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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摘登·

大病保障模式比较及发展路径研究：

以成本—效益分析为视角

黄国武

［摘 要］ 制度发展和国民日益增长的需求都要求提供更加充分的大病保障，但目前我国大

病保障相对不足。近年来，全国各地对大病保障实践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多种化解大病经济

风险的模式。本文在总结中国大病保障实践模式特点的基础上，应用基于德尔菲等方法构建的

成本—效益指标及权重体系，对各典型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制度统一、有序就医、

拥有健康红利的东莞模式相对最优。借鉴国际上绝对数、相对比、混合式等三种自付封顶方式，

在逐步取消基金封顶的条件下，我国可以探索建立多层次绝对值自付封顶模式，并利用“互联

网 +”及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高大病保障水平，推动医保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 大病保障；成本—效益；灾难性医疗支出

a

随着中国国民收入增加和实现全民医保，在收入弹性和保险扩展效应的作用下，人们对医疗

服务需求快速增长。而现行制度设计、资源配置方式和医保治理能力发展相对滞后，难以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疾病谱转变、新药、新技术的使用等在多因素作用

下，医疗费用持续快速增长，并且超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大病患者经济风险加大。早在大病保

险指导意见出台前，各地就积极开始探索，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不少具有典型代表的模式，

通过对这些模式的成本—效益分析，总结最优模式的制度设计特点和发展规律，结合国外经验，

构建保障充分、运行高效的大病保障体系，使大病患者能够获得可及、可得和可负担的优质医疗

服务，充分化解人们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彻底免除人们对大病经济负担的恐惧。

大病的界定从成本控制和疾病管理来说按病种似乎更有效，但从社会公平来说按费用更加

合理。2012 年国务院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界定大病保险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且资金来源于基本医疗保险，而基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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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的重要原则就是互助共济，实现公平，因此，这里的大病不是以病种划分的纯粹的医学

概念，而是以费用作为划分标准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概念。即只要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用达到或者

超过个人承受能力的临界点都称为大病，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测算出不同的临界值，

即个人医疗费用占家庭年度收入比重：10%a；15%b；20%；最终在累积医疗支出超过了家庭

消费中非食品支出的 40% 的标准上形成共识，并且把其定义为灾难性医疗支出（CHE），如果

超过 50% 将会导致赤贫的结果。全球每年大约有 4400 万家庭或者超过 1.5 亿人面临灾难性医

疗支出，超过 1 亿人因病致贫 c。我国遭受灾难性医疗支出比例约为 13%，因病致贫约 7.5%，d

国际横向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对大病经济风险化解存在不足。

一、中国大病保障实践的典型模式

提高大病保障水平一直是我国地方医疗改革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概念

的引入反映了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从浅度保障向深度保障发展的趋势。深度保障是指医疗补偿水

平从低向高发展，逐渐实现充分保障，这不仅是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人们大病需求的必

然结果。因此早在《指导意见》出台之前，各地就积极的开始了多种形式的探索，以下将对这

几种典型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杭州模式总筹资水平较高，政府对居民医保资金配套较高。住院报销水平逐步提高，并探

索实施门诊统筹，使遭受大病的患者在基本医保层面上就能够得到相对充分的保障；其次，整

合重大疾病医疗补助和医疗救助，实行通道式保障。厦门通过补充医疗保险大幅度提高对大病

的保障范围，并且对大额医疗费用给予较高的报销比例，减轻大病患者的经济负担。通过商业

保险公司经办实现了省内异地就医即时报销，并且积极推行了省外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太仓以

大病再保险作为主要解决大病经济负担的制度安排，以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作为再补偿的标准，

并且采取分段梯度报销比例递增的制度设计，即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高，推行后太仓基本消除

“因病致贫”的现象。东莞根据自身外地务工人口较多，本地人收入较高的特点，实现城镇职

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融合的方式，整合为统一的制度，所有人群包括职工、城乡居民等

各类参保人群在缴费和待遇上都保持一致。青岛在缴费方面，实行过渡性的分档措施，促进城

乡统筹；缴费方面，政府补贴和个人筹资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促进结构均衡。建立长期医疗

护理保险制度，有针对性和重点的减轻了大病患者及其家庭的医疗费用负担。湛江在推进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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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医疗保险统筹时，引入商业保险力量来推进制度的整合，商业保险通过参与基本医保扩展

了其他健康保险业务，建立起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减轻大病患者经济负担。

二、中国大病保障实践的成本—效益比较分析

（一）成本—效益指标体系及权重

成本指标选取和权重计算流程：首先，从国内外文献中收集和整理部分指标，并通过德尔

菲法，增减并确定成本指标；其次，通过专家讨论并对各个指标进行打分；再次，根据打分结果，

构建判断矩阵，计算各指标的权重；最后，对权重有效性进行检验，即计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

特征根植 λmax，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具有有效性。效益方面参考周绿林教授主持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疾病保障水平、适宜度及支付制度研究”发表的系列文章及童雪

君学位论文“重大疾病保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等选取确定相关指标，根据

实际发展和制度变迁对部分权重进行调整，最终建立成本—效益的指标和权重，如表 1。

表 1 大病保障成本和效益的指标体系及权重表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投入指标（成本） 1

资金投入 0.536

 个人缴费 0.060

 企业缴费 0.474

 缴费政府补贴 0.288

 财政医疗卫生投入 0.178

服务投入 0.464

 医疗机构 0.062

 病床 0.096

 医生 0.530

 护士 0.312

产出指标（效益） 1

制度效益 0.694

 基本医疗保险偿付水平 0.131 

 基本医疗保险封顶线 0.171 

 大病保障封顶线 0.196 

 补偿医疗保险偿付水平 0.196 

社会效益 0.306

 家庭平均人口数 0.115 

 社会平均工资 0.115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0.038 

 大病保障参保率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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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分析

根据收集和调研的数据计算六种模式的成本—效益，为了便于比较，以湛江为基准，并赋

值 10 进行计算，得出六个地区大病保障的成本—效益情况，如表 2。六地区成本与效益的散点

图情况，如图 1。

表 2 六地区大病保障的成本与效益比较情况

太仓 杭州 青岛 厦门 东莞 湛江

成本 15.38 20.17 13.76 12.78 9.81 10.00 

效益 16.75 18.66 18.19 16.11 16.02 10.00 

效益 / 成本  1.09 0.93 1.32 1.26 1.63 1.00 

图 1 六地区成本与效益组合的散点图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单位成本下，东莞的产出最高，为 1.34，其次是青岛、厦门、太仓、湛

江及杭州。东莞模式成本—效益相对最优的原因分析。第一，东莞不同群体的医疗保险制度完全

整合成一个制度，并且缴费标准和保障水平基本一致；消除了目前我国医保多部门管理多制度运

行的问题，减少制度重复建设的成本，提高制度的运行效率，在有限的资源下提高保障水平；充

分发挥医疗保险大数法则和精算平衡的制度功能，建立合理费用筹资和补偿机制，有效减轻参保

人的大病经济负担，防止大病患者陷入灾难性医疗支出困境。第二，东莞外来人口较多，其中年

轻健康人口比重较大，医疗资源使用较少，存在较大的健康红利；使参保人即使缴纳较少的保费，

也可以获得较高的保障水平。第三，东莞模式由政府主导，整体制度体系在政府的统一管理和运

行下，减少了单独建立大病保险制度的成本和可能导致的浪费，并依靠一个主体制度整体提高保

障水平，减少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这与不少发达国家的做法一致。第四，东莞实行较严格的社区

首诊，逐级转诊及双向转诊的制度，使各级医疗资源得到有效利用；避免个体无序就医行为带来

的损失，减少资金浪费，提高医疗资源使用的效率，从而促进保障水平的提高。第五，东莞不再

单独设立个人账户，而是把相应的资金用于建立面向所有人群的门诊统筹，并根据筹资建立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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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偿机制，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体现了医疗保险现收现付短期财务平衡的特点，并通过统

筹的方式实现社会互助共济，使风险在最大范围内被分散，减轻了大病患者的医疗负担。

三、中国大病保障发展路径

（一）发展目标和思路

发展目标是使大病患者的无限经济责任向有限可承受范围内发展，彻底免除国民对大病经

济负担的恐惧。发展思路通过制度外部整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制度内部调整提高制度运

行效率，同时改革医保管理体制和提升医保的治理能力，包括精算能力、信息化水平和药品谈

判能力等，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大数法则和互助共济优势，使个人的大病经济风险通过制度得

到充分化解。 

（二）发展路径

1. 制度整合，形成一个主体制度提供较充分保障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化解国民大病经济风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一个主体制

度化解；另外一种是通过多种制度交叉保障。前一种一般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把所有国民的

各种情况都囊括其中，通过较高的保障水平充分化解个人的大病经济风险；即构建一个较为

统一的制度，所有的疾病风险都在这个制度的风险池中得到解决，如德国。后者一般采取打

补丁的方式，主体制度无法覆盖所有人群，或者部分医疗费用无法充分补偿，需要多个制度

联合保障，才能有效化解大病患者的经济风险，如美国。从制度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说，

采取一种模式充分化解国民的疾病风险是一种趋势。东莞模式具有这方面的特点，整合不同

群体的医保制度，以一个制度为核心提供充分的保障，消除各种制度重复建设、衔接不畅等

带来的浪费和效率损失。

2. 逐步取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封顶，探索建立多层次自付封顶

取消基本医保基金封顶是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大病保障水平的必然结果，国内

地方实践显示由于大病概率低特征，取消基金封顶并不会给基金带来较大冲击，却可以发挥保

险提供稳定预期的制度价值。通过国际经验的分析和比较，除国家卫生服务模式提供免费医疗

服务外，其他主要国家，包括社会保险模式和商业保险主导模式，一般通过自付封顶方式来解

决灾难性医疗支出问题。基于绝对值和相对比特点，从筹资能力和财税制度来说，我国建立收

入挂钩的相对比自付封顶存在较大困难，采取分层绝对值自付封顶较合适，根据职工、居民上

年度的收入情况分为三、四个层次，每个层次建立相应的自付封顶计算公式，根据基金收支情况，

确定一个系数，两者相乘确定具体数额，这样避免采取绝对数一刀切带来的不公平，也可以减

少核算与家庭收入一一对应的自付封顶额带来的高额运行成本。

3. 优化筹资方式、结构，改革医保管理体制

优化基本医保筹资方式，适应共享经济下新的就业形式变化，尤其灵活就业人员日益增多，

目前以传统稳定劳动关系划分的职工基本医保，正面临缴费人群日益流失的风险。因此探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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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与个人收入挂钩的缴费机制，实现城乡居民从绝对值缴费向相对比缴费转变，即按照收入的

一定比例缴费。调整城乡居民和职工的筹资结构 a，缩小两者缴费差距，实现个人缴费向家庭

缴费转变，并逐渐实现个人缴费与企业缴费或者国家补贴相对均衡，为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未

来的整合做好过渡准备。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结构，通过中长期的预测和精算，形成

弹性、动态、定期的费率调整机制。改革目前基本医疗保险横向管理方式，探索建立纵向垂直

管理体制，实现政府管理向社会自治管理发展，提升统筹层次，充分发挥大数法则，提高大病

保障水平。

4. 医保管理向医保治理转变，实现医保治理现代化

树立医保治理现代化理念，指导医保纵深改革，提高医保治理能力，提升医保制度运行效

率和服务能力。尤其利用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技术 b，实现智慧医保，智能监控，

消除过度医疗，遏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降低大病患者经济负担。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构建

多元主体参与的科学合理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医保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治理转变。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方式，发挥市场主体，尤其商业保险精算优势，从静态基金收支平衡向动态满足需

求转变，运用社会保险风险共担的原理，充分发挥制度效应和大数法则规律，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和大病风险化解能力。

Comparis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Social Protection 
against Serious Diseases: Based on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Huang Guow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growing demands call for more adequate protection 
against serious illness. This paper makes a cost-benefit analysis on the protection schemes against 
serious illness  in some typical areas. It turns out that the city of Dongguan, with a unified system, 
well-organized health care service delivery and health dividend, has the optimal pattern. With 
references to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hina should remove the current fund payout ceiling and 
develop a scheme consisting of ceilings for out-of-pocket payment at different absolute values, while 
making use of the "Internet plus" and the government purchase of service to modernize the governance 
of health insurance, thus provides better protection against ser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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