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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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北京，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朱秃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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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王橡生，Ｅ枷ｌ：Ｗ１３ｈ＠ｎｈ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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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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９·

础，应在医疗保障发展大趋势下采取符合实际情况

开始，把新农合基金划分为大病基金和其他病基金，

的方案。根据当前新农合的管理和运行情况，选择

其中大病基金由市级合管办管理支付，其他病基金

适当的统筹方案。

由区县合管办管理支付，详见图１。

二、设计思路
目前各区县采取不同的新农合补偿方案，基金

（１）适用条件：新农合运行较为稳定，有利于制
定稳定的基金切块方案；市级新农合经办机构具有

实行分别管理，各区县农民受益程度不同，由于统筹

一定管理能力和监管手段，如市级经办机构建立了

人群数量较小，基金规模不大，基金的抗风险能力较

全市统一的新农合信息系统，采取了新农合支付方
式改革，对区县和医疗机构的管理较为到位；县外

差。实行市级统筹就是逐步统一全市新农合筹资和
补偿方案，基金向更高层次统筹，最终实现全市新农
合基金统收统支，改善不同区县因筹资和利用造成

住院患者不多，市级管理的新农合患者不多；区县

的不公平，提高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和农民的受益水

的监管；部分住院实现实时结报和信息直报，监管

平。北京市作为直辖市，其市级统筹其实就是省级

手段较为先进。

监管能力较强，可对门诊和其他住院疾病进行有效

统筹，需要根据目前各区县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现有

（２）基金划分：大病基金可按３种方式划分：

的管理水平统筹考虑和设计，并逐步实现高度统筹。

第一种是按病种划分，市级管大病，区县管一般

在筹资和补偿方案的设计中，应建立稳定的筹

疾病。大病是指对农民身体健康影响较大的疾病，

资增长机制，把筹资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挂钩，按
照上年度各区县农民人均纯收人的一定比例筹资，

如费用较高，病程较长，农民经济负担较重的疾病。
可以根据北京市的实际情况，确定部分病种，测算费

同时政府和个人的筹资比例结构要合理。

用总额和补偿标准，确定大病基金，由市合管办统一

（一）统筹方案应以高度统筹为目标，实行两步
走。高度的市级统筹可提高新农合基金的抗风险能
力，同时有助于促进实现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利用的

管理支付。其余疾病和基金仍由区县管理支付。
此种切块的优势在于，只针对部分病种进行管
理，对不同经济水平和年龄的人群具有一定的公平

公平性，提高受益水平。市级统筹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需根据当地新农合运行和管理情况采取不同的

性，可以根据其临床路径确定合理的疾病费用标准

统筹形式，不可一蹴而就。根据目前北京市新农合

管理较为简便Ｅ３１。缺点在于目前对病种的费用统计

运行和管理的实际，低度统筹不可取，建议采取两步

信息少，需要进行大量测算。

和支付标准，可实行单病种或按床日支付方式改革，

走的形式实现高度统筹。第一步：中度统筹，即市级

第二种是按就诊流向划分。市级管市级医院住

管大病，区县管其他病，分级支付。第二步：高度统

院，区县管区县内住院和全部门诊。基金可以按照

筹，即市级管全部疾病，基金统收统支，统一筹资补

患者就诊流向分级管理，在市级医院住院的患者由
市合管办监管支付，在区县住院和其他的门诊患者

偿方案，监管和基金风险分级共担。
１．第一步，中度统筹。基金的统筹首先从大病

由区县合管办监管支付。

圈ｌ新农合市级统筹方案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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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模式的优点是根据就诊医疗机构分级管

经办机构管理的责任分担。根据２０１０年各区县门

理，方便测算和划分。同时，在市级住院的患者一般

诊和住院补偿费用核定各区县补偿总额，并提出费

是大病，实行市级统筹可提高共济性。缺点是不同
区县在就诊流向上有较大差异，可能导致卫生服务

用控制目标（如次均住院或门诊费用降低３％），结

利用的不公平。同时，如果基金分担责任划分不合
理，可能造成更多的患者到市级医疗机构住院，增加
了基金风险。

余按一定比例奖励，超支后区县和市级按５：５分
担。
（二）筹资以人均纯收入的百分比提取，体现公

第三种是按照住院费用的高低来划分，如把费

平性。筹资的公平性原则要求收人高的多筹，收入
低的少筹。筹资是新农合补偿方案测算的前提，在

用超过５万元的界定为大病，实行市级统筹管理支
付。其余疾病由区县管理支付。

本研究中，参照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医保的筹资模式
和即将出台的新农合筹资制度，建议北京市采取将

此种模式的优点是测算和管理较为简便，但缺

新农合筹资与当地农民人均收入挂钩的方式，以形

点是按照住院费用划分可能会造成诱导消费。同时
可能会出现区县合管办鼓励医疗机构提高费用水

成新农合筹资的稳定机制。筹资测算方法的基本原

平，争取超过一定费用水平而由市级支付，而降低区

为下一年度的人均筹资额度。
根据北京市目前新农合筹资水平占农民人均纯

县管理部分基金的风险。
（３）监管责任：考虑到各级新农合管理机构的管

理是将上一个年度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个比例作

理权限和优势，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实行分级监管的

收入的比例，遵照筹资公平性原则，可选择上年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５％、６％和７％３个比例进行筹资。

方式，即大病由市合管办监管，其他住院疾病和门诊

（三）政府和个人筹资按照一定比例分担，个人

由区县合管办监管。

筹资比例约为１／５。建立政府和个人在新农合筹资

（４）风险分担机制：为充分调动各级新农合管理
机构的监管和费用控制的积极性，实行风险共担的

中按一定比例分摊的制度，增强参合农民的责任感
和节约意识。根据目前新农合筹资中个人筹资所占

机制，总额控制、弹性结算、结余奖励、超支共担。即
大病基金根据历年各区县大病的费用核定总额，并

比例，个人筹资比例宜为总筹资额的１／５。
三、配套措施

提出控制目标（如比例降低１％），结余奖励给区县，
超支后区县和市级按５：５分担。
２．第二步：实现高度统筹。通过逐步过渡，待各
级新农合经办机构管理能力逐步提高，信息化建设
已完备的情况下，把全部基金都交由市级经办机构
统筹管理和支付，详见图２。
ｒ。————————＿１

ｌ第二步Ｉ
市级统收统支．
风险共担

厮 雨
门诊由区县监管

圈２新农合市级统筹方案的第二步

（１）适用条件：新农合运行稳定，市级管理能力
强，监管手段先进，控费效果好，区县监管能力强，门
诊和住院都实现实时结报和信息直报。

（一）确定经办机构管理职责：实行新农合市级
统筹后，各级经办机构管理职责分工应重新定位。
但在市级统筹的不同阶段，其具体职责的重点不同。
在实行中度统筹阶段，市级合管办和区县合管办分担
部分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职责和基金管理职责，同时
根据规定承担部分基金超支的风险。在实行高度统
筹阶段，市级合管办负责全部基金的拨付，定点医疗
机构的监管职责和基金风险共同分担。详见表１。
（－－－）２Ｈ强经办机构建设：对经办机构应加强建
设，可按需求适当增加人员编制，并加强经费保障。
新农合经办机构管理人员的能力是开展市级统筹的
重要保障。实行市级统筹后，各区县经办人员队伍
保留，可参照垂直管理的方式，作为市级管理机构的
派出人员。加强新农合经办机构的硬件设施建设，
改善其设备情况，加强网络信息化建设。
应加强管理人员自身能力的培养。可采取多种
形式培训现有管理人员队伍，通过理论学习和观摩
实践掌握新农合运行情况评价、定点医疗机构监管

（２）监管责任：市级住院和门诊由市合管办监管
支付，区县内住院和门诊由区县监管，市级支付。

和支付方式改革等相关技能，提高其业务和管理能
力，提高管理人员待遇，稳定留住人才。

（３）风险共担：实行高度统筹同样需要不同级别

（三）建立健全新农合信息化系统：完善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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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ｌ

篱囊嚣

各级经办机构在不同统筹层次的主要职责
高度统筹

中度统筹

信息化系统是实行高度统筹的关键条件。应尽快实
现全部定点医疗机构实行现场直报，数据信息网上

市参合农民次均费用上涨过快的实际，在实行高度
统筹后，应逐步开展门诊和住院支付方式改革。

传输，各级经办机构通过网络系统即可实时监控各

高度统筹后，各区县对基金的使用也有年度目
标。因此，对门诊可实行门诊总额预付制，即确定各

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和补偿情况。利用北京市
已有部分区县建立的新农合信息平台，并充分借鉴

区县参合农民年度门诊补偿基金的总额［４］，由各区

的网络直报和现代化。考虑与医疗机构现有的信息

县合管办负责管理和监督，超支不补，结余留用作下
一年的补偿基金。各区县也可将门诊补偿基金依次

系统相衔接和兼容，在基层与社区卫生机构的管理
系统衔接，减少信息的二次录入，提高工作效率。

分配给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可实行按病种或按床
日付费，逐步实行临床路径为基础的ＤＲＧｓ付费。

（四）建立基金风险共担制度：基金风险共担是

（六）建立科学的监督考核制度：实行高度统筹
后，新农合管理的面更大，更需要各级新农合经办机

医保信息系统的模式，构建北京市新农合管理信息

明确各级经办机构职责，充分调动各级管理工作积
极性的重要保障。在新农合市级统筹的中度统筹阶
段和高度统筹阶段，都需要建立各级经办机构基金

构合理分工和密切合作，上级经办机构对下一级经

风险的共担机制。即新农合各区县基金补偿总额核

办机构和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考核更为重要，应
建立科学的监督考核机制。

定、弹性结算、结余奖励、超支共担的风险共担机制。
总额核定是指根据历史数据和目标任务核定各

监督考核包括对下一级新农合经办机构基金的
管理情况进行考核和对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的监

区县费用总额和补偿总额，这是各级经办机构费用
控制的任务目标。弹性结算是指制定严格考核办

督考核。对经办机构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基金的使
用情况、参合农民的受益情况、费用控制情况以及辖

法，考核结果与资金拨付挂钩，扣分即扣补偿基金，

区内定点医疗机构的规范行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

这是对各区县工作效果的监督考核机制。结余奖励
是指当费用控制效果好，出现了资金结余时，可增加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服务量、次均费用、诊疗规范情况
以及医疗质量情况。

在下一年度的补偿资金中。建立奖惩基金，对费用
控制效果好的地区给予一定的奖励，这是各级经办
机构控费和加强管理的动力。超支共担是指各区县
出现费用超支，先动用风险金和历年结余，不足的由
市级和区县财政按５：５分担。
（五）实行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支付方式改革
是规范和转变医疗机构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
增长的重要手段。在实行高度的市级统筹后，费用
的控制更是新农合监管的重要内容。针对目前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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