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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市级统筹的筹资和
补偿方案设计
周晓媛朱兆芳纪京平

张毅俞金枝丁然王禄生

北京市新农合于２００４年启动，对减轻农民医疗

均在５２０元上下。从表１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区

费用负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
不断加速，农业人口逐渐减少，新农合县级统筹模式

县的筹资负担是不同的，对丰台区而言，筹资额只是
占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３．５８％，而海淀区则占

面临着新的挑战。鉴于此，北京市政府２０１１年提出

到了５．１４％。

了推动新农合市级统筹的目标［１］。
市级统筹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统一原来各区县分

表１

北京市２０１０年各区县筹资额与人均收入的关系

散的筹资标准和补偿方案，这是新农合安全平稳运
行、体现筹资和利用公平性的重要保障。在提高统
筹层次的筹资补偿方案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现有的
筹资和补偿方案，体现福利刚性的原则，保证现有的
待遇不降低；建立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体现筹资
和补偿的公平性。据此，本研究开展了北京市实行
市级统筹后的筹资和补偿的方案设计。
本研究是建立在对北京市１３个涉农区县新农
合运行情况的分析基础之上，运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新农合运行数据和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０年农民
人均纯收人数据，按照保险精算的原理和社会医疗
保险基金测算中“以收定支、以支定付、收支平衡、略
有结余”的原则，对２０１２年北京市实行市级统筹的
筹资和补偿方案分别作了预测。
一、筹资方案
本次对北京市市级统筹筹资方案的设计，一个
重要的考虑是公平性。卫生筹资公平性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筹资方法，筹资方法不仅决定筹资公平性的
程度，也会对其他卫生公平产生直接影响［２］。通常
我们更关注的是垂直公平性，即缴费水平是按照人
们的支付能力而设定的，随着支付能力的增加而增
加［２．３１。在本次筹资测算中，不同收入水平地区将按
照收入水平的高低支付不同的参合费用。从北京市
２０１０年的筹资情况看，海淀区的人均筹资额９０７．０１
元，朝阳区是７５９．６１元，其余大部分区县的筹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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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级统筹的前提下，从公平性角度出发，我们
为北京市设计了统一的筹资比例，并将该比例与当
地的人均纯收入挂钩，测算下年度人均筹资额，保证
各区县的筹资负担一致。根据表１的数据，北京市
大部分区县的筹资一人均收入比在４％～５％之间，依
据卫生部拟制定的新农合筹资方案，筹资比例要略
高于当前和全国的筹资比例，我们设定了５％、６％
和７％３个比例，在这个基础上预测可能的筹集资
金，再根据“以收定支”的原则，测算补偿方案。
由于此次调研的时间在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完成，
２０１１年全年的人均收入尚未统计，所以采用２００５
年至２０１０年人均收入数据用线性趋势外推法推算
２０１１年各区县农民人均纯收人，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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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一）按５％筹资的测算：在５％的筹资比例下，
预测２０１２年的北京市人均筹资额为６８６．４０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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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５．４０元上涨了２６８．２８元，丰台区上涨最多为
裹２北京市１３个涉农区县２００５年至
２０１０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４０３．０１元，海淀区上涨２１４．６３元，为最低（表４）。
各区县涨幅的差距明显较５％的情况下较少。按照
１２＂８８的筹资分摊机制，个人人均筹资为９８．８４元，
较上年增加了３７．８５元，政府人均筹资７２４．８４元。
表４按６％比例筹资的测算（元）

２０１１年的５５５．４０元上涨了１３１元，同２０１１年相
比，海淀区上涨幅度最小，增加了２３．５８元，丰台区
增加了２４９．１７元，涨幅最大（表３）。根据北京市
２０１１年筹资分布情况，个人缴费占比约为１１．９９％，
其余各级政府和村集体筹资约占８８％，按照１２：８８
的筹资分摊比例，个人人均筹资为８２．３７元，较上年
增加约２１．３８元，各级政府和集体缴纳人均筹资额
６０４．０３元。

（三）按７％筹资测算：在７％的比例下，预测
２０１２年的人均筹资额为９６０．９６元，较２０１１年的
５５５．４０元上涨了４０５．５６元，房山区上涨最多为
６６１．１５元，延庆县上涨３３９．２５元，为最低（表５）。

（二）按６％筹资的测算：在６％的比例下，预测

按照１２：８８的筹资分摊机制，个人平均筹资１１５．３２

２０１２年的人均筹资额为８２３．６８元，较２０１１年的

元，较上年增加了５４．３３元，政府人均筹资８５４．６４

表３按５％比例筹资的测算（元）

裹５按７％比例筹资的测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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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有超支；住院基金的使用率为８６．５５％，总的资金使
二、补偿方案
补偿方案是在筹集资金的基础上展开的，在筹

用率为８１－５６％。预计政策补偿比为６６．０７％。
（二）筹资比例为６％的补偿方案：在６％的筹资

资方案中，我们已根据公平性原则测算了三种筹资

比例下，测算门诊统筹基金为６１ ５６５．７０万元，住

比例下的筹资金额，下面将按照“以收定支”原则测

院统筹基金为１４３ ６５３．３１万元，风险提留金为

算补偿方案。

２２

对下一年度服务量预测的基础是２０１０年北京
市新农合卫生服务利用的数据，然后运用保险因子

到４５．３９％，住院的实际补偿比预计可达到

８０２．１１万元。经过多轮补偿方案的模拟，筛选出
如下方案，见表７。预计门诊的实际补偿比可以达

（含大额门诊）补偿基金的比例约为３０：７０，因此在

５６．５０％，门诊基金的使用率预计为９７．２１％；住院
基金的使用率为８１．０３％，总的资金使用率为

方案测算中，我们假定在提取了１０％的风险金之

７７．２９％。预计政策补偿比为７４．１８％。

后，门诊：住院基金的分配为３０：７０。测算基金不包

（三）筹资比例为７％的补偿方案：在７％的比例
下，门诊统筹基金量为７１ ８２６．６５万元，住院统筹基金

法预测２０１２年的情况。北京市２０１０年门诊：住院

括往年结余。
（一）筹资比例为５％的补偿方案：５％的筹资比
例下测算门诊统筹基金为５１ ３０４．７５万元，住院统筹
基金为１１９ ７１１．０９万元，风险提留金为１９

００１．７６

万元。经过对门诊、住院补偿方案多轮模拟，筛选出
如下方案，见表６。该方案下，预测门诊的实际补偿
比可以达到３８．９６％，住院的实际补偿比预计可达

量为１６７ ５９５．５３万元，风险提留基金为２６ ６０２．４６万
元。经多轮模拟测算，确定如下方案，见表８。预计
门诊的实际补偿比可以达到４５．３９％，住院的实际
补偿比预计可达到５９．３９％，门诊基金的使用率预
计为８３．３２％，住院基金的使用率为７３．ｏｏ％，总的
资金使用率为６８．４９％。预计政策补偿比为
７７．９７％。

到５０．３２％，门诊基金的使用率预计为１００．１４％，略
表６按５％筹资比例下的补偿方案

逄：＊表示一般疾病封顶８万。特殊疾病封顶１８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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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和建议

案下资金的使用比较紧张，有超支的风险，住院补偿

２０１０年，北京市１３个涉农区县中已有６个区

的政策补偿比难以达到７０％；门诊实际补偿、住院

县的当年统筹基金使用超支，北京市的筹资水平已
不太能够满足参合人群的卫生服务需求。２０１１年

实际补偿较２０１１年上半年有少量增加。在６％的
筹资水平下，继续考虑取消社区卫生门诊起付线和
增加住院起付线，提高门诊和住院在社区及二级医

上半年，北京地区三级医院的新农合住院人次已超
过总人次的２０％，这意味着更多的高费用的产生。
费用上涨快速和资金短缺的双重问题，是北京市新
农合亟待解决的问题。市级统筹同县级统筹相比，
不仅提高了统筹层次，降低了更大地域范围内的卫
生服务使用不公平和筹资不公平，而且提升了对更
高级别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可以通过市级新农合
管理机构监管三级医院，从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上

院的报销比，这种情况下基金的整体使用情况比较
好，超支风险小，住院补偿的政策补偿比达到
７４．１８％，门诊、住院的实际补偿比增加较多，参合农
民在实行市级统筹后，可能对受益状况的变化感受
较为明显。７％的筹资比例相对而言较高，个人筹资
额度增加接近１倍，在这种水平下，补偿方案很宽
松，资金的使用率不到７０％，资金沉淀会比较多。

涨的角度而言更加有利。对于人口较少、农业人口
逐年减少的地区，市级统筹更有优势。

因此北京市实行市级统筹后，６％的筹资水平会是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市级统筹筹资与补偿方案

本次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新农合开展时
间不长，只能使用从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这或

的预测，提出了以垂直公平性为基础的筹资模式，这
是对中国目前绝大部分地区实行按人头定额筹资的

比较合理的选择。

多或少会对预测结果产生影响。

一个突破。由于市级统筹在原有的区县级统筹基础
上建立，因此如何保证各区县之间的公平性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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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医生对双向转诊环节相关内容认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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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双向转诊制度表明，建立合理的双向转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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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作为主要的执行者，他们对双向转诊的认识是
构建和理顺双向转诊环节的基础。因此，本研究从
转诊形式、转诊权、转诊条件设置和费用水平几个方
面对医院医生和社区医生进行调查，探讨合理双向
转诊环节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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