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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高统筹层次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
朱兆芳赵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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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高统筹层次的各种理论，包括疾病风险理论、大数法则、公平

理论、需求理论和供给理论，这些理论是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层次的理论支撑。同时还介绍和分
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高统筹层次的不同做法，包括高度统筹、中度统筹以及低度统筹等方式。这些
理论和实践能帮助各地更合理地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高统筹层次的设计及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关键词】新农合；提高统筹模式；理论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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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自
２００３年启动以来，目前已基本覆盖了全国８亿农
民，成为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

征缴、管理和使用，可以分为国家级、省级、市（地级

列的三大医疗保障制度，是实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全民覆盖的重要部分［１］。新农合的全面覆盖减轻了
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但也出现了筹资水平增长、医

直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不平

疗费用增加、农村居民受益提高不明显的问题，尤其
是在农村居民较少的地区，传统的以县为单位统筹，
基金总量小，超支风险大。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五
项重点改革２０１１年度主要工作安排》中提出：加快
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地区进一步
提高新农合统筹层次的要求［２］。医疗保险的统筹主
要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统一筹划医疗保险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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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美英、王禄生）Ｉ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周晓嫒）Ｉ中国卫生

市）级、县级甚至乡级等多个统筹层次［３］。
北京市新农合的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在全国一
衡，农村居民人口比例差异大，不同区县农村居民在
享受医疗服务和保障方面不公平现象严重，且近年
有逐渐拉大的趋势。鉴于此，北京市政府２０１１年提
出了推动新农合市级统筹的目标［４］。
为此，我们对北京市新农合的市级统筹进行了
一系列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北京的经验将对其他地
区提高新农合统筹层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
究将介绍新农合提高统筹层次的理论及部分实践。
一、提高医疗保险统筹层次的理论依据
（一）疾病风险理论和大数法则：疾病风险是指
疾病发生及其造成健康损失的不确定性，具有客观

经济学会（萎巍）·北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管理中心（俞金校、

性、严重性、随机性、不可预知性和不可避免性等特

纪京平、张毅、丁然）

点。疾病风险是体现在潜在健康损失和发生各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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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损失的概率分布之上的［５］。作为一种概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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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事件，人群越大，疾病发生的概率越稳定，越容

以制约，控制其过度需求和不合理消费。
卫生经济学理论指出，医疗市场是“卖方市场”，

易进行准确的测算。
大数法则是指大量的、在一定条件下重复出现

医疗服务具有垄断性。由于医疗服务的供方与需方

的随机现象将出现一定的规律性和稳定性［４］。大数

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供方不但提供服务，而且决

法则应用于医疗保险，主要说明两方面内容：一是出
现疾病频率的稳定程度；二是疾病损失幅度的稳定
程度。这两方面的稳定程度，均随着参保人数的增

定着提供哪些服务。这种特性客观上将造成供方可
以从提供更多的服务中获取利益。这就需要采取适

加而增强。根据大数法则，在补偿方案设计时，应尽
量收集更大范围人群的疾病概率和疾病费用等，使
预期和实际的疾病概率和疾病损失更接近，使方案

宜的费用支付方式和全面有效的监管措施，降低供
方诱导需求的“道德风险”［６］。
需求理论和供给理论是针对需方和供方在实行
医疗保险的第三方付费后发生的行为改变而提出
的。在医疗市场中，由于价格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供

制定更科学稳定∞Ｊ。
根据疾病风险理论和大数法则，随着统筹人群

方和需方的行为转变，可能会导致诱导需求、过度利

数量的增加，疾病发生的概率越稳定，从而越有利于

用等“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９］。因此，对于医疗保

筹资、补偿方案的测算和确定，越能够防止医疗保险

险管理方来讲，有必要在方案设计中考虑到如何加
强对供方和需方的行为监管，防止其发生不“道德”

基金的风险。因此，在参合人口数量较少的地区，应
逐步提高统筹层次，扩大参合覆盖人群范围，以保证
基金的安全和测算的公平合理。
（二）公平理论：公平问题主要关系到对弱势群
体利益的保护。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政府以转移
支付形式建立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改善社会的公
平性，提高整个民族的社会福利，提高社会资源的配
置效率，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４］。公平是个
相对的概念，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社会医疗公
平性主要表现在：筹资的垂直公平和服务的水平公
平。筹资的垂直公平以财务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
理论基础，以效用的“平等效用贡献”为原则。由于

的行为。
二、国内提高统筹层次的实践案例
近年来，随着新农合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尤
其是国务院出台了《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
２０１１年度主要工作安排》以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开展了大量的提高新农合统筹层次的探索和实践。
目前我国提高新农合统筹层次主要是地市级城市的
统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３７个地市开展了
新农合市级统筹，其中２０个地市只是对城区的农村
居民进行了统筹，未统筹郊县参合农民，有１７个地
市开展了全市统筹，但统筹做法不一。统筹的主要

收入的边际效用随收入的增加减少，这就要求收入

内容包括：统一参保人群、统一筹资和补偿水平、统

越高的人筹资比例也越高，收入低的人筹资的比例

一基金管理、统一信息系统等几个方面。其中，基金

也越低，这样才能保证支付者的效用减少处于相同
的水平。服务的水平公平指具有等量卫生服务需要

的统一管理和使用是关键。根据新农合基金统筹管
理的程度，我们把国内目前开展新农合市级统筹地

的人群，无论收入情况如何，都能得到相同质量和数

区分为高度统筹、中度统筹和低度统筹３个层次。

量的医疗服务［６］。

（一）高度统筹：高度统筹是指在全市范围内做
到全部医保基金统一收缴、统一补偿方案、统一支

公平理论是医疗保险测算中需要遵守的原则。
医疗保险作为社会资本的再分配，是社会群体的风

出、统一信息化管理、统一对医疗机构的监管，真正

险共济，应首先体现其公平的属性。应在筹资中体

做到医保基金统筹管理和使用，实现政策高度统一。

现垂直公平，在补偿方案的设计中体现水平公平。
（－－－）需求理论和供给理论：医疗需求行为遵循

其核心是统一筹资和补偿方案，基金全市统筹使用，
由市级经办部门负责基金的管理和支出。目前，全

一般商品需求的规律，即消费者在一定收人水平下，

国范围内开展新农合市级高度统筹的地区有内蒙古

随着医疗服务价格升高，有减少医疗服务需求的趋

自治区的包头市、陕西省的榆林市。
（二）中度统筹：中度统筹是指在统一全市筹资、

势，反之亦然［Ｉ］。人们一旦参加了医疗保险，实际上
是降低了医疗价格，投保人会因缺乏自我约束动力
而使总消费增加，形成对医疗消费的过度需求，从而
比未参加保险时更多或更好地利用医疗服务［７｛］。
这就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对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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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以及管理政策的基础上，市级新农合经办机构
从各区县基金中收取一部分风险调剂金（一般收取
１５％以上），作为抵御各区县的超支风险的基金在全
市范围内统筹使用，其余基金仍由区县管理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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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基金超支后，除动用风险调剂金外，市级和区县

革等有效控制费用的各种手段来加强对定点医疗机

政府按一定比例分摊，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市
范围内的基金统筹管理，但大部分基金的管理和支

构的监管［１０］。最后是要求具备先进的信息化手段
作为技术支撑。

付工作仍是由区县经办机构负责。目前，开展新农
合市级中度统筹的地区有浙江省的舟山市。

中度统筹仅实现了部分基金的统筹共济，但对
市级经办机构的管理能力要求比高度统筹低。其弊

（三）低度统筹：低度统筹是指在统一全市新农

端在于：未能完全实现基金的高度统筹，新农合基金

合筹资、补偿等相关管理政策的基础上，由各县收取

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并且基金由不同级别经
办机构管理，可能会出现推诿补偿的情况。

很少一部分（或没有）风险调剂金（一般不超过
１０％），其主要的基金管理和支出的机构仍然是县
（区）级经办机构，本质上仍是区县统筹。与现行的区

低度统筹的主要特点是在目前各县分管新农合

县统筹相比，低度统筹实现了全市范围内的制度统

基金的基础上进了一步，由市级统一筹资补偿标准，
实现了制度上的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不同

一，但基金未实现全市范围内的统筹使用。目前，开
展新农合市级低度统筹的地区有湖北省的黄冈市。

区县居民补偿的公平性，对管理机构的管理能力要
求也不太高，但未能真正实现基金的更高层次的统

三、讨论和分析

筹共济。

（一）新农合提高统筹层次的内涵：医疗保险统
筹层次的高低决定了社会保障资金的保障共济能

（三）北京市实行市级统筹的意义：从北京市实
际情况来看，提高基金统筹层次，开展市级统筹，对

力，统筹层次越高，社会保障资金的共济能力就越
强；统筹层次越低，保障共济能力就越弱。同时，医

于新农合人口较少的区县的基金安全，提高受益公
平性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市现有的１３个涉农区县

疗保险统筹层次的高低还体现了社会保障的公平程

中，超过２０万参合农业人口的区县仅有６个，超过

度、管理水平以及制度发展水平。在这个前提下，提
高统层次对于促进筹资、补偿的公平性具有重要作

３０万参合人口的只有３个，门头沟、海淀等地的参
合人口数不足１０万，这对基金的保障能力和农民的

用。合理设计补偿方案是提高统筹层次的关键。
从国内外文献和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医疗保障

受益极为不利。提升医疗保险统筹层次，可有效增
强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和保障能力，促进统筹城乡区

统筹层次的提高主要包括在多大范围内实行统筹，
即统筹的人群范围、基金如何筹集、使用和管理。其

域及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从目前北京市新农合运行情况来看，各区县对

中基金的管理又可以细分为筹资水平、补偿方案、组

定点医疗机构没有太多限制，参合农民在市级医疗

织机构、经办流程、信息化和相关政策等几个方面。
提高统筹层次的关键是提高基金的管理层次，包括

机构住院的比例超过了２０％，新农合基金流向三级
医院的比例超过了１／３，但受到级别和管理能力的

基金在哪个层面上筹集、使用和管理３个方面。
（二）高度统筹、中度统筹、低度统筹的比较分

影响，区县合管办缺乏对市级医院的监管能力，这对
基金的风险和参合农民的受益影响很大。提高统筹

析：高度统筹的主要特点是全部基金实现了高层次

层次，实现全市范围内统筹，对定点医疗机构统一监

的统筹和使用，有利于提高基金的抗风险能力，能够
最大限度地实现区域内的公平和效率，是统筹的最

管，有助于基金安全和农民受益。
北京市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医改实

高层次。但它对经办机构的管理能力要求最高。首

施的前沿，率先在全国实现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

先高度统筹要求建立完善的管理网络，由于市级经
办机构管理的半径和范围扩大，更需要进行明确的

的全覆盖，提高新农合统筹层次，体现参合农民最大
程度的受益，对于医改的顺利推进及全国其他地区

职责分工，要求基层的经办机构加强管理，提高监管

新农合提高统筹层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能力，以应对由于提高统筹层次可能带来的监管缺

另外，北京市实行的市级统筹，实质上是以省级
为单位统筹，尽管统筹参合人口２７０万，仅相当于其

位问题，维护新农合基金的安全，防止危害基金安全
的现象和行为发生。其次高度统筹要求有一支高效
的管理队伍，需要足够的管理人员，人员数量应该按

他省份的一个地市的人口规模，但实行市级统筹，是

照工作任务进行合理配置，并且人员的学历和专业

在全省范围内逐步实现统一各项制度和基金的管理
的经典案例，其实践经验可为其他地区逐步提高统
筹层次提供参考。

结构要合理，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来对医疗机构
进行有效的监管。再次是要求采取诸如支付方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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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的重大突破，是探索从区县统筹到全省统筹，

．２５８·

［５］王东红．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在保险韭中的重要应用
参考文献
１－１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ｚ３．［２０１１一ｉｏ－１３］．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９－０４／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

［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２００５，３５（１０）：１２９－１３０．

［６］程晓明．医疗保险学［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杜，２００３：６８－７６．
［？］Ａ】Ｉ＇ｉ＇ＯＷ目．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例缸Ｊ］．Ｔｈ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ｌ［ａｒｅ ｅ∞ｎｏ￡ｎ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６３，５３（５）：９４１—

９７３．

—１１１３８８０３．ｈｕｎ．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２０１１年
度主要工作安排Ｅｚ］．［２０１１—１１－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ｗｇｋ／７２０１１－０２／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８０５０６８．ｈｉｍ．

［３３袁妮．实现我国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的建议［Ｊ］．中国药房。
２０１１，２２（９）：７６９－７７１．

［４］张英洁，李士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方案设计的理论研究

［８］Ｐａ，ａｌｙ ＭＶ．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ｈ啦ｒｄ［刀．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６８，５８（３）：５３１－５３７．
［９］王禄生，朱兆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方式改革试点研究报
告［Ｍ］．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７７．
［１０３朱≯＆芳，王禄生．按住院床Ｅｌ付费对医疗机构行为的影响
口］．中华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３）：１８７－１９０．
（收藕日期：２０１２－０１－１４）

（一）口］．卫生经济研究，２００８，１０：８－９．

北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市级统筹方案
整体设计思路
朱兆芳周晓媛张毅王禄生纪京平俞金枝
北京市实行的新农合市级统筹是指从新农合基

在全市范围内统筹新农合基金的筹资和补偿，

金由各区县分别管理使用逐步过渡到由全市统筹管
理使用，最终实现全市实行统一的筹资补偿方案，新

将各区县新农合基金由全市统一分配和补偿，在筹

农合基金在全市范围内统筹使用，各级经办机构各
负其责，对医疗机构实施有效监管，风险共担的高层

多受益”的公平性原则，而不能造成富裕地区侵占贫

次统筹，从而提高管理效率，规范医疗机构行为，提

前新农合筹资水平的基础上，设计按照不同地区经

高参合农民的受益水平。
开展市级统筹，涉及筹资、补偿、监管等多方面

济水平按比例筹资的机制，补偿方案中应全市统一

资和补偿方案的设计中应体现“有钱人多交，有病者
困地区利益的不公平现象。因此，在筹资中应在目

补偿比，并提高基层就诊补偿比，引导农村居民多在

的调整，由于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前期的设
计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本研究在对北京市新农合

区县内就诊，从而提高实际受益水平。

管理和运行现状的分析基础上，结合北京市实际情
况，提出北京市开展新农合市级统筹的设计思路。

人们对自己的福利待遇具有只允许其上升不允许其

一、设计原则
（一）筹资和补偿方案的公平性原则：根据医疗

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弹性，一般情

保险的公平性原则，医疗保险方案的设计需体现筹
资的垂直公平和服务的水平公平，即收入越高的人

少，水平只能升高不能降低，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刚

筹资比例也越高，收入越低的人筹资的比例也越低，
具有等量卫生服务需要的人群，无论其收人情况如
何，都能得到相同质量和数量的医疗服务［１］。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６６７２．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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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禄生）；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周晓援）；北京市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服务管理中心（张毅、纪京平、俞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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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益的“福利刚性”原则：“福利刚性”专指
下降的心理预期。福利的这种“刚性”特征，使得具
况下规模只能扩大不能缩小，项目只能增加不能减
性”原则［２｜。新农合作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种，同样
具有此种特性。目前北京市各区参合农民受益程度
不同，在实行市级统筹后，应照顾到不同地区现有筹
资和受益水平，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在现有水平
上略有提高，才能实现政府和参合农民都满意、新农
合可持续稳定发展的目标。
（三）统筹方案的因地制宜原则：统筹方案的设
计应以北京市现有的管理机构能力和各项政策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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