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保和资格的概念文件
1115 豁免示范
请求概述
该计划将通过稳定现有的俄勒冈州健康计划(OHP)的承保，确保符合条件的人加
入，并扩大那些有可能成为无保险的人的资格，使俄勒冈州更接近普及保险的目
标。

问题和背景
在全州范围内，俄勒冈州大约有 6%的人在某一指定的时间段内没有健康保险。一
些有色人种社区没有保险的可能性几乎是翻倍（见图 1）。当人们没有健康保险
时，他们往往面临巨大的医疗债务或推迟所需的护理，导致健康状况恶化、费用增
加、需要更高强度的护理。
图 1 1
Figure
有色人种社区更有可能没有保险。
Communities
of color are more likely to be un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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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俄勒冈州健康保险调查（2019 年）

COVID-19 大流行病既突出又加剧了这些健康不平等的现象。然而，CARES 法案扩大
和简化了资格审查程序，使得 Medicaid 人口（在两年时间内失去和获得保险）的
“变动”大大减少。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些有效承保政策的成功基础上再接再厉。
没有保险的原因各不相同。许多人可能有资格参加 OHP，但却不知道，而俄勒冈州
的一些没有保险的居民由于移民身份或其他实质性的注册和重新确定的障碍而面临
保险困难。俄勒冈州旨在消除阻碍一些居民获得和维持医疗保险的资格、承保或注
册的障碍。
数据来源：俄勒冈州健康保险调查（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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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目标和程序：
愿景：俄勒冈州无保险率低，且承保没有种族或民族的不平等。
目标
• 为那些有可能成为无保险人的人提供稳定的承保
• 保持跨市场承保的资格审查程序灵活、精简
• 符合条件的人进行注册并保持注册状态

实现目标的程序和潜在的策略
下面的步骤概述了实现我们目标所需的程序。这一过程将通过豁免和非豁免策略的
结合来实现。
步骤 1．确保因 COVID-19 大流行而新加入 OHP 的人不间断地保留在适当的保险
（OHP 或市场）中。
我们看到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过程中，因为专门为此制定了政策，OHP 保险的稳
定性增加了。这些政策简化了资格和注册，允许申请人自我证明其收入，并改变了
重新确定资格的程序。俄勒冈州希望保持已经成功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在大
流行期间加入 OHP 但收入发生变化的人继续享有保险。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意味
着目前使用 OHP 的人需要得到支持，以便无缝过渡到市场提供的健康计划。
步骤 2．确保有资格参加 OHP 的人得到并保持注册。
虽然通过 ONEligibility 系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当我们考虑到人们在资格确定
和注册方面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和障碍时，仍然有改进的余地。俄勒冈州健康保险调
查显示，在俄勒冈州约有四分之一的无保险人有资格参加 OHP，但没有实际加入。
又一次，存在着差异：在西班牙裔或拉美裔社区中，每 3 人中就有 1 人有资格但没
有加入；而在非西班牙裔的白人以外的种族中，大约 42%的人的收入应该有资格加
入 OHP。这些数据点突出了一个有针对性、帮助那些有资格但没有加入的人的推广
机会。将重点放在“有资格但未注册”的人口上，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参与，将使我
们更接近消除保险中种族不平等的目标。
步骤 3：调整资格，以保持连续性。
由于整个健康保险市场的复杂性和拼凑性，一些人在资格或承保内外不断循环（或
“变动”）的情况很常见。俄勒冈州健康保险调查显示，在 2019 年，35% 没有保
险的人是因为“失去了 OHP 保险”而没有保险。这种中断是有压力的，而且可能会
改变生活，因为人们失去了获得护理的机会或失去与他们信任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建
立的关系。俄勒冈州的目标是加强儿童和家庭的保险连续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扩
大目前没有资格参加 OHP 的俄勒冈州低收入者的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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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的豁免策略
确保可以通过一些潜在的策略使获得 OHP 的保险和保持注册更容易。在某些情况
下，这项工作已经包含在协调护理模式中，只是需要加强。下面是一份潜在的政策
和策略清单。
为儿童提供连续 5 年的资格。
俄勒冈州要求为儿童提供连续 5 年的资格，这将取消破坏儿童照顾和发育的对儿童
的 Medicaid 和 CHIP 资格的审查。俄勒冈州目前实行对所有 0-18 岁的儿童实行 12
个月连续资格的联邦政策，并规定按照联邦要求年满 19 岁的孩童或搬出该州的儿
童取消注册。
持续的资格减少了弱势儿童在 Medicaid 计划中的“变动”。这将提高保险的稳定
性和护理的连续性，进而改善医疗服务的获取和结果。因为这些儿童中的许多人仍
有资格获得保险，消除“变动”现象可以减少行政费用、减轻家庭和州重新处理申
请的负担。此外，扩大持续投保的儿童群体将最终减少每个成员的保险费用。

这对 OHP 成员意味着什么？
对于参加 OHP 的儿童来说，这意味着健康保险的承保和访问熟悉的服务提供者的机
会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特别是在关键的学前和青少年时期。对于参加 OHP 的儿童的
父母和照顾者来说，这意味着将减少资格的重新确定，并减少对就业的微小转变是
否会导致对儿童的照顾的担忧。
允许申请人自我证明收入。
由于 COVID-19 大流行病而产生的允许申请人自我证明其收入是一项成功的政策。
俄勒冈州希望保留这一政策，以使申请和确定过程顺利进行。该政策通过允许在充
分核实收入之前提供保险，提高了申请人获得保险和获得护理的速度。

这对 OHP 成员意味着什么？
有资格参加 OHP 的人将能够与申请助理合作，或通过自我证明收入水平的方式加入
OHP，以获得保险，然后将额外的时间来汇编必要的文件以验证收入，包括可能通
过其他机制获得的收入（例如，最近获得 SNAP 福利的资格）。在可能的情况下，
俄勒冈州将寻求利用现有的数据来源来进一步减少家庭的负担。
采取使家庭随着收入的变化而一起得到保险的政策。
俄勒冈州致力于与联邦政府合作，以确定保持家庭加入 CCO 的机会，尽管目前 OHP
和市场上的补贴的符合资格的收入水平在儿童和成人之间的收入资格门槛不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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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政策有可能需要额外的豁免或方法，为达到加入 CCO 的目的，利用市场上的个人
可获得的任何补贴。
研究表明，儿童的健康和发育部分取决于其父母的健康和福祉，因此，在可能的情
况下，父母持有连续的保险是很重要的。此外，当父母有保险并熟悉如何使用该系
统时，儿童获得建议的预防服务的情况就会增加。

这对 OHP 成员意味着什么？
对于属于家庭一部分的成员，儿童将被承保到较高的收入水平，而成年成员也可以
被承保。这将意味着成员不需要为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员搞清楚不同的保险福利或在
网络内浏览不同的保险。
为目前没有资格的俄勒冈州低收入者扩大保险范围
俄勒冈州对支持扩大 OHP 的使用范围，使目前因移民身份而不符合条件的低收入者
获得 OHP 的努力，表现出持续的兴趣。这在 2017 年通过承保所有儿童（Cover All
Kids）计划为 19 岁以下儿童实现了。俄勒冈州目前向大约 6,500 名联邦贫困水平
(FPL)300%或以下的、因公民身份而没有资格享受 Medicaid 的儿童(出生至 19 岁)
提供了州政府资助的综合保险，并通过公民外国人豁免紧急医疗计划(CAWEM)向
FPL138%或以下的 42,834 名成年移民提供了紧急保险。
在大流行期间，获得 COVID-19 保护、测试、治疗和疫苗的机会不平等，说明了确
保所有俄勒冈人都能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迫切需要。为了达到俄勒冈州到 2030 年
消除健康不平等的目标，并消除资格、承保或注册的障碍，俄勒冈州必须将全面承
保的资格扩大到州内所有移民。目前在立法会议上提出的两项法案将为没有文件记
录的成年人提供一个公民/外国人豁免紧急医疗（CAWEM）--包装计划（名为“全民
承保”）。
在与“全民承保”法案有关的任何立法行动以及州长的承诺之后，俄勒冈州打算与
联邦政府合作，确定利用现有的州和联邦对这一人群的投资的机会，建立一个更可
持续和包容性的计划。该州剩余的无保险人口包括一部分无证人员，他们几乎都在
获得保险和护理方面面临语言、文化或基于恐惧的障碍。

这对 OHP 成员意味着什么？
俄勒冈州将努力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和扩大承保范围，使所有低收入者都能获得医
疗保障，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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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更多的灵活性，以利用联邦平价医疗法案的资金为符合条件的人注册。
为了确保有资格获得 Medicaid 的人加入，需要在多个资金层面投资于外联和参
与。俄勒冈州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任何可用的联邦资金，以支持有资格的人增加注
册。

这对 OHP 成员意味着什么？
对于有资格但没有注册的人，您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外展和参与，以支持您加入
OHP，最好是用您的语言或由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和社区组织。

支持这项工作的额外（非豁免）政策
• 确保 CCO 继续提供持续的外展和导航服务，支持和保留在重新确定日期前仍
有资格的现有成员
• 探索与消费者和商业事务部（DCBS）合作的机会，以更好地了解稳定在 OHP
和市场之间转换的人的资格的机会
• 与其他现有的州和联邦的努力保持一致，以扩大或稳定医疗保健的承保，包
括探索以州为基础的公共选择的普及工作队和立法的努力

您可获取使用其他语种、大号字体、盲文或您首选格式编写的本文件。请联系社区
合作伙伴推广计划：community.outreach@dhsoha.state.or.us 或拨打 1-833647-3678。我们接受所有转接电话，或者您可以拨打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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