令而做的心理测

试（由当地教育机构进行的在儿童个人教育计划【IEP】中的心理测验，在“基

于学校的健康服务”范围之内） 

 补习教育 

 常规牙科护理，如果您是 21 岁或以上 

 常规的学校体检或运动体检 

 超过 21 岁成员的绝育手术 

 电话咨询 

 减肥临床计划 

 

该名单并没有包括每一项不由Medicaid支付的服务。如果您得到了一项 Medicaid没

有包含的服务，或者您得到了比 Medicaid限定的更多的服务，您必须自己支付那些账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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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EPSDT 服务 

 
 

早期和定期检查、诊断和治疗（EPSDT）是一个为不大于 21 岁的 Medicaid 成员提供的综

合性的预防性的儿童保健计划，该计划通过以下方式检测和治疗健康问题： 

 

✓ 定期进行医疗、牙科、视力及听力检查， 

✓ 问题诊断 

✓ 治疗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牙科、眼科、听力和其他医疗问题 

 

EPSDT 是免费的： 

✓ Medicaid将支付 EPSDT检查费用。 

✓ Medicaid将支付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牙科、眼科、听力和其他医疗问题的治

疗费用。 

✓ 如果有资格享受运送福利，Medicaid 将会送您的孩子到预约地点。请联系您

的管理式医疗组织（MCO），或者如果您没有管理式医疗组织（MCO），请

拨打免费电话：1-866-386-8331。 

 

EPSDT 检测（检查）是由您孩子的医生完成，且必须包括： 

✓ 一份关于您孩子的健康、营养和成长的完整历史记录 

✓ 一份从头到脚的体检 

✓ 健康教育 

✓ 一项生长发育检查 

✓ 多项实验室测试（Lab tests） 

✓ 所有儿童必须在 12 个月和 24 个月接受铅检测，或之前没有进行过检测的 6

岁以下的儿童也必须接受检测。 

✓ 免疫接种，根据需要 

✓ 眼部检查 

✓ 听力检查 

✓ 三岁时转诊到牙医 

 

牙医进行的口腔检查应每 6 个月进行一次。对于转诊到牙医的，请联系微笑儿童（Smiles 在

for Children）：1-888-9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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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尽早并定期的让您的孩子去看医生做检查。即使您的孩子没有生病，也要常规

地去做 EPSDT 检查，这样做是确保您的孩子处于健康状态的最好方式！  

 

根据下表找出您的孩子应该在什么时候接受定期体检： 

 

婴儿需要体

检当他们： 

幼儿＆ 孩子

们需要体检

当他们： 

年龄大一点的儿

童需要体检当他

们： 

青少年需要体

检当他们： 

 

3-5 天 

1 个月 

2 个月 

4 个月 

6 个月 

9 个月 

12 个月 

 

15 个月 

18 个月 

2 岁 

30 个月 

3 岁 

4 岁 

 

5 岁 

6 岁 

7 岁 

8 岁 

9 岁 

10 岁 

11 岁 

 

12 岁 

13 岁 

14 岁 

15 岁 

16 岁 

17 岁 

18 岁 

19 岁 

20 岁 

 

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有关免疫的更多信息 

 

 
 
 
 

 
 

如果需要的治疗或服务纠正或改善所发现的问题 

一个 EPSDT体检过程中，或防止问题进一步恶化，请咨询 

您的孩子的医生。有通过 EPSDT覆盖不在服务 

通常由医疗补助。您的孩子可能对医学被称为 

需要特殊护理或其他健康服务，如果 PCP或筛选健康 

护理提供者不能提供的治疗或服务。 
 

  

 

 

 

 

 

如果需要治疗或服务来纠正或改善 EPSDT 体检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 ，或防止问题进

一步恶化，请咨询您孩子的医生。有些服务涵盖在 EPSDT 计划里但通常没有涵盖在

Medicaid 计划里。如果有主治医生/医院（PCP）或筛选健康护理提供者不能提供的

治疗或服务，您的孩子可能会被转诊，以获得特殊护理或其他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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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LTC）服务 

 
 

Medicaid 为一些机构，比如护理机构，或护理有智力障碍人员的中级护理机构，或有

“基于家庭和社区照顾豁免”的社区，支付长期护理服务费用。要获得 LTC 服务，该人

员必须符合某些护理级别要求。这些要求可能包括与日常生活行为援助和医疗护理需求。

想要接受豁免服务，联邦有一个要求：如果不提供豁免服务的话，在 30 天内该人员会处

于风险。资格的规定和要求（如住院前检查，资产转让评估和患者付费）仅适用于需要

Medicaid 保险来获得长期护理服务的人。当一名儿童接受了医学检查，已经在专门机构

待了 30 天，而且需要长期护理服务，他或她的父母的收入和资产不包括在资金决定

（financial determination）中。如果需要 Medicaid长期护理服务，请联系您当地的 DSS了

解详情。 

 

长期护理（LTC）筛查服务 

在确定一个人是否符合长期护理服务的护理级别标准时，必须要有一个预录取筛查程序。

如果该人员是从另一个州直接进入相关机构，那么可以不进行筛查程序。机构和基于社

区的长期护理筛查，是由以下团队完成的： 

● 由卫生和社会服务机构组成的当地工作人员 

● 急性护理医院的工作人员 

● 社区服务委员会（Community Services Board）的工作人员（仅限于智力残疾豁免） 

● 儿童发展诊所（Child Development Clinics）工作人员（仅限于发育障碍豁免） 

 

基于家庭和社区的豁免 

根据基于家庭刚和社区的豁免，弗吉尼亚州向特定目标人群提供了多种服务（如个人护

理）。每个豁免都提供了专业化的服务帮助符合条件的人留在自己的社区。这些人从

MCO 接受及时和主要的医疗服务，通过按服务收费（fee-for-service）计划接受豁免服务

（以及相关的运送服务）。涉及到儿童的豁免是： 

 

 老年人或残疾人消费者导向（EDCD）豁免 – 在社区中为老年人或残疾人提供支持。

这些人可以选择接受以机构为导向的服务，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服务或只要是医疗合适

的且不提供重复服务的话，也可以两者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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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和家庭发育障碍（DD）支持豁免  - 向社区提供支持，而不是向为智力残疾者提

供服务的中间护理机构。该 DD 豁免服务于个人 6 岁及以上的符合相关条件且没有接

受智力残疾诊断的，以及那些（1）满足 ICF护理级别标准；（2）被确定为在 ICF / IID

安置中有迫在眉睫的风险， （3）确定根据豁免，基于社区的护理服务是非常关键的

服务，该服务可以使人们留在家里，而不是被 ICF / IID 安置。 

 

 智力残疾（ID）豁免 - 向社区，而不是向为智力残疾者提供服务的中间护理机构

（ICF / IID）提供支持。接受支持的人须是直到 6 岁还有发育风险的人，和六岁及以上

的有智力残疾的人。 

 

 技术辅助（Tech）豁免 - 向社区里对技术支持有依赖的和需要大量的、持久的护理

服务的人员提供支持。 

 

 对于智力障碍者（IID）的日间支持（DS）豁免–向智力障碍者提供家庭和基于社区

的服务，该智力障碍者已被确定需要在 ICF / IID中规定的医疗护理水平，且在 ID 豁免

等候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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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权利和责任 

 
 

您有权利 … 

● 提交救助申请。 

● 接收关于特定资格政策的书面资料。 

● 及时做出决定。  

● 收到决定的书面通知。 

● 将您的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保密。 

● 在终止或减少您的保险时收到预先通知。 

● 提起上诉，例如： 

o 任何否定、终止或减少Medicaid资格的决定； 

o 确定您是否有资格所花费的不合理的时间； 

o 任何否定、终止或减少Medicaid受保的医疗服务。 

 

您有责任… 

● 全面、准确地完成申请和更新表格。 

● 提供所要求的信息，或者告诉您的资格认定工作人员的您遇到的任何问题以获取

必要的信息。 

● 通知任何其他医疗保险资格认定工作人员，有可能会支付您的一些账单。 

● 向您的工作人员立即报告您的情况的改变，如： 

o 地址变化，有新生儿，家庭成员的死亡，结婚，新工作，其他健康保

险的增加或减少，或日常安排的任何变化。 

o 提前终止怀孕或流产。 

o 您财务状况的改变（包括获得的和未获得的收入，如社会保障，SSI，

即将工作，就业的变化，资产转移或继承）。任何可能会支付您的某

些账单的医疗保险。 

o 因意外事而提出的人身伤害索赔。 

● 保持定期预约 

● 当您接受护理时，向医疗服务提供商出示您的 Medicaid卡和其他医疗保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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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和其他权利 

 
 

Medicaid欺诈就是说，为了获得Medicaid福利，故意隐瞒或隐藏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

当某个服务提供商向没有得到Medicaid服务的成员收费，或者如果某个成员允许其他人使

用他或她的 Medicaid 号码来获得医疗护理，但这个人没有被确定符合 Medicaid 福利标准时，

Medicaid欺诈行为也发生了。 

 

任何在刑事法庭定罪为医疗补助欺诈的人，必须向 Medicaid计划偿还所有的损失（已支付

的索赔和管理式医疗保险费），而且在定罪后的一年里，不能接受 Medicaid福利。此外，

判决可能包括高达$ 25,000 的罚款和/或最多 20 年的监禁。您可能还需要偿还 Medicaid计划

所有已经支付的索赔和管理式医疗保险费，这些费用发生在当您的行为不被认为有罪，您没

有资格获得医疗补助期间。应当将欺诈和滥用行为报告给当地的社会服务部门或 DMAS 接收

者审计单位，电话是（804）786-0156。举报涉嫌欺诈和滥用行为的其他电话号码是（804）

786-1066（本地），免费电话：1-866-486-1971。 欺诈和滥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举报 

mailto:recipientfraud@dmas.virginia.gov。 

 

当无意实施诈骗的不合格的成员接受了服务且付款，或他支付了管理式医疗保险费，

Medicaid也可以补偿这些付款和费用。这也包括当该机构的起诉维持原判时的上诉过程中接

收到的医疗服务的补偿。对于Medicaid补偿，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如果您注册了某个Medicaid MCO，即使那个月您没有使用任何医疗服务，Medicaid每个月

都会为您向该 MCO 支付保险费。 这些保费被视为该计划的损失，而且当您之前的任何期间

被确定不符合资格时，这部分损失都会补偿回来。如果因为前几个月您没有申报真实的信息

或未能向您的工作人员申报您的变化而导致那几个月不符合资格，您有责任偿还这几个月的

保费。  

 

第三方责任险和人身伤害索赔  

如果您有任何类型的意外受伤，有人身伤害索赔，则必须通知您的资格认定工作人员，这样

Medicaid才能向事故责任人追讨款项和赔偿。该机构将需要一些信息，比如事故/伤害发生

的日期，事故类型以及律师或保险公司的名字，如果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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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以及如何提起上诉（Appeal） 

 
 

对于任何不利于初次 Medicaid 资格认定或持续资格认定的行为，您都有上诉的权利。这

些行为包括延迟处理您的申请，否定您申请医疗服务的要求，或者在确定了您的资格后

却减少或终止您的保险。  

 

要提出申诉，请在有关机构的相关行为发生后 30 天内，将您不认可的行为书面通知

DMAS 和/或您的 MCO。您可以写信或填写上诉申请表（Appeal Request Form）。上诉申

请表格网址 www.dmas.virginia.gov（在“客户服务”一栏）。  

 

请具体阐述哪些行为或决定促使您想上诉，包括一份相关行为的副本，如果有的话。一

定要签署信件或表格。您可以将上诉请求邮寄到： 

 
 

Appeals Division 
Department of Medical Assistance Services 

600 E. Broad Street 
Richmond, Virginia 23219 

Telephone:  (804) 371-8488 
Fax:  (804) 371-8491 

 
 
 

如果您正在申诉关于保险的减少或终止，而且您的申诉行为发生在那之前，那么在申诉

结果出来前您的保险可能会继续处于待办状态。不过，如果关于该机构的行为维持原判，

对于在持续受保期间您所接受的服务，您可能必须偿还给Medicaid。  

 

当您提交上诉时，您将会收到通知，通知里包含安排好的审讯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多

数审讯可以通过电话来完成。  

 

听证官的决定是由医疗救助服务部门做出的最终行政决定。如果您不同意听证官的决定，

您向当地的巡回法院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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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信息 

 
 

当您从某个机构比如 DMAS 接受医疗保健服务时，该机构可能会获取您的医疗（健康）

信息。根据 1996 年颁布的《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您的健康信息是受保护的。信息包括任何与下列相关的信

息：（1）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身体或精神健康状态;（2）给您提供医疗服务的（人/机

构）相关信息，或者（3）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医疗付款。 

 
 

您的信息。您的权利。我们的责任。 

 

本节介绍您的医疗信息可能会如何被使用和披露以及您如何获得这些信息。 请仔细阅读。 

 

您的权利 

您有权利： 

• 获取您的健康和索赔记录的副本 

• 更正您的健康和理赔记录 

• 请求通讯保密 

• 让我们有限制地分享信息 

• 获取一份我们与其分享您的信息的单位名单 

• 获取此隐私声明的副本 

• 选择您的代理人 

• 如果您认为您的隐私权受到侵犯可以投诉 

您的选择 

您在以下情况下可以选择我们如何使用和分享您的信息： 

• 向您的家人和朋友关于回答保险问题时 

• 提供灾难救援时 

我们的使用和披露 

在以下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使用和分享您的信息： 

• 帮助为您提供医疗护理 

• 运行我们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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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您的健康服务支付 

• 管理您的健康计划 

• 帮助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 

• 做研究 

• 遵守法律 

• 响应器官和组织的捐献要求，联系法医或殡仪人员 

• 处理工伤赔偿，执法等政府要求 

• 应对诉讼和法律行为 

 

您的权利 

 

当涉及到您自己的健康信息，您有一定的权利。本节介绍您的权利和我们的责任。 

 

获得一份健康和索赔记录的副本 

• 您可以要求查阅我们所拥有您的医疗记录和其他健康资料，或获得一份电子

或打印副本。请向我们查询申请程序。 

• 通常在您提出要求的 30 天内，我们便会提供一份您的健康资料概览或副本。我

们可能会收取一笔合理和基于成本的费用。 

要求我们更改您的健康和索赔记录 

• 您可以要求我们修改您认为不正确或不完整的健康和理赔记录。详细信息请咨询

我们。 

• 我们可以拒绝您的修改要求，但我们会在 60 天内以书面形式告诉您原因。 

 

请求保密通讯 

• 您可以要求我们以特定方式与您联系（例如住家电话或办公电话）或发送邮件到

不同的地址。  

• 我们会考虑所有合理的要求，而且在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会导致您处于

危险之中的话，我们必须答应您的要求。 

要求我们限制使用或分享信息 

• 您可以要求我们不使用或不分享某些健康信息，以作为治疗、付款或我们的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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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 

• 我们并非一定要接受您的要求，如果它会影响到您的治疗我们便会拒绝。 

获取一份我们与其分享您的信息的单位名单 

• 您可以索取一份提交日期起计六年内，我们曾经共用您健康信息的单位列表 (清

单)，包括与谁共用、为何共用。 

• 我们会包含所有的透露，除了有关治疗、付款和医疗营运、以及若干其他方面的

透露 （例如因应您对我们所提出之要求）。每年我们将提供一份免费的会计报

表，但如果您在 12 个月内索取额外一份，我们会收取一笔合理和基于成本的费

用。 

获得此隐私声明的副本 

您可以在任何时候索取本声明的副本，即使您已经同意以电子方式接收声明。我们将尽快为

您提供一份副本。 

 

选择您的代理人 

• 如果您给予某人医疗授权书或某人是您的法定监护人，这个人便可以行使您

的权利，并对您的健康信息使用做出选择。 

• 我们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会先确保此人拥有该权限及能够代您处理。 

提起申诉，如果您觉得您的权利受到侵犯 

• 如果您认为我们侵犯了您的权利，您可以提出投诉，请使用第 1 页的资料与

我们联系。 

• 您可以寄信到联邦卫生部辖下的民权办公室投诉，地址：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01, 或致电：1-877-696-6775, 或浏览网站：

http://www.hhs.gov/ocr/privacy/hipaa/complaints/ 

• 我们不会因您的投诉，而做出报复。 

 

您的选择 

对于某些健康信息，我们能够分享哪些信息，您可以将您的选择告诉我们。在下面所描

述的情况，若您对于我们会如何共用您的资料有明显意愿， 请向我们提出。告诉我们您

http://www.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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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我们将遵循您的指示。 

在这些情况下， 您有权利和选择要求我们： 

• 与您的家人、亲友、或其他涉及到医疗支付的人分享信息 

• 在救灾情况下分享信息 

 

如果您不能够告诉我们您的决定，例如当您失去意识时，我们也可能会继续共用您的

资料，只要我们相信这对您来说有最大的益处。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共用您

的资料，以减轻一个严重和急迫的健康或安全威胁。 

 

我们绝不会为了推广市场而分享或售卖您的信息。 

 

我们使用和披露 

我们通常如何使用或分享您的健康信息？ 

我们通常通过以下方式使用或分享您的健康信息。 

帮助为您提供医疗护理 

我们可以使用您的健康信息，并与治疗您的专家分享。 

例：某医生向我们发送有关您的诊断和治疗计划，以便我们能安排附加服务。 

 

运行我们的机构 

• 我们可以使用和披露您的信息来运行我们的机构，并在必要时和您联系。 

• 我们不被允许使用遗传信息来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给您提供保险和保险价格。这

也不适用于长期护理计划。 

例如：我们使用您的健康信息，为您提供发更好的服务。 

 

为您的健康服务支付 

当我们为您的健康服务付款时，我们可以使用和披露您的健康信息。 

例如：我们分享与您的牙科计划有关的信息，以协调为您的牙科服务付款。 

 

管理您的健康计划 

为了管理计划，我们可能会向您的健康计划赞助商披露您的健康信息。 

例如：您的公司与我们签订合同，以提供健康计划，我们向您的公司提供一定的数据来

解释说明我们要收取的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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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如何使用或分享您的健康信息？ 

我们可以以其他方式分享您的信息 - 通常这些方式有助于公共利益，如公共健康和

研究。当我们以这些目的来分享您的信息之前，我们必须满足众多法律要求，之后

才可以分享。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hhs.gov/ocr/privacy/hipaa/understanding/consumers/index.html 
 

帮助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分享您的健康信息，例如： 

• 预防疾病 

• 帮助召回产品 

• 药物不良反应报告 

• 疑似虐待、疏忽或家庭暴力报告 

• 预防或减轻对任何人的严重健康或安全威胁 

 

做研究 

我们可以使用或分享您的信息做医疗研究之用。 

 

遵守法律 

如果州或联邦法律要求，包括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要求审查我们是否遵守联邦隐私法，我

们便会共用您的信息。 

响应器官和组织的捐献要求，联系法医或殡仪人员 

• 我们可以与器官获取机构分享您的健康信息。 

• 当一个人死亡，我们可以与验尸官、法医或殡仪人员分享健康信息。 

处理工伤赔偿，执法等政府要求 

在以下情况，我们可以使用或共用您的健康信息：  

• 劳工保险索赔 

• 因应执法目的或执法人员的要求 

• 交予健康监督机构处理法律授权事宜 

• 特殊政府功能例如军事、国家安全、和总统保护服务 

应对诉讼和法律行为 

http://www.dmas.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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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收到法院或行政命令或者传票，我们也可以共用关于您的健康信息。 

 

我们的责任 

• 我们必须根据法律要求，维持您受保护的健康信息的隐私和安全。 

• 如果出现违反情况及可能导致您的信息隐私性或安全性受损，我们会及时通

知您。 

• 我们必须遵照本申请所描述的职责和隐私条款，并给您一份副本 。 

• 除非您以书面形式容许我们，否则我们不会在所描述的范围之外使用或共用您的

信息。即使您容许我们如此，您也可以随时改变主意。您只需以书面形式告知我

们改变主意即可。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hhs.gov/ocr/privacy/hipaa/understanding/consumers/noticepp.html. 
 
 

变更本声明的条款 

我们可以更改此声明的条款，并且更改将适用于我们拥有的关于您的所有信息。您可以向我

们要求一份新的声明，或在网上查看。 

 

 

 

  

http://www.dmas.virginia.gov/
http://www.hhs.gov/ocr/privacy/hipaa/understanding/consumers/noticepp.html


Department of Medical Assistance Services Effective 01/01/2014 
www.dmas.virginia.gov Medical Assistance for Families & Children Handbook Page 35 

Translated by ABSG 

www.absgnow.com 

 
 

 

释义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日常生活行为 

个人护理任务（如洗澡，穿衣，上厕所，移动， 和饮食/喂

养）。个人对于这些表现的依赖是为其决定何时的护理和服

务需求等级的一部分。 

Asset Transfer 

资产转移 

医疗补助申请者和接受者必须完全补偿金钱、财产或其他资

产的任何转移。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授权代表 

被书面授权可以为某人处理个人或财务事务的人。 

Caseworker 

个案管理员 

当地在社会服务部门的资格认定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处理申

请，以确定是否符合 Medicaid 资格和持续保持资格。当您发

生了任何变化，比如地址或收入改变，或当您遇到问题时，

比如没有收到 Medicaid卡片，您应该联系这个人。 

Certified Application 
Assistor 

经认证的申请援助

者 

 

由政府训练过的且经您授权，来帮助您完成申请的志愿者。 

Coinsurance 

共同保险 

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或其他

保险中受保人应按比例承担的那部分费用。 

Co-Payment 

定额手续费 

某个成员需要直接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某项服务或手术支付

的一笔 Medicaid允许的那部分费用 

DMAS 

医疗救助服务部门 

医疗救助服务部门， 负责管理弗吉尼亚州的 Medicaid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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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S 

社会服务部门 

社会服务部门，该机构负责确定 Medicaid 资格及制定相关的

社会服务规则。包括当地社会服务部门。 

EPSDT 

早期和定期检查、

诊断治疗 

早期和定期检查，诊断和治疗（EPSDT） 计划，是为从出生

到 21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计划，该计划是预防性健康

护理和健康儿童测试，可以通过适当的测试和免疫接种，来

保持孩子的健康。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缺陷及身体或精神上

的疾病，且该疾病需要纠正或改进，此时，有医疗需要的服

务可以作为 EPSDT 计划的一部分向患者提供，即使他们没有

受到该州的医疗福利计划保护。 

FAMIS 

家庭获得医疗保险

计划 

家庭获得医疗保险计划，是弗吉尼亚州的儿童健康保险计

划，帮助孩子（19 岁以下）、孕妇、FAMIS MOMS计划进

行支付。 FAMIS 比Medicaid有更高的收入限制。 

FAMIS Plus 

家庭获得医疗保险

Plus 计划 

一项援助计划，为 19 岁以下的孩子的医疗护理进行支

付，这些孩子的家庭收入在联邦贫困线的 133％以内。 

Fraud 

欺诈 

为了获得 Medicaid 福利，故意隐瞒或隐藏信息，或提供虚

假信息。 

Generic Drugs 

仿制药 

仿制 药 是 指与 商 品 名药 在 剂量 、 安 全性 和 效力

（ strength ） （ 不 管 如 何 服 用 ） 、 质 量 、 作 用

（performance）以及适应症（intended use）上相同的一

种仿制品（copy）。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要求

仿制药有与商品名药相同的质量，效力，纯度和稳定性。

因仿制药厂商不具有与新药研发商同样的投资成本; 因此

仿制药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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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HIM) 

健康保险市场 

个人保险计划在线市场。在这里，人们可以购买健康保

险，比较个人计划，和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申请补贴来支

付保险。 

Managed Care 

管理式医疗护理 

提供医疗护理服务，来加强主治医生 /医院（PCP）和

Medicaid参保者 （被称为“医疗之家”）之间的关系。管理

式医疗护理的目的是让所有医疗护理协调有一个中心点。

管理式医疗护理已经证明可以，加强护理，当寻求医疗服

务时促进患者的依从性和责任，提供持续不断的护理， 使

医疗有更好的效果。大部分弗吉尼亚 Medicaid 成员必须通

过管理式医疗护理来接受他们的医疗服务。 

MCO 

管理式医疗组织 

管理式医疗组织是承包了的一个健康计划，该计划通过服

务商网络，提供和协调医疗护理服务。 

Medicaid 

医疗补助 

一项援助计划，帮助支付某些低收入低资产的人和家庭支

付医疗护理费用。 

Medically 
Necessary 

有医疗需要的 

因疾病或受伤，需要合理和必要的服务来进行诊断或治

疗，从而提高身体机能。 

Patient Pay 

必须为其长期护理服务支付费用的有收入的人群。 

（Individuals with income may have to contribute to the cost 
of 

their long-term care services） 

Primary Care 
Provider (PCP) 

主治医生/医院 

提供大部分个人健康护理需要的，在需要的时候转诊到其

他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监控 Medicaid 成员健康的医生或医

院。主治医生/医院可能是一名内科医生、儿科医生（儿童

医生），OB/GYN（妇科 医生），或者是某些诊所和卫生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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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orm 
Assessment 
Instrument (UAI) 

统一评估机构 

预录取筛选是由评估申请人是否有能力完成日常生活行为

的团队完成。 

Resources 
(Assets) 

资源（资产） 

资源/资产包括在手上、在银行和在保险柜里的钱; 股票、债

券、存款证、信托、埋葬计划预付费; 车、船、寿险保单、

和不动产。 

SSI 

辅助性保障收入 

辅助性保障收入是由社会保障局管理的一个联邦计划，该

计划向残疾人，盲人或 65 岁及以上的低收入和低资产的老

年人每月支付补助。失明的儿童和成年人可接收 SSI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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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和网站 

 

市，县的当地社会服务部门 

以下问题，请在当地政府的电话簿（蓝色）上查找合适的联系号码并联系： 

 关于申请Medicaid或 Medicaid资格的问题 

 申报住所、收入、或其他重要事件的变化 

 关于长期护理服务的预录取筛查问题 

 要求关于Medicaid资格的情况说明书 

 

弗吉尼亚州社会服务部 

关于在您当地社会服务部门工作人员的问题和关注，请给弗吉尼亚社会服务部客户服务部

写信，地址是：the Virgi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Bureau of Customer Service, 801 E. 

Main Street, Richmond, Virginia 23219. 您也可以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1-800-552-3431 或者

将您关心的问题发送 email 至： www.citizen.services@dss.virginia.gov 

 

医疗救助服务部 www.dmas.virginia.gov 

 Medicaid 上诉信息, 拨打 (804) 371-8488 

 客户特殊服务医疗管理(CMM) 1-888-323-0589 

 牙科服务, 微笑儿童计划（Smiles for Children）, 1-888-912-3456 

 关于 FAMIS and Medicaid, 联系 Cover Virginia 1-855-242-8282 

 举报Medicaid 欺诈或滥用, 拨打 DMAS 接收者审计单位（Recipient Audit Unit） (804) 

786-0156 或者联系您当地的社会服务部门或者 804-786-1066 及拨打免费电话 1-866-

486-1971 

 医疗保险费支付计划 (HIPP) 可拨打免费电话, 1-800-432-5924 

 关于管理式医疗护理注册，比较图，和MCO 联系信息，请拨打 1-800-643-2273 或访问 

http://www.virginiamanagedcare.com 

 供应商提供的账单或服务有问题，请联系接收者热线 ：804-786- 6145， 或写信给接收

者服务单位（Recipient Services Unit），地址在此手册的封面。 

 运送服务 要为某一项Medicaid承保的服务预约运送服务（如果您没有注册MCO），

请拨打 Logisticare 免费电话： 1-866-386-8331 

 在 KePRO，弗吉尼亚的健康利用管理公司，授权之前，医疗服务提供者要提交关于治

疗的要求。不需要预授权的服务有药房服务、牙科服务和运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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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行为健康的信息，请联系Magellan：1-800-424-4046  或访问 

www.magellanofvirginia.com 

 

Cover Virginia www.coverva.org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www.cms.hhs.gov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www.ssa.gov 
Virgi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www.dss.virginia.gov 
CommonHelp https://commonhelp.virginia.gov/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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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关于医疗援助, 辅助营养援助计划 (SNAP), 贫困家庭临时协助计划 (TANF), 暖气和冷气援助 

以及儿童援助的资格，是由您当地的社会服务部门决定 www.dss.virginia.gov。 

 

CommonHelp 是一项基于网络的服务，可以让您： 

● 筛查社会服务福利和服务的资格 

● 申请福利和服务（包括更新） 

● 查看福利状态 

● 报告改变 

 

CoverVa.org – 弗吉尼亚居民可以从 Cover Virginia 网站上获得关于Medicaid，联邦医疗保

险市场和其他社区医疗护理选择的信息。没有电脑的弗吉尼亚居民可以给 Cover Virginia 

电话中心打电话：1-855-242-8282，来申请Medicaid计划或 FAMIS计划。 

 

www.healthcare.gov 人们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或拨打 1-800-318-2596 来购买联邦医疗保险

市场上的个人健康保险。他们可以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获得联邦税收抵免补贴，以帮助支

付医疗保险。 

 

早期干预服务遍及弗吉尼亚州，可以帮助那些发育迟缓或残疾的婴幼儿（三岁以下）和家

庭。联系弗吉尼亚婴幼儿热线：804-786-3710 或访问 www.infantva.org。 

 

启蒙是一项联邦政府自助的学前教育计划，为低收入儿童和其家庭提供给服务。更多信息，

请联系您当地的学校或访问 www.headstartva.org。 

 

Virginia Healthy Start Initiative (VHSI) 旨在减少以下地区的婴儿死亡率： Norfolk, Petersburg, 

Portsmouth 和 Westmoreland 郡。请拨打 804-864-7764 联系弗吉尼亚健康部门的健康项目

专员或访问： www.vdh.virginia.gov/LHD/threeriv/HealthyStart.htm。 

 

学校是改善儿童健康的关键环节。学校帮助找出孩子的健康问题，并告知家庭关于

Medicaid计划和 EPSDT计划的信息。更多信息，请范文弗吉尼亚教育部：

www.doe.virginia.gov/students_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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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医学角度还是社会角度，不良生产对于青少年来说都是有高风险的。Resource 

Mothers Program 计划训练和监督 Laywoman（外行人/女新图），从而向怀孕的青少年

和有婴儿的青少年父母提供社会支持。这项计划帮助低收入的怀孕青少年得到产前护理

和其他社区服务，遵循良好的保健行为，并继续上学。这也鼓励了婴儿的父亲和青少年

的父母参与进来，创造一个稳定的培育之家。更多信息，请联系弗吉尼亚健康部的女性

和婴儿健康部门，电话是： (804) 864-7768 ，或者浏览网站： www.vdh.state.va.us。 

 

为女性、婴儿和儿童提供的营养补充计划(WIC)，是一项食物和营养补充教育计划。这个

计划提供用于购买特定营养食品的优惠券。向怀孕的，产后的或哺乳期妇女，婴儿，和五

岁以下的有营养和资金需求的儿童提供营养咨询。您孩子的医生或 EPSDT 检查提供者，必

须将有资格的婴儿和儿童交给当地的健康部门，已获得更多信息和确定 WIC 资格。拨打  

1-888-942-3663 或访问 www.wicva.com/ 联系他们。 

http://www.dmas.virginia.gov/
http://www.vdh.state.va.us/
http://www.wicv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