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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 GSRMC ☒ SAGH ☒ SLCH ☒ SNLH ☒ SPCH ☒ CORP ☒ SHP ☒ SMG ☒ 整个系统 

应用范围 

所有撒玛利亚健康服务 (SHS) 医院和诊所。 

政策 

SHS 为任何没有经济能力的人无差别地提供医疗护理。SHS 将为任何陷入财务困境的人支付必需的医疗护

理费用。收账流程适用于所有寻求和接受护理的个人（无论其是否寻求财务援助）。收账流程直到我们尽

一切努力收账才会开始。 

程序 

定义： 

1. 一般收费金额 (AGB) ——有 Medicare 或私人保险的患者全额支付的平均金额。 

2. 收账——患者的账单逾期未缴，账单被寄送给外部机构，由外部机构进行收账的情形。 

3. 特殊收账行动 (ECA)——患者未支付账单，医院直接采取收账行动的情形。 

4. 财务援助——患者需要接受医疗护理，但不缴费或支付较少费用的情形。 

5. 收入——劳动所得税前收入、福利金、社会保障金、失业或残疾福利、子女抚养费、赡养费以及商业和投

资活动所得的所有收入。 

6. 必需的医疗护理——诊断或治疗疾病、受伤、病症、病情或症状所需的紧急护理或医疗护理。 

7. 推定的财务援助——经筛选后有资格获得财务援助的患者。 

8. 自付折扣——没有资格获得财务援助的无保险患者享有的折扣。 

9. 特殊情况——患者的账单超过其年收入的 20% 的情形。 

 

实施： 

 

财务援助  

1. 整个医院和诊所都放置有向患者解释有关 SHS 财务援助的标志牌和小册子，您亦可在网站

（https://www.samhealth.org/financialassistance）上查阅。 

2. 每年向当地卫生部门、Medicaid 办公室、社会服务机构和医生办公室发送财务援助信息。 

3. 患者可在治疗前、治疗期间或治疗后申请财务援助。 

4. 患者可以在账务结算期和首笔账单发出后最多 240 天内申请财务援助。 

5. 患者在申请所有其他财务资源遭拒后，可获提供财务援助。 

6. 仅为必需的医疗护理提供财务援助。 

7. 不受雇于撒玛利亚健康服务和为 SHS 医院或诊所患者提供护理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接受 

SHS 财务援助计划。不接受财务援助的提供者名单载于 SHS 网站，网址为 
https://www.samhealth.org/financialassistance。 

 

 

 

https://www.samhealth.org/financial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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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援助资格 

1. 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财务援助。 

2. 财务援助申请可在以下地点获得： 

• 医院和诊所的登记区域。 

• 致电 1-800-640-5339，联系客户服务。 

3. 网上：https://www.samhealth.org/financialassistance。 

4. 患者以外的其他人可申请财务援助，例如： 

• 患者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 家庭成员  

• 社区组织  

• 宗教团体  

• 社会服务机构 

• 医院或诊所工作人员 

5. 申请财务援助的患者必须提供收入证明，例如： 

• 过去 3 个月的工资单副本。 

• 患者雇主出具的信函。 

• 社会安全办公室出具的信函。 

• 联邦所得税申报表。 

• 银行／信用合作社结单。 

• 任何其他收入证明。 

6. 财务援助仅次于为患者提供的所有其他财务资源（包括保险、政府计划、健康储蓄账户（HSA、

HRA/FSA）、基于社区或信仰的合作、第三方责任以及符合资格的资产）。 

7. 在财务援助申请被审议之前，患者和其他负责支付账单的人士必须提交所有必要的信息并在申请上签名。 

8. 在批准财务援助之前，SHS 可能会要求进行信用审核。 

9. 按照以下联邦贫困指南，决定如何提供财务援助： 

 

联邦贫困百分比 患者折扣 

0 至 250% 贫困水平  100% 

251 至 300% 贫困水平  75% 

301 至 400% 贫困水平  60% 

 

10. 有资格获得财务援助的患者支付的费用不会超过就必需的医疗护理支付的 AGB。 

11. 获批准参加低收入计划（如 Medicaid）的患者被视为贫困人群。因此，当计划拒绝付款时，这些患者有资

格获得财务援助。 

12. 在财务援助申请获得批准或遭拒后，患者或负责支付账单的人士将收到一封信。 

13. 倘财务援助申请遭拒，如果财务状况发生变化，患者或负责支付账单的人士可在批准／遭拒后 30 天内重

新申请。 

14. 未应用财务援助折扣的所有未投保余额将享有 20% 的自付折扣。 

 

特别情况 

如果患者申请财务援助但不符合收入要求，则会根据特别情况接受折扣筛查。 

 

推定的财务援助 

SHS 与外部机构合作，以确定患者是否有资格获得财务援助。患者可能有资格获得推定的财务援助，前提是： 

1. 患者未支付账单的任何部分。 

2. 患者仅支付账单的一部分。 

https://www.samhealth.org/financial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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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患者不符合参加财务援助计划的资格。 

 

为患者和社区提供财务援助计划。 

SHS 财务援助信息可在以下地点找到： 

1. 医院登记处  

2. 急诊室 

3. SHS 自营诊所 

4. SHS 网站：https://www.samhealth.org/financialassistance 

5.  

SHS 将向公众提供该财务援助政策的概要： 

• 浏览 SHS 网站：https://www.samhealth.org/financialassistance 

• 医院社区提供的宣传册  

 

财务援助信息将以 SHS 的服务地区居民的主要语言提供。 

 

 

收账惯例  
1. SHS 将就应支付的医疗服务费用，向记录在案的患者地址邮寄三张账单和一份提醒函。 

2. SHS 将在每张账单中载入有关财务援助计划的信息。 

3. SHS 将在向收账机构寄送账款之前，提供财务援助申请和财务援助政策的副本。 

4. 如果患者不付款，SHS 将发送最后一封信，说明在最后审核过程中应支付的余额将被转发予收账机构。 

5. 在将每笔账款发送给收账机构之前，每笔账款都将接受推定的财务援助筛查。 

6. 我们不会向对医疗债务不承担财务责任的患者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追讨该债务。 

7. 俄勒冈州法律规定，配偶和家庭伴侣可能须承担责任。 

8. 如果自第一份账单日期起 120 天内仍未全额支付该账款，且 SHS 尚未同意其他付款安排，或者患者未履

行付款安排，则该账款将被发送予收账机构。 

9. 我们将会向患者寄送一封信，告知他们账款已被转交予收账机构。 

10. 如果患者自第一份账单日期起计的 240 天内未与 SHS 或收账机构联系以作出付款安排，则 SHS 可能会开

始特别收账行动，其中包括： 

A. 向法院提交法律文件 

B. 追讨银行账户欠款 

C. 对财产设立留置权 

D. 从工资中收取欠款 

E. 向征信机构报告患者的情况 

F. 对法律解决方案设立留置权 

11. 医院、诊所或收债公司收取的利率将受到以下限制： 

A. 不超过联邦储备系统计算的利率 

B. 不低于 2% 或高于 5% 

C. 如属自行判断的情形，可将利率提高到国家法规允许的最高限额。 

参考 

• SHS 财务援助政策“简明概要”  

• 众议院第 3076 号法案，俄勒冈州修订法规 442.601 和 646.639  

• 财务责任：俄勒冈州修订法规 (ORS) 第 108 章 

• 《国内税收法》第 501(r) 条 

• 美国人口调查局 

• SHS 政策：“语言协助和口语翻译服务” 

https://www.samhealth.org/financialassistance
https://www.samhealth.org/financial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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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修订历史 

修订日期 修订号 
修订／审

阅 
审阅描述 

与以下组织合作 

（即标准化委员会、副总裁办公室、质量部、

风险控制部） 

发布日期 0 新   

12/22/2015 0-1 修订 存档  

12/22/2015 2 修订 更新以包含推定的资格语言 财务部 

6/21/2016 3 修订 删除资产审议语言 财务部 

11/7/2016 4 修订 更新 AGB 计算语言。指明公开发布适用的位

置。轻微格式修改 

财务部 

12/10/2018 5 修订 分隔财务援助与收账政策。更新后的语言。 财务部、ACA 第 501r 条合规委员会、区域业

务办公室 

4/22/2019 6 修订 提高 225% 以上贫困水平的无保险患者享有的

折扣率。 

财务部 

11/15/2019 7 修订 修改以遵守《俄勒冈州众议院第 3076 号法

案》（ORS 442.200 和 646.639）。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合规部、法务部、SHS ACA 501r 专责小组 

6/17/2020 8 修订 结合“收账政策”。就紧急护理和医学上必要

的护理支付的 AGB 添加小语种语言。添加简

明概要作为参考 

合规部、法务部、SHS 501r 专责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