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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PACT ACT:了解医疗保健资格和
福利

什么是 PACT 法案？它为什么如此重要？

美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是一项新的法律，扩大了退伍军人
事务部对暴露于烧伤坑和其他有毒物质的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
和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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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法案(1)扩大了接触有毒物质的退伍军人以及越战、海湾战争
和后9/11时代的退伍军人获得退伍军人医疗保健的资格，以及
(2)扩大了接触有毒物质的退伍军人获得福利的资格。

首字母缩略词 PACT,代表什么？

一级军士长Heath Robinson履行我们的承诺，解决

2022年综合毒物(PACT)法案。

法律何时生效？

虽然有些条款在不同时间生效，但退伍军人事务部认为美国
退伍军人《契约法案》中确立的推定条件在美国退伍军人
《契约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之日(2022年8月10日)适用。鼓励
所有相信自己有权获得福利的退伍军人和幸存者今天就申
请。

PACT 法案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什么？

» 该法案扩大和延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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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后时期的退伍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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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名入伍的老兵都将接受一次初始毒性接触筛查和至少每
五年一次的随访筛查。未登记但有资格登记的退伍军人将有
机会登记并接受筛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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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后退伍军人的健康趋势以及退伍军人的癌症发病
率进行研究。 

» 该法案将帮助退伍军人事务部建立一支更强大、更熟练的
劳动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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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毒物暴露？

»  空气污染物: 燃烧坑、油井火灾、硫磺火灾、沙子、灰尘
和微粒

»  化学品: 橙剂或其他除草剂、燃烧坑、勒尤尼营地供水、
杀虫剂、贫化铀、铬或工业溶剂

» 辐射: 核武器试验、x光或贫化铀

» 战争药剂: 化学战争药剂、神经毒剂、芥子气、除草剂试验
和储存 

»  职业危害: 石棉、铅、燃料、工业溶剂、辐射、振动、噪音、
军用车辆上的特殊油漆以及一些冷却剂或绝缘液体

PACT 法案概述

一般来说，退伍军人在服役期间可能会经历几种类型的
暴露或危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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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服务连接的推定？
退伍军人事务部认为某些疾病可能与退伍军人的服役有关。
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幸存者可能有资格获得这些疾病的福利和
医疗保健服务。

该法将创建哪些新的或扩大的推定，以及它们何时生
效？

退伍军人和幸存者可以立即对美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案
中概述的所有情况提出索赔。

对于海湾战争和911后的退伍军人，这包括:
脑癌、胶质母细胞瘤、任何类型的呼吸(呼吸相关)癌、任何类
型的胃肠癌、任何类型的头癌、任何类型的淋巴瘤、任何类
型的淋巴癌、颈癌、胰腺癌、任何类型的生殖癌、肾癌、黑
色素瘤、哮喘(售后诊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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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芽肿性疾病、
间质性肺病 、胸膜炎、肺纤维化、结节病、慢性支气管
炎、慢性阻塞性肺病 。

对于越战老兵和其他暴露在战术除草剂下的老兵，这包括
两种橙剂假定条件:
不明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 、高血压(高血压)。

退伍军人现在可以申请吗？
退伍军人事务部正在考虑在该法案成为法律之日适用《美
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中确立的推定条件。我们鼓励
所有认为自己有权享受福利的退伍军人现在就申请。

退伍军人在提出索赔时必须提交哪些证据？
退伍军人应提交任何支持性证据以及他们的索赔。美国退伍
军人《契约法案》规定，在处理与毒物暴露相关的索赔时，
退伍军人事务部可以考虑暴露跟踪记录系统中的任何退伍军
人记录。 
如果没有记录存在，退伍军人事务部可考虑所有情况。索赔
处理人员还可以通过收集任何已确定的医疗证据，并要求进
行检查或鼓励医疗意见以证实索赔，来帮助退伍军人提出索
赔。

现在有资格根据服役关系推定获得福利的退伍军人使用退伍
军人 事务部VA Form 21-526EZ, 《残疾补偿和相关补偿福利
申请》提出索赔，或使用退伍军人事务部 VA Form 20-0995,
《决定审查请求》提出补充索赔: 补充索赔。

如果退伍军人以前因任何这些情况而被拒绝索赔，他们可
以做什么？

当建立或改变服务关系时，退伍军人事务部将联系退伍军
人。然而，以前被拒绝与有毒物质接触相关的索赔的退伍军

人被鼓励提出补充索赔。一旦收到补充索赔，VA将根据新
的法律审查索赔。

从未就这些情况之一提出过索赔的退伍军人应该采取什么
行动？

被诊断为新的推定条件之一并符合资格要求的退伍军人应使
用VA Form 21-526EZ《残疾补偿和相关补偿福利申请》提
交新的申请以供考虑。

2022年PACT ACT:了解医疗保健资格和
福利

退伍军人如何提出残疾索赔？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A.gov/disability/how-to-file-claim/

拨打福利热线（具体问题）：
1-800-827-1000

访问VBA区域办公室
VA.gov/benefits/offices.asp

与经认可的VSO合作
VA.gov/ogc/apps/accreditation/index.asp

PACT 法案的好处

2023年1月1日:
VBA将开始处理索赔。

现在生效:
增加了20多个新的假定条件。适用于退伍军人
和幸存者的福利资格。

对于海湾战争和9/11后的退伍军人: 脑癌、胶质母
细胞瘤、任何类型的呼吸(呼吸相关)癌、任何类型
的胃肠癌、任何类型的头癌、任何类型的淋巴瘤、
任何类型的淋巴癌、颈癌、胰腺癌、任何类型的生
殖癌、肾癌、黑色素 瘤、哮喘(售后诊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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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芽肿性疾病、间质性肺病
(ILD)、胸膜炎、肺纤维化、结节病、慢性支气管
炎、慢性阻塞性肺病 。

对于越战老兵和其他暴露在战术除草剂下的老兵，这包括两
种橙剂假定条件: 
不明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 、高血压(高血压)。 

2022年8月10日:
美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签署成为法律。

https://www.va.gov/find-forms/about-form-21-526ez/
https://www.va.gov/find-forms/about-form-20-0995/
https://www.va.gov/find-forms/about-form-20-0995/
https://www.va.gov/find-forms/about-form-21-526ez/
https://www.va.gov/disability/how-to-file-claim/
https://benefits.va.gov/benefits/
https://www.va.gov/ogc/apps/accreditation/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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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T 法案的好处

2022年PACT ACT:了解医疗保健资格和
福利

家庭成员或受抚养人——那些在重新裁决过程中失去亲人
的人，或者那些失去了之前被拒绝索赔的亲人的人——会
因为 PACT 法案而获得任何福利吗？

如果符合资格要求，已故退伍军人的家庭成员或受抚养人可
以因《美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中规定的其他残疾而获
得各种退伍军人福利。可用的福利包括抚养和赔偿补偿
(DIC)、累积福利和丧葬福利。

» 死亡抚恤金是向因公殉职或因公致残的已故退伍军人的合
格未亡配偶、受扶养子女或父母每月支付的款项。证据必须
表明退伍军人的死亡是由退伍军人的服役时间造成的，或者
与退伍军人的服役时间有关。希望提出索赔的幸存者必须填
写VA Form 21P-534EZ，以申请福利并提交任何支持证据。

» 累积福利是根据关系向已故退伍军人的合格未亡配偶、受抚
养子女或受抚养父母一次性支付的款项， 记录证据显示福利
(如残疾补偿或退伍军人养老金)在退伍军人去世前已经到期但
尚未支付

» 丧葬补助是一种统一的支付方式，以帮助支付符合条件的退
伍军人在国家公墓的安葬费和丧葬费。退伍军人事务部可向去
世时符合资格的已故退伍军人的家庭成员或受抚养人提供丧葬
福利。退伍军人事务部支付服务相关的葬礼，
与服务无关的埋葬、墓地或安葬津贴以及交通报销。希望提出
索赔的个人必须填写 VA Form 21P-530EZ 以申请福利并提交任
何支持证据。

» 退伍军人事务部(CHAMPVA)
的平民健康和医疗计划也可为现在或本来有资格获得与服务有
关的残疾退伍军人的遗属和家属提供医疗保健。 

已故退伍军人的家庭成员也可以通过提供退伍军人最终费用
或丧葬费用的支付证据来获得资格。希望提出索赔的幸存者
必须填写VA Form 21P-534EZ 或者 VA Form 21P-601 以申请福
利并提交任何支持证据。

https://www.va.gov/find-forms/about-form-21p-534ez/
https://www.va.gov/find-forms/about-form-21p-534ez/
https://www.va.gov/find-forms/about-form-21p-601/
https://www.vba.va.gov/pubs/forms/VBA-21P-530EZ-A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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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PACT ACT:了解医疗保健资格和
福利

新的医疗保健资格标准是什么？

PACT法案有助于推进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首要任务：通过扩大退
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服务资格和可用性，使更多的退伍军人得到
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照顾。该法将医疗保健资格扩大到几个以前
可能没有资格的退伍军人群体，并要求退伍军人事务部逐步将
任何疾病的医院护理、医疗服务和疗养院护理扩大到三个新类
别的退伍军人。

» 类别1: 在服现役、现役训练或非现役训练期间参与有毒
物质暴露风险活动(如法律规定)的退伍军人。

» 类别2: 在特定时期被分配到特定地点(包括上空)的工作地
点的退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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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1年9月11日或该日后，在: 阿富汗、吉布提、埃及、
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乌兹别克斯坦或VA确定
的任何其他相关国家。

» 类别3: 部署支持持久自由行动、自由哨兵行动、伊拉克自
由行动、新曙光行动、固有决心行动或坚决支持任务的退伍
军人。 

» 自颁布之日起生效(2022年8月10日):
曾在越南共和国(从1962年1月9日至1975年5月7日)、泰国任
何美国或泰国皇家基地(从1962年1月9日至1976年6月30
日)、老挝(从1965年12月1日至1969年9月30日)、柬埔寨某
些省份(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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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2年1月9日至1980年7月31日)、约翰斯
顿环礁或船只服役的退伍军人。

» 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10月1日之间:
在波斯湾战争后、战争期间或在1998年11月11日之后的敌
对行动期间与敌对势力作战期间在战区作战的现役退伍军
人, 以及在2001年9月11日至2013年10月1日之间的退伍军
人，可加入VA医疗保健。注册是免费的，没有年费，护
理也是免费的。

美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医疗保健资格

2022年11月8日:
开始为登记的退伍军人进行毒物暴露筛查。

颁布时间(2022年8月10日):
曾在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某些地方、关岛或美属萨
摩亚群岛(或其领海)或约翰斯顿环礁(或停靠该岛的船只)服
役的退伍军人可参加退伍军人医疗保险。

2022年8月10日:
美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签署成为法律。

2022年10月1日-2023年10月1日:
在波斯湾战争后的战争期间或在1998年11月11日之后的敌
对行动期间与敌对势力作战期间在战区作战的现役退伍军
人，以及在2001年9月11日至2013年10月1日之间出院或退
伍的退伍军人，可以参加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保健。

2024年10月1日:
1990年8月2日至2001年9月11日出院或退伍的1类和2类
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登记阶段。

2026年10月1日:
逐步为2001年9月12日退伍或2006年12月31日出院的第
1类和第2类退伍军人登记医疗保健。

2028年10月1日:
逐步为2007年1月1日退伍或2012年12月31日出院的第1
类和第2类退伍军人登记医疗保健。

2030年10月1日:
逐步为2013年1月1日退伍或2018年12月31日出院的第1
类和第2类退伍军人登记医疗保健。

2032年10月1日:
逐步登记属于第3类的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

PACT ACT ELIGIBILITY KEY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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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医疗保健资格

2022年PACT ACT:了解医疗保健资格和
福利

欲了解更多信息并在 VA.gov 注册下载退伍军人
健康与福利应用程序 请致电1-800-MyVA411 
(1-800-698-2411)联系我们
在VA.gov/find-locations/寻找退伍军人事务部

什么是毒物暴露筛查？
它将如何帮助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将被问及关于暴露于露天燃烧坑或其他通常与军事
环境暴露相关的危险的问题。这将有助于退伍军人事务部确
定退伍军人的其他潜在风险，并为未来的政策决策提供信
息。

海湾战争或9/11后战斗退伍军人的资格将受到什么
影响？

美国退伍军人《契约法案》延伸和扩大了退伍军人事务部的
医疗保健资格。
鼓励所有退伍军人申请退伍军人医疗保健，无论离职日
期。退伍军人医疗保险资格取决于服务历史和其他因素。

在波斯湾战争后的战争期间或在1998年11月11日之后的敌对
行动期间与敌对势力作战期间在战区作战的现役退伍军人，
以及退伍或出院的退伍军人:

» 在2001年9月11日和2013年10月1日之间，将在2022年10月1
日和2023年10月1日之间有一个特殊的注册期(如果之前没有注
册退伍军人医疗保险)。在这一年期间，退伍军人将有另一次
申请的机会。我们强烈鼓励他们这样做，以确保现在和将来
都能获得医疗保健。注册是免费的，没有年费，护理也是免
费的。 

» 在2013年10月1日之后，有资格在最近一次出院或退伍之日
起的10年内参加退伍军人医疗保险。

什么是焚烧坑登记？退伍军人如何注册？

退伍军人事务部空气传播危险和露天烧伤坑登记 旨在帮助退
伍军人事务部更好地了解暴露的潜在健康影响，并主动识别
退伍军人可以与他们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的健康问题，以
进行后续护理。

在1990年8月2日之后部署到西南亚或埃及，或在2001年9月11
日或之后部署到阿富汗、吉布提、叙利亚或乌兹别克斯坦的退
伍军人有资格参与注册。

参与是自愿的，不会对退伍军人医疗保险服务或补偿和
福利索赔产生负面影响。暴露于特定的空气传播危险或
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不需要参与注册。

退伍军人如何申请 VA 医疗保健？

在线申请，网址
VA.gov/health-care/apply/application/introduction

拨打免费热线电话877-222-8387，
周一至周五，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00至晚上8:00

邮寄一份完整的、带签名的健康福利申请表
VA Form 10-10EZ

将填好的、带签名的VA Form 10-10EZ 带到最
近的退伍军人医疗中心或诊所。 

https://www.va.gov/
https://mobile.va.gov/app/va-health-and-benefits
https://www.va.gov/find-locations/http://
https://www.publichealth.va.gov/exposures/burnpits/registry.asp
https://veteran.mobilehealth.va.gov/AHBurnPitRegistry/
https://www.va.gov/health-care/apply/application/introduction
https://www.va.gov/find-forms/about-form-10-10ez/
https://www.va.gov/find-forms/about-form-10-10e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