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参加女性馨康互助保障活动的条件有哪些？
凡身体健康、年龄在60周岁以下的在职女职工或在册参互的男职工配偶,都

可以通过本人或者家属所在单位的工会向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的办事处、代
办点申请参加本活动，成为本会会员。

39、如何参加女性馨康互助保障活动？
由工会统一组织参加本活动,且会员人数不得少于参互单位全体在职女职工

的75％(含)（以单位女职工人数为标准，男职工配偶不纳入计算比例）。
40、劳动关系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但驻外省工作的女职工，能否参加女性

馨康互助保障活动？
可以参加。
41、符合参加女性馨康互助保障活动的会员是否有缴纳社保的要求？
没有缴纳社保的要求。
42、参加女性馨康互助保障活动的“在册参互的男职工配偶”具体是指什么？

“在册参互的男职工配偶”是指已经参加了内蒙古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的

男职工配偶。
43、在册参互的男职工配偶没有正式工作、没参加城镇职工医保、不是内蒙古

地区的可以参加吗？
男职工在册参互，其配偶年龄在60周岁以下，都可以参加。
44、女性馨康互助保障活动的交费标准是多少？
本活动会费标准为35元/份，交纳互助金后互助保障期统一生效。
45、女性馨康互助保障有观察期吗？
有观察期。自互助保障期开始之日起，执行30个自然日的观察期（确诊时间

以病理检查报告的时间为准）。连续参加活动的会员没有观察期，超过15个自然

日断互后，视为新参互，仍须执行观察期。

46、女性馨康互助保障中的女职工特殊疾病包括哪些内容？
（1）原发性乳腺癌； （2）原发性子宫颈癌或子宫全切除术；

（3）原发性输卵管恶性肿瘤； （4）原发性子宫内膜癌；

（5）绒毛膜癌； （6）原发性外阴癌；

（7）原发性阴道癌； （8）原发性子宫肉瘤；

（9）原发性卵巢癌或卵巢全切除手术；（10）恶性卵巢交界瘤；

（11）恶性葡萄胎； （12）生殖器官上的黑色素瘤；

（13）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乳腺全切除手术。

47、女性馨康互助保障入会需提供什么材料？
（1）《参加女性馨康互助保障活动申请书》和《参加女性馨康互助保障活动会

员名单》（可直接从系统打印）；

（2）《内蒙古女性馨康互助保障活动参互申请表》纸质文档一份；

（3）参加《内蒙古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男职工名单及男职工与配偶的

结婚证复印件。

48、男职工与配偶的结婚证丢失怎么办？
可以提供户口本复印件等能证明夫妻关系的材料。

49、参加女性馨康互助保障的办理时间如何规定？
每年3月1日至12月10日。

50、女性馨康互助保障申领补助金需提供什么材料？
（1）会员本人身份证、银行借记卡复印件；

（2）由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加盖专用章的病理报告、诊断证明、住院记

录、手术记录等材料；

（3）其它必要证明和材料。

51、申领女性馨康补助金时，有时间限制吗？
会员自保障期结束后90个自然日内，不向办事处、代办点提交申领手续的，

视同为放弃申领互助补助金的权利。

52、什么是原位癌及原发性妇科癌？
原位癌：指恶性细胞原位无浸润的恶性肿瘤（原位无浸润即指恶性肿瘤细胞

未穿透基底膜进入基底膜以下组织）。

原发性妇科癌：指原发性的乳腺癌、子宫癌、子宫颈癌、卵巢癌、输卵管癌、阴道

癌及子宫肉癌。原发性指非因其他部位所患癌症转移至上述部位而发生的癌症。

53、女性馨康互助保障的会费标准和互助待遇有哪些？

54、工会经费可否用于职工互助保障支出？
可以，详见《工会会计制度》（财会[2021]7号文件）。

55、互助保障咨询电话

12、参互职工住院后，互助金申领的范畴是什么？
参互职工在保障期内享受住院医疗补助，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大额（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等统筹支付后的自付部分（不含个人自费费用），采取单次住院按分
段计算的办法给予补助，一个保障期补助最高金额为500000元。

13、职工住院医疗互助政策分段补助的比例是如何规定的？
（1）自付部分在0—3000元（含）的，按40%比例补助；
（2）自付部分在3000元（不含）—5000元（含）的，按50%比例补助；
（3）自付部分在5000元（不含）—10000元（含）的，按60%比例补助；
（4）自付部分在10000元（不含）—50000元（含）的，按70%比例补助；
（5）自付部分在50000元（不含）—100000元（含）的，按80%比例补助；
（6）自付部分在100000元（不含）—500000元（含）的，按100%比例补助；
（7）超过500000元的部分，不再补助。
14、职工住院医疗互助的住院补贴制度如何规定的？
2020年度起，参互的职工住院每天补贴10元，连续参互两年的每天补贴20

元，连续参互三年以上的每天补贴30元，补助天数以医保结算单据为准，且最长
补助时限为30天。参互职工领取住院补助金和住院补贴后，累计金额达不到200
元的，补足200元。

15、2022年（第四期）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政策有什么调整？
主要调整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为了普惠会员，提升了各分段报销的比例，从总体上看，新增了3个报销

段，并且每个新增段的报销比例都提高了10%—20%。
二是为了解决因大病致贫致困的问题，提高了报销金额上限，由之前的25万

元提高到了50万元。
三是为了解决会员报销时间紧的问题，延长了报销的有效期，由原来会员出

院结算后的90天延长至本单位保障期结束后的90天，大大宽松了职工的报销时
间。

16、职工住院补助金的核算方法是什么？
补助金=（进入统筹费用-统筹基金等已支付费用）×分段比例
例如：某职工2019年7月8日参加了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连续参加

三期且期间从未住院。2021年9月7日该职工因病住院，于2021年10月10日治
愈出院。住院总费用690051元，其中，基本医疗统筹支付205000元，大病基金支
出100000元，全自费65109元，乙类自理费用3004元，特治特检自理费用360
元，当地医保起付线费用800元。

补助金计算如下：
进入统筹费用=690051-65109-3004-360-800=620778元
统筹基金等已支付费用=205000+100000=305000元
补助金=（进入统筹费用-统筹基金等已支付费用）×分段比例=（620778-

305000）×分段比例=315778×分段比例=3000×40%+（5000-3000）×50%+
（10000-5000）×60%+（50000-10000）×70%+（100000-50000）×80%+
（315778-100000）×100%

=1200+1000+3000+28000+40000+215778=288978元
住院补贴：因该职工连续参加活动从未住院，其住院补贴为：30天×20元=

600元
补助金合计：288978+600=289578元
17、参互职工入院时间、出院时间不在同一保障期的，如何核算补助金？
按照入院时间所在保障期的政策核算补助金，补助金的核算按照互助有效期

的住院天数占住院总天数的比例进行计算。
18、职工住院医疗补助金的申领受病种限制吗？
不受病种限制。
19、申领补助金的时限有何规定？
参互职工出院后，应由职工本人（或近亲属）持有关凭证及时到所属工会办理

申领手续，申领有效期为本单位保障期结束后90个自然日，逾期视为放弃享受互
助补助金的权利，不再办理。

20、申领补助金需要哪些材料？
（1）参互职工身份证、医保卡和银行卡复印件；
（2）基本医疗保险住院结算单和医疗费用收据；
（3）住院治疗用药清单和出院证明书；
如果会员出现急诊转住院的或门诊特病治疗的，需提供相应的急诊证明或门

诊特指的恶性肿瘤放疗、化疗和尿毒症血液透析诊断证明。
21、正在住院或者之前患病的职工能否参加互助活动？
可以参加。职工住院医疗互助活动没有观察期，也没有既往病史的要求。
22、职工申领补助金时，是否可以把补助金打入医保卡？
可以，前提是医保卡已开通银行卡功能。
23、上年度参加了活动，活动到期后本年度没有续互，但部分住院时间在上

年度保障期，可以申领补助金吗？
在保障期内的部分可以申领。
24、一个年度内住院超出医保报销封顶线的部分，职工医疗互助还可以申领

补助金吗？
为解决职工重病花销较大的问题，职工年度医保报销达到封顶线后，可继续

申领补助金。
25、医保报销单显示的住院时间与住院收费票据不一致时，以哪个为准？
以住院收费票据为准。
26、职工多次住院，能否合并成一次集中办理？
不可以，单次住院按分段计算的办法给予补助。有出院诊断书明确要求的

24小时内转往上级医院的情况，可以视为同一次住院，一并申领。
27、急诊转住院，急诊与住院结算时间不一致，能否将急诊纳入申领范围？
急诊和住院能一并上传结算单的，可以一并办理。急诊不作单独办理。
28、急诊24小时内（急诊住院）转住院的，急诊日期算不算到住院总日期里面？
急诊日期算到住院补贴里面。
29、只有医保结算单据或者住院收费票据，在医保系统中可查询此次住院信

息的，是否可以申领？
由当事人调取医保系统数据，完善相关证明材料，按程序上报办理。
30、下级医院24小时内转到上级医院的，住院补贴天数如何计算？
住院补贴按合计住院天数计算。
31、转院未备案或未办理转院手续的住院会员，如何申领补助金？
异地就医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或转院手续的，需减掉转诊先自付的部分，

再按照异地就医医保报销政策执行。
32、出院后，医保没有结算，可以申领补助金吗？
不可以，需在医保结算后提交申领。
33、单病种的医疗补助金如何核算？
治疗费用超出医保局规定部分由医院负担；治疗费用在规定范围内的由医保

和患者按比例共同负担；由患者支付的部分，职工医疗互助分段按比例进行补助。
34、我区职工互助保障门诊特殊疾病指哪些？
门诊特殊疾病特指恶性肿瘤到门诊治疗的放疗、化疗和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

（不含门诊检查和买药），其补助方式遵照医保的报销结算方式执行，最短时限可
按月结算。

35、日间病房住院可以申领吗？
医院和医保均按照住院办理的，可以进行申领。门诊参照住院管理的，不在

申领范围。
36、门诊治疗，出院医保开具门诊票据但是医保结算单为住院结算单，是否

可以申领？
门诊治疗属于恶性肿瘤放疗、化疗和血液透析三种特殊疾病，按照门诊申领

办法进行办理，其他病种不予办理。
37、药店买药用于放化疗或血液透析，医保局出具了慢病的医保结算单，这

种情况是否可以申领？
药店和门诊买药不纳入申领补助范围。

地址

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阿吉泰路18号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哲里木路78号内蒙古自治
区直属机关工委党校一楼
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阿吉泰路18号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银河南街赛罕区工人文化宫
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阿吉泰路18号
呼伦贝尔市河西新区规划九街呼伦贝尔市总
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兴安北大路共建巷23号1楼101
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河大街通辽市总工会
赤峰市松山区玉龙大街68号赤峰市总工会职
工服务中心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锡林大街68号锡林郭
勒盟工会
乌兰察布市集宁新区康宁南路工人文化宫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呼和塔拉路鄂尔多斯市
工人文化宫
巴彦淖尔市新华西街金沙路巴彦淖尔市总工会
乌海市海勃湾区乌海市总工会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北环路职工之家
牙克石市兴安中街96号内蒙古林业工会

经办机构

内蒙古职工互助
保障协会

自治区直属机关
工会工委办事处
驻会产业工会办事处
呼和浩特市办事处
包头市办事处

呼伦贝尔市办事处

兴安盟办事处
通辽市办事处

赤峰市办事处

锡林郭勒盟办事处

乌兰察布市办事处

鄂尔多斯市办事处

巴彦淖尔市办事处
乌海市办事处
阿拉善盟办事处
内蒙古森工集团办事处

咨询热线
0471-5222866
（入会业务）
0471-6300227
（申领业务）
0471-5222966
（办公室）
0471-5109563
（财务部）

0471-6386765

0471-5222866
0471-5953271
0471-5222866

0470-8224493

0482-8220269
0475-8212906

0476-8822490

0479-8247600

0474-8814653

0477-8593081

0478-8987316

0473-2028551

0483-8355982
0470-7423380

互助待遇

30000元

20000元

10000元

2000元

500元

说明
本活动生效30个自然日后，会员首次确诊患有

原发性乳腺癌时，可以一次性领取30000元女职工特
殊疾病互助补助金，保障待遇终止。

本活动生效30个自然日后，会员首次确诊患有除原发性乳
腺癌以外的12类女职工特殊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时，可以一次
性领取20000元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补助金，保障待遇终止。

本活动生效30个自然日后，会员首次确诊患有规定的
13类女职工特殊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原位癌时，可以一次性
领取10000元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补助金，保障待遇终止。

本活动生效30个自然日后，会员首次确诊患有
规定的13类女职工特殊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时，可
以一次性领取2000元的康复补助金。

本活动生效30个自然日内，会员首次确诊患有
规定的13类女职工特殊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时，可
以一次性领取500元的慰问金。

保障项目

原发性
乳腺癌

其他女职工
特殊疾病

原位癌

特殊疾病
康复补助金

特殊疾病
慰问金

会费标准

35元/份

互助申领补助相关细则

职工互助保障相关政策

1、什么是职工互助保障？
职工互助保障是各级工会职工互助保障组织为维护职工医疗、健康等保障权

益而开展的职工互助互济活动。工会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是国家多层次社
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会服务职工的传统特色工作。

2、开展职工互助保障的政策法规依据是什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七章第83条规定：国家

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职工互助医疗和医疗慈善
服务等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印发〈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关于加强自身建设推进
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工资发〔2020〕10号）明确职工互
助保障活动的定位是:国家社会保障的有益补充，工会服务职工的有力抓手，职工
抵御风险的有效屏障。

（3）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内党发
[2020]27号)第一条第5款明确：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展。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国办发
〔2021〕42号）第六章第10条规定：鼓励医疗互助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支持开展
职工医疗互助，规范互联网平台互助，加强风险管控，引导医疗互助健康发展。

3、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是什么组织？
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是由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主管，经自治区民政厅注

册成立的社会团体。
其业务范围是：开展与职工生、老、病、死、残或发生意外灾害、伤亡有关的职

工互助互济及其它相应的社会互助保障活动。负责互助保障金的筹集、调剂、给
付、保值等管理工作。

4、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的宗旨是什么？
为促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动员和组织职工发扬工人阶级团结互助

精神，继承工会组织互助互济优良传统，对因客观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给予
多种形式的帮助，以此减轻职工负担，提高生活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

5、参加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的条件有哪些？
（1）自治区行政辖区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年龄在16至60周岁的在职职工；
（3）由所在单位工会统一组织,不接受个人单独参加；
（4）同一单位参加活动的职工不得少于其全部职工的75％(含)。
6、单位没建立工会，是否可以参加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
不可以，需由单位工会统一组织参加。
7、参加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交费标准是多少？
根据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内蒙古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交费标准为：

在职职工每人每年100元。
8、自治区总工会对参加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的职工补助是多少？
自治区总工会为每位参加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的职工补助10元，在

职职工实际每人每年交费90元。
9、参加职工住院医疗互助的办理时间如何规定？
每年5月1日至12月10日。
10、保障期是如何规定的？
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期为一年，从办结参互手续后的次日零时起，至一年

期满日的二十四时止。
11、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入会需提供什么材料？
（1）《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申请书》和《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会员名单》

（可直接从系统打印）；
（2）《内蒙古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参互申请表》；
（3）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贯彻落实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第
一年,自治区总工会在持续深化开展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的基础上，新增了女性馨康
互助保障活动，成为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工作的有力补充。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是工会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在自筹资金、自愿参加的基础上，发扬
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精神，让患病住院职工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等待遇的基础上再得到一定
的补助。活动开展三年来，年度参互人数稳定在100万人以上，年度增长率保持在15%以上，

全区共有10.8万多人次从中受益，申领次数最多的达40次，领取补助金额最高的34.54万
元，切实减轻了许多职工家庭的经济负担，呈现出“工会全面宣导，职工积极参与，社会大力
支持，会员广泛受益”的良好局面。

目前，2022年度内蒙古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行动已经开始。今年参互职工能够享受到哪
些待遇？和往年相比，今年的参互政策有哪些变化？针对大家关注的问题，内蒙古职工互助
保障协会集中解答如下。

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弘扬互助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守护职工健康
———内蒙古职工医—内蒙古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疗互助保障活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女性馨康互助保障活动

（本版文字由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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