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发育性残疾私人护理工作者 (PSW)使用的
电子访问验证 (EVV)

EVV 的信息概述
（第 5 版； 4.21.19）

什么是电子访问验证 (EVV) ？
电子访问验证，或“EVV
EVV”，是新联邦法的一部分，其中要求于个人收到涉
EVV
及提供者提供的居家护理的所有 Medicaid 资助的私人护理和看顾人护理服
务，进行实时验证。
新的联邦法被称为《21 世纪治愈法案》，由美国国会于 2016 年 12 月
通过。
《治愈法案》述明电子访问验证系统必须于出现有关服务时
于出现有关服务时捕获以下信息：
于出现有关服务时
• 接受服务的个
个人
• 所提供服务的类型
类型
• 接受服务的日期
日期
• 服务起止时间
时间
• 服务提供者
提供者
• 服务地点
地点
发育性残疾服务办公室使用 eXPRS 付款系统 (eXPRS
eXPRS)
eXPRS 以就向俄勒冈州患有智力
／发育性残疾的个人提供的服务提供授权和计费。虽然 eXPRS 已经收集了大部
分所需的电子访问验证数据信息，但它并没有收集到全部数据。
eXPRS 已更新，以收集所有
所有所需的电子访问验证数据。eXPRS
中的这些新更
所有
新将允许私人护理工作者使用移动设备输入他们的工作时间，并收集所有需
要的 SD 计费信息
• 当他们正在工作和提供服务时，及
及

• 捕获所提供的服务起止位置
位置。
位置

私人护理工作者提供者应该知道一些新术语。
私人护理工作者提供者应该知道一些新术语。
随着 eXPRS 中进行若干支持电子访问验证的新更新，私人护理工作者提供
者应该知道一些新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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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S 桌面
是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常规 eXPRS 网站， 私人护理工作者提供者目
前使用该网站登录和查看所有 eXPRS 相关信息，并输入他们的 SD 计
费和行程时间数据。eXPRS
eXPRS 桌面最好在普通台式或笔记本电脑上使
桌面
用。
eXPRS MobileMobile-EVV
是当更新后的 eXPRS 在移动设备（例如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不
是在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上）使用时的术语。

** 重要提示： eXPRS MobileMobile-EVV 并非 您下载到您设备上
的“应用程序”。它是常规的更新后的 eXPRS 网站，以便电子访问
验证服务在移动设备上运行。私人护理工作者将使用移动设备的互联
网浏览器（如 Safari、Chrome、Firefox、Edge、Silk 等）访问 eXPRS
MobileeXPRS 网址。
Mobile-EVV，登录常规
EVV
已交付服务 或“SD
SD”
计费条目
SD
是私人护理工作者的“工时表”上的日期／工作时间信息。它包括私
人护理工作者提供的服务和工作日期
日期 + 起止时间。eXPRS
使用 SD 计
起止时间
费条目数据就私人护理工作者的工作时间创建付款请求。
费条目
个案管理实体 或 CME
是一个用于描述社区发育性残疾项目 (CDDP)、发育性残疾经纪或儿童
行为强化居家服务 (CIIS) 项目的通用术语。社区发育性残疾项目、
经纪和儿童行为强化居家服务项目都属于个案管理实体(CME
CME)。
CME

电子访问验证是否会改变私人护理工作者工作的计费方式?
电子访问验证是否会改变私人护理工作者工作的计费方式?
将对私人护理工作者所提供的服务的计费方式进行一些微调。一些更改将令
私人护理工作者的计费过程变得更容易。
• 私人护理工作者将在起止工作之时
之时（实时）记录他们的工作时间交付的看
之时
顾人护理类型服务。这意味着不再需要等到私人护理工作者回到家，或者
等到支付期结束，才能输入所有私人护理工作者的看顾人护理类型服务的
“工时表”信息。eXPRS
eXPRS MobileMobile-EVV 将在 eXPRS 中自动即时为私人护理
工作者创建和保存草拟
草拟 SD 计费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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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电子访问验证的服务 用于看顾人护理：
o OR526 —— 看顾人护理
o OR526/ZE —— 看顾人护理 2:1 人员
o OR507 —— 日常救济护理
o OR502 —— 州计划私人护理
• 不需要 电子访问验证的其他私人护理工作者服务的 SD 计费条目将与之
前一样输入 eXPRS Desktop 网站。这些非电子访问验证
非电子访问验证私人护理工作者服
非电子访问验证
务为：
o OR004 —— 里程运输
o OR401 —— 岗位辅导就业支持
•

•

•

私人护理工作者仍需要登录 eXPRS Desktop 网站，提交他们希望获得支
付的全部
全部 草拟 SD 计费条目。这包括电子访问验证和非电子访问验证计
费服务。
私人护理工作者仍需要打印工时表供您的雇主审阅和签署，然后在工资
／工时表到期日内将这些已签署的工时表交予授权 CME。这项工作和以前
CME
一样； 私人护理工作者计费／
私人护理工作者计费／工时表流程
工时表流程的这一部分没有改变
流程的这一部分没有改变。
的这一部分没有改变。
私人护理工作者将继续就 eXPRS 中处理的所有已获得批准的工作时间收到
来自 FMAS 工资单供应商 (PPL
PPL)
PPL 的工资支票／直接存款。这一部分和以前
一样；流程的这一部分没有改变。

此新的 eXPRS MobileMobile-EVV 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私人护理工作者可使用有关“如何
如何……
eXPRS
如何……”的分步骤援助指南使用新
……
MobileMobile-EVV 功能。此外，还将为使用电子访问验证的私人护理工作者提供面
对面定向培训。

私人护理工作者还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私人护理工作者还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私人护理工作者将获提供一份电子访问验证 (EVV) 常见问题 (FAQ) 文件，
其中涵盖私人护理工作者提供者可能遇到的有关电子访问验证应用的许多问
题。
发育性残疾服务办公室电子访问验证项目网页上还提供了其他电子访问验证
资料。
其他电子访问验证问题或疑问可发送电子邮件至发育性残疾服务办公室：
ODDS.EVV@state.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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