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CT法案的所有内容 101

PACT 法案
概览



什么是美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

越南 海湾战争时代 9-11之后，阿富汗和伊拉克

一级军士长希斯-罗宾逊
2022年应对综合毒物的承诺（PACT）法案

是一项新的法律，扩大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和福利，为退伍军人暴露于烧伤坑和其他有毒
物质。这部法律帮助我们为几代退伍军人及其遗属提供他们应得的照顾和福利。

美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
• 扩大和延伸退伍军人医疗保健的资格，包括接触有毒物质的退伍军人和越战
时期、海湾战争时期和9/11后时期的退伍军人。

• 扩大接触有毒物质的退伍军人的福利资格。



美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

该法案扩大和延伸了接触有毒物质的退伍军人
以及越战时期、海湾战争时期和911后时期的
退伍军人获得退伍军人医疗保健的资格。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将改进决策过程，以确
定哪些医疗条件将被视为推定状态。

每个登记的退伍军人都会收到一封信
毒性接触筛查和每五年一次的随访筛查。
没有报名但有资格报名的退伍军人将有机会 注册
并接受筛查。

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卫生保健人员和索赔处
理人员将接受与有毒物质暴露相关的教育
和培训。

该法案要求对海湾战争期间在西南亚服役的退伍
军人的死亡率进行研究；9/11后退伍军人健康趋
势；和退伍军人癌症发病率。

 
该法案将帮助退伍军人事务部建立一支更强大、更
熟练的有生力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福利和服务需
求。

该法案授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31个新的医疗机
构，为退伍军人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



海湾战争和9/11后的合格性

如果一个退伍军人在这些地点和时期服役，他们有资格获得新的海湾战争相关的推定。这包括任何这
些位置上方的空域。

在1990年8月2日或该日后:
• 巴林
• 伊拉克
• 科威特
• 阿曼
• 卡塔尔
• 沙特阿拉伯
• 索马里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在2001年9月11日或该日后:
• 阿富汗
• 吉布提
• 埃及
• 约旦
• 黎巴嫩
• 叙利亚
• 乌兹别克斯坦
• 也门



新辐射假定位置

如果您被要求响应下面列出的清理和响应任务之一，您可能符合美国
退伍军人《契约法案》规定的辐射暴露推定。

回应努力日期 日期

埃尼威托克环礁的清理 1977年1月1日至1980年12月31日

在西班牙帕洛马雷斯海岸清理携
带核武器的空军B-52轰炸机 1966年1月17日至1967年3月31日

对图勒空军基地附近一架载有核
武器的空军B-52轰炸机起火的反应 
在格陵兰

1968年1月21日至1968年9月25日



假定条件与服务联系

截至2022年8月10日，由于各种在役有毒物质暴露，一长串新情况被认为与服役相关。现在在 VA.gov/PACT 申请，
以加快您的索赔和福利进度。

• 哮喘(退役后诊断)
• 脑癌
• 慢性支气管炎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慢性鼻炎
• 慢性鼻窦炎
•缩窄性细支气管炎或闭塞性细支气管炎
• 肺气肿
• 任何类型的胃肠癌
• 成胶质细胞瘤
• 肉芽肿疾病
• 任何类型的头部癌症
• 高血压(高血压)
• 间质性肺病(ILD)

• 肾癌
• 任何类型的淋巴瘤
• 任何类型的淋巴瘤
• 黑素瘤
• 不明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MGUS)

• 颈部癌症
• 胰腺癌
• 胸膜炎
• 肺纤维化
• 任何类型的生殖癌症
• 任何类型的呼吸系统(呼吸相关)癌症

• 肉状瘤病

https://www.va.gov/resources/the-pact-act-and-your-va-benefits/


健康护理注册资格

曾在以下地点和时间段服役的退伍军人现在可以加入退伍军人医疗保险:
• 越南共和国(1962年1月9日至1975年5月7日)

• 在泰国的任何美国或泰国皇家基地（1962年1月9日至1976年6月30日之间）。
• 老挝(1965年12月1日至1969年9月30日)

• 柬埔寨的某些省份(1969年4月16日至1969年4月30日)

• 关岛或美属萨摩亚或其领海(1962年1月9日至1980年7月31日之间)

• 约翰斯顿环礁，或停靠在那里的船只(1972年1月1日至1977年9月30日)

越战时期的老兵现在可以申请两个新的橙剂推定条件:
• 不明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MGUS)

• 高血压（高血压）

特殊注册期: 2022年10月1日-2023年10月1日
适用于2001年9月11日至2013年10月1日期间出院

或退伍的911之后的退伍老兵。注册是免费的，没有年费，护理也是免费的



健康护理注册资格

卫生组织:所有退伍军人都加入了退伍军人健康护理计划。

内容：一系列快速（5-10分钟）的确认问题，以确定和记
录服役期间任何潜在的毒素暴露问题。

何时: 至少每5年一次

地点: 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和诊所

为什么: 支持退伍军人长期健康计划和知情的整体医疗保健

方式：退伍军人可以在下一次退伍军人预约时询问筛查情况



申请领取福利

退伍军人可以对新的推定条件提出索赔:
• 新索赔—退伍军人从未申请假定条件
• 补充声明—假定条件以前被拒绝，但现在被认为是假定条件

• 如果退伍军人在过去拒绝了新的推定条件之一，但现在可能有资格获得福利，退伍军人将尝试与他们联系。没

有必要等待提交补充索赔。

•退伍军人事务部正在优先考虑患有癌症的退伍军人的索赔，以确保他们及时获得所需的护理和福利。

•未决索赔: 如果退伍军人的状况在提交索赔后被添加到推定状况列表中，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将在推定的基础上
予以考虑。

**推定条件不需要证明是服兵役造成的。退伍军人只需要符合
服役要求，并具有假定条件的当前诊断。退伍军人应提交任何支持文件，以帮助其索赔。



其他受影响的退伍军人和幸存者

其他退伍军人及其遗属的额外福利和护理呢？

根据美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幸存者有资格获得
退伍军人福利，包括抚养和赔偿补偿以及丧葬福利

• 抚养和赔偿补偿
• 丧葬福利

得到您应得的关爱和福利!
今天就到VA.gov/PACT申请。

https://www.va.gov/disability/dependency-indemnity-compensation/
https://www.va.gov/burials-memorials/veterans-burial-allowance/
https://www.va.gov/resources/the-pact-act-and-your-va-benefits/


何时或如何提出索赔?

现在就申请!

如果我之前被拒绝了怎么办?

鼓励以前被拒绝有毒物质暴露相关索赔的退伍军人提出补充
索赔。一旦收到补充索赔，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将根据新的

法律审查索赔。

有关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VA.gov/PACT 或者拨打 1-800-MyVA41

https://www.va.gov/resources/the-pact-act-and-your-va-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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