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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区卫生计生局 芙蓉区财政局 

关于全面实施“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 

项目的通知 

各街道（局）卫生计生办： 

为帮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合法生育子女，2014 年，原芙蓉 

区人口计生局和芙蓉区财政局联合启动了“长沙市芙蓉区计划 

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项目工作。经各部门共同努力，项目 

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为惠及更多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根据 

长沙市卫生计生委、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全面实施“计划生育 

爱心助孕特别行动”项目的通知》（长卫发〔2017〕27 号）文 

件要求，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按照“就近就医”的原则在全区 

全面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目标 

建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生育免费和优惠援助制度，让每一 

个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都能享受免费或优惠助孕服务，目标人群 

覆盖率达 90%以上。 

二、实施范围 

全区 13个街道（局）。 

三、目标人群 

（一） 免费服务对象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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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合法生育过子女， 现无存活子女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2、夫妇一方为芙蓉区户籍，且女方年龄在49周岁以下； 

3、经诊断符合不孕不育症治疗条件。 

（二）优惠服务对象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者： 

（1） 夫妇一方为芙蓉区户籍， 且女方年龄在49周岁以下； 

（2）合法生育，经诊断符合不孕不育症治疗条件。 

四、服务内容 

优生健康教育、生育力评估、生育指导、不孕不育症诊断、 

助孕治疗条件评估、孕前咨询指导、助孕手术治疗（人工授精 

或试管婴儿）、跟踪随访等再生育技术服务。 

五、服务机构 

（一）免费服务机构。全市辖区内湖南省已批准开展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7家医疗保健机构（以下简称辅助生殖机 

构，见附件）负责生育力评估、生育指导、不孕不育症诊断、 

助孕治疗条件评估、助孕手术治疗（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等 

辅助生育技术服务。 

（二）优惠服务机构。人工授精、试管婴儿手术在定点医 

疗机构实行让利优惠治疗； 治疗实施绿色通道， 就诊免挂号费。 

（三）县级卫生计生部门负责辖区内特殊家庭的摸底调 

查，对符合优惠服务对象发放价值 2400 元的爱心卡，同时， 

组织所辖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进行优生健康教育、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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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和跟踪随访等。 

六、服务原则 

（一）免费服务和优惠服务。符合条件的对象免费或优惠 

享受一次人工授精助孕或试管婴儿助孕服务（人工授精助孕或 

试管婴儿助孕服务根据对象实际情况确定）。 

（二）知情选择。区卫计局及区妇幼保健所认真做好宣传 

引导，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自愿参与、知情选择。 

七、经费管理 

（一）免费援助服务 

1、结算标准。人工授精助孕（含术前常规检查费）6000 

元/周期/对夫妇；试管婴儿助孕（含术前常规检查和解冻周期 

助孕费）42000 元/对夫妇。 

2、资金来源。符合条件的援助对象爱心助孕补助费用全 

部由省级财政承担。 

3、结算方式。采取“核定任务、定额补助、当年预拨、 

次年结算”的方式，每年 3月底前，由省卫生计生委商省财政 

厅根据各地承担的爱心助孕任务，从专项资金中预拨各县市区 

当年度爱心助孕补助费用，第二年再据实结算。 

（二）优惠援助服务 

1、结算标准。符合条件的优惠服务对象享受 2400 元/对 

夫妇优惠，其中区级补助 1200 元/对夫妇，进入助孕周期后， 

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减免1200 元/对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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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来源。补助专项资金在区级财政预算中列支，由 

区级财政承担。定点医疗机构优惠资金由定点医疗机构自行承 

担。 

3、结算方式。每年10月底前，由区卫计局商区财政局根 

据各地承担的爱心助孕任务，从专项资金中据实结算当年度爱 

心助孕补助费用。 

（三）区级财政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 

八、服务流程 

（一）调查摸底。各街道（局）卫生计生办依照服务对象 

的确认条件，收集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信息，将对象名 

单于每年 1月底前报区妇幼保健所。 

（二）申报审批。 

1、对象申请。夫妇双方共同向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 

提出申请，填写《长沙市芙蓉区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申 

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见附件1），经村（社区）初审后， 

报送乡镇（街道）卫生计生办。 

2、乡级审核。乡镇（街道）卫生计生办根据服务对象的 

确认条件对申请人进行调查审核，审核同意后报区级卫生计生 

部门。

3、县级审批。区级卫生计生部门对申请人进行审批，签 

署审批意见，为对象开具《长沙市芙蓉区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 

别行动介绍信》 （以下简称《介绍信》，见附件）。申请表由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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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部门存档。 

（三）技术服务。对象携带区级卫生计生部门出具的《介 

绍信》、 身份证、 结婚证到辅助生殖机构接受免费或优惠助孕技 

术服务。对象实施助孕技术服务前必须进行相关医学检查，具 

备助孕治疗条件者方可实施免费或优惠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助 

孕服务。 

（四）跟踪随访。对助孕治疗成功的服务对象，辅助生殖 

机构和区级卫生计生部门应做好优生优育咨询指导和定期随访 

服务。

（五）资料上报。辅助生殖机构对爱心助孕服务对象进行 

个案登记，妥善保存检查资料，建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检查及 

治疗资料档案。每季度统计人数、检查结果、妊娠结局随访等 

数据信息，如实填写《长沙市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服务 

对象统计报表》（见附件3），于每个季度第一个月的10日前同 

时报送所在辖区区级卫生计生部门和市卫生计生委妇幼健康服 

务处。

（六）检查验收。每年12月 10日前，区卫生计生局向市 

卫生计生委报送工作总结。市卫生计生委和市财政局对项目实 

施情况进行检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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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街道（局）要充分认识计划生育 

爱心助孕特别行动的重要意义， 积极争取党委、 政府领导重视，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爱心助孕特别行动顺利进行。 

（二）部门密切配合。区级卫生计生部门具体负责项目组 

织实施，制订工作计划，协调出台保障措施，管理技术服务工 

作，开展人员培训，加强质量监管。区级财政部门负责做好专 

项资金的预算决算、资金的拨付等工作，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 

位，并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进行严格监管。 

（三）开展宣传倡导。各街道（局）要充分发挥报刊、广 

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作用，加大社会宣传力度，营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使服务对象及时了解本项目的目的、 

意义和内容，自愿、主动参与。 

（四）强化监督管理。区级卫生计生、财政部门要加强工 

作监管，及时对组织实施、技术服务、质量控制、专项资金使 

用等情况进行监督评估，确保工作科学规范开展。 

附件 1：长沙市芙蓉区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申请表 

附件 2：长沙市芙蓉区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介绍信 

附件 3：长沙市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免费服务对象 

统计报表 

附件 4：长沙市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优惠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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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报表 

附件 5：长沙辖区湖南省已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 

务医疗保健机构名单及服务项目 

长沙市芙蓉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长沙市芙蓉区财政局 

2018 年 7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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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长沙市芙蓉区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 

申请表 

男方姓名 

联系电话 

女方姓名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长沙市芙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印制 

（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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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指 南 

一、申请条件 
享受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免费援助的对象应同时具 

备以下条件： 
（1）原合法生育过子女，现无存活子女的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 
（2）夫妇居住芙蓉区，一方具备芙蓉区户籍，且女方年龄 

在 49周岁以下； 
（3）经诊断符合不孕不育症治疗条件。 
享受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优惠服务的对象应同时具 

备以下条件： 
（1）夫妇居住芙蓉区，一方具备芙蓉区户籍，且女方年龄 

在 49周岁以下； 
（2）合法生育，经诊断符合不孕不育症治疗条件。 
二、申请材料 
（一）申请表； 
（二）夫妇二人近期两寸免冠彩色合影一张； 
（三）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四）申请人户口簿； 
（五）申请人结婚证； 
（六）免费援助对象申请人小孩死亡证； 
（七）其他有效证明。 
三、申请程序 
（一）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向户籍所在地村（社 

区）提出申请并认真填写《长沙市芙蓉区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 
行动申请表》。 

（二）经村、乡、县级卫生计生部门逐级审核相关信息，审 
批通过后，由县级卫生计生部门为服务对象开具《长沙市芙蓉计 
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介绍信》。 

（三）对象携带《介绍信》、身份证、结婚证到长沙市辖区 
内已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保健机构接受免费或优 
惠助孕技术服务。对象接受助孕技术服务前必须进行术前相关医 
学检查，诊断符合助孕治疗条件的方可实施免费或优惠人工授精 
或试管婴儿助孕服务。 

四、其他事项 
（一）本《申请表》由长沙市芙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制作， 

解释权归长沙市芙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二）申请人对其提供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如发现虚假、伪造和隐瞒等情况，省、市、县三级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有权索回全部援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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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申请表 

市（州） 县（市、区） 编号： 

姓 名 年 龄 

身份证号码 

妻

子 

户籍所在地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组 

姓 名 年 龄 

身份证号码 

丈

夫 

户籍所在地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组 

夫

妇

合

照 

通信地址 

子女死亡 

时间和原因 

不孕不育诊断时间 

和原因 

本人申请 

本人自愿参加此次爱心助孕特别行动，自愿接受助孕治疗。 

妻子（本人）签名： 

丈夫（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男方或女方户籍所在地 

村（社区）初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男方或女方户籍所在地 

乡镇（街道）卫生计生 

办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卫生计生 

部门审批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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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长沙市芙蓉区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介绍信 

介字第 号 

（存根联） 

： 

兹介绍我县 （市、 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组 

、 夫妇 ，前往贵院进行计划生育爱心助孕技术服，请予接洽。 

县（市、区）卫生计生局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 

长沙市芙蓉区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介绍信 

介字第 号 

： 

兹介绍我县 （市、 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组 

、 夫妇 ，前往贵院进行计划生育爱心助孕技术服务，请予接洽。 

县（市、区）卫生计生局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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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长沙市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免费服务对象统计报表 
填报单位（公章）： 统计时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服务对象基本情况 
序
号 称谓 姓名 

年
龄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或 
家庭住址 

职业或 
职务 

联系方式 

助孕起 
始时间 

诊断意见 
助孕 
方式 

助孕 
结果 

费用 
（万元） 

妻子 
1 

丈夫 

妻子 
2 

丈夫 

妻子 
3 

丈夫 

妻子 
4 

丈夫 

妻子 
5 

丈夫 

妻子 

丈夫 6 

丈夫 

填表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备注：此表由辅助生殖机构于每个季度第一个月的 15日前同时报送所在辖区市级卫生计生部门和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健康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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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长沙市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优惠服务对象统计报表 
填报单位（公章）： 统计时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服务对象基本情况 
序
号 称谓 姓名 

年
龄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或 
家庭住址 

职业或 
职务 

联系方式 

助孕起 
始时间 

诊断意见 
助孕 
方式 

助孕 
结果 

费用 
（万元） 

妻子 
1 

丈夫 

妻子 
2 

丈夫 

妻子 
3 

丈夫 

妻子 
4 

丈夫 

妻子 
5 

丈夫 

妻子 

丈夫 6 

丈夫 

填表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备注：此表由辅助生殖机构于每个季度第一个月的 10日前同时报送所在辖区县级卫生计生部门和市卫生计生委妇幼健康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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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长沙辖区湖南省已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医疗保健机构名单及服务项目 

序号 市州 机构名称 已批准正式开展的技术服务项目（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1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 

术 
2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 

4 

部直属单位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 

5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供精人工授精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植入 

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 

6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 

7 

长沙市 

长沙生殖医学医院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