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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运行的对策研究
由建勋1 ,谷有利2 ,孟爱霞3

(1. 滨州职业学院,山东滨州 256624;2.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山东潍坊 261053;
3. 滨州市委党校,山东滨州 256612 )

摘摇 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过三年多的运行,推广步伐明显加快,一些省市已经实现无缝覆盖。 然而,由于
各地在运行过程中,只注重规模和速度的扩张,忽视运行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总结和改进,因而伴随运行规模的扩
大,新农合制度设计及运行设计上的缺陷也暴露了出来。 为此,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及时化解运行过程中的问题,
为该项惠农政策健康运行消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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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自国务院办公厅 2003 年 1 月转发卫生部、财政

年内没有发生大病的绝大多数农民而言会形成严重

见》 ,要求到 2010 年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

到这项制度的健康运行,甚至会重蹈前两次农村合

部和农业部《 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6 年中央“ 一号文件冶 :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若干意见》 ,又提出了到 2008 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

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并从 2006 年起,
大幅度提高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将补助标准, 2006

年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市区以外的参合农民补助
标准由每人每年 10 元提高到 20 元,并将中西部地
区中农业人口占人口比例高于 70% 的市辖区和东

部省份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 全国各地运行规模
快速扩大,截至 2007 年 9 月 30 日,全国开展新农合
的县( 市、区) 达到 2448 个,占全国总县( 市、区) 的

85. 53% ,参 加 新 农 合 人 口 7. 26 亿, 参 合 率 为 85.

96% 。 目前,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青海、海

南等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实现无缝隙覆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成为尽快解决农民“ 因
病致贫冶 和“ 因病返贫冶 问题,推进农村卫生工作、缩
小城乡社会差距、扭转不平衡的社会结构,促进城乡
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 然而应该看到,由于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制度设计
及运行设计上的政策趋向是以大病保险为主,对几

的逆向激励,如果这种逆向激励长期持续将会威胁
作医疗的风险。

1摇 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运行的主要
障碍
摇 摇

1. 1摇 组织管理设计上忽视农民参与和监督

医疗保障能力差异除取决于客观的经济发展阶

段差异和相应的经济实力差异外,还受政府管理能
力影响。 依据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处于大体相
同发展阶段的国家( 地区) 的不同发展实绩,由政府
不同的“ 机构能力冶 所决定。 目前的新型合作医疗
制度是以县级为统筹单位的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
具体落实到农民个人还需经过乡镇和村两个管理层
级,在这个传导过程中政府不仅要管规划、融资、使
用,还要直接管操作,并同时做监督。 受我国经济发
展不平衡影响,东西部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发展水平
地区之间 的 政 府 组 织 管 理 能 力 存 在 巨 大 差 异, 将
“ 公共物品冶 交由不同作为的政府主导所产生的效

果是截然不同的。 这种组织模式在运行初期可能是
必须的,但是当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及时改变
组织设计,将农民组织起来并赋予其参与权,让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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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机制的内在作用就会诱导制度操作偏离预定目

“ 十五冶 规划高职高专企业管理专家组成员, 主要从事企业组织结构

主要一方参与和监督的情况下,只要出现利益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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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而长期偏离目标的操作就会颠覆制度本身。
1. 2摇 保障模式上偏重单一的大病

(分解收费项目,擅自增加收费标准) 、小病大治,甚

至将门诊病人伪造成住院病人,或将自费检查项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框架构思,应当既有利于

药品,伪造成可报销项目、药品;医务人员利用工作

向社会医疗保障过渡,又有利于卫生服务体系的建

之便多开药,虚报医疗费用金额等。 这些不良行为

设和合理地利用卫生资源,这是这项制度可持续发

使原本积累数量就十分有限的合作医疗基金雪上加

展的客观要求。 然而这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前两

霜,给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难度,构成

次合作医疗的根本区别,是突出解决农民“ 因病致

了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2] 。

贫冶 问题,即新农合立足于基于大数概率原理的大
病保险,集众人之力防一家风险。 在此思想指导下,
各地在保障大病和保障小病的关系和报销比例的选
择上,即保障模式上偏重单一的大病。 过分强调大

2摇 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运行的对策

2. 1摇 健全组织管理体制,形成高效的激励制衡机制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政府是制度建设

病保险造成两大问题:一是由于各地对大病的标准

和实施的主体,农民是这一制度的受益群体,医疗机

划定界线不一,有些地区忽视当地农民的承受能力,

构是这一制度的间接获益组织。 在这个涉及分散、

“大病冶 起点定得脱离当地实际,而医药费用的高昂

多元和多中心的利益主体关系中,如果不能将他们

又抑制了农民的看病需求,以致于小病拖成大病现

的利益协同起来并加以制衡,则不但会形成医疗机

象较多,造成合作医疗基金入不敷出并导致后续运

构与农民争利与政府争利,而且还会相互争利。 因

行难以为继。 较为典型的案例是肺痨的再次肆虐,

此,健全组织管理体制,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相互补

我国在六七十年代通过几近免费的标准抗生素治疗

充的利益制衡整体,显得尤为迫切与关键。 对此建

曾经很好的控制肺痨,但随着 80 年代的合作医疗让

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明确政府的职责。 政府管理

位给市场,类似肺痨这种公共性极强的传染病,病人

公共事物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应当按照精简、

早期不去医治,结果使很多肺痨病例传播开去,而病

效能的原则,指导建立科学的组织管理机构、经办机

毒也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变种,令原来的药物无效,反

构和监督机构,选择合适的并能得到广大农民群众

过来又大大加剧了病例数量。 二是绝大部分身体较

认同的保障模式,克服管理上的松散、粗放等缺点,

好的农民在长期投入得不到回报后,会对统筹保障、

控制医疗补偿费用,遏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 二是

互助共济的新型医疗保障制度失去耐心,感觉在自

强化农民监督。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离不

身经济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交钱为别人解决因病致

开农民的信任和支持,而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又

贫、因病返贫很吃亏,从而退出新农合
1. 3摇 医疗费用报销设计不科学

[1]

。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

食结构不断发生改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威胁人类

来自农民的参与与监督,因此启动和强化农民主体
参与机制来制衡、监督医疗卫生机构;同时对县、乡
( 镇) 两级的财政拨付与农民自交所形成的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基金进行严密监管和群众监督,防止任

的疾病已扩展到传染性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呼

何形式的挪用和贪污滥用。 三是针对地区差异实施

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等。 而与此同

不同形式的农民健康保障。 发达地区农村可以实施

时,一方面,很多县市为达到量入为出的目的,又设

大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经济欠发达的中、西

计了较高的起付线、较低的报销比例和封顶线,有些

部地区,推行住院报销的合作医疗;贫困地区则可考

县担心合作医疗基金超额,对住院费用实行分段报

虑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提供医疗救助金,为贫

销。 较低的补偿,较多的手续,使一些得病的参合农

困农民提供免费的简易医疗服务和医疗救助。

民家庭得不到较大实惠,致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队

2. 2摇 突破以大病保险为主要手段的制度误区,恢复

这部分人的吸引力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随着医疗
卫生事业的市场化,医疗服务机构由过去的事业单
位演变成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利润最大化成为医

与重建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

摇 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成功的标志,是提升农

民健康水平,降低农民医疗负担,维持医疗合作基金

疗单位的行动目标。 一些医疗机构为了实现快速高

可持续运行,而不应是单纯的大病保险。 由于大病

额盈利,往往采取提高药品价格、违规用药、乱收费

与小病( 预防保健和常见病多发病) 性质不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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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因而对待大病小病的方式也应不同。 从这个

经济人的自利性又必然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

意义上说,在制度设计上如何处理好预防保健与疾

险。 道德风险在新农合上可能是一个比逆向选择更

病治疗的关系,是保障新农合可持续运行的关键。

严重的问题。 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不需要住院的投

从国内外经验看,大病治疗的最佳资源配置方式公

保人通过住院治疗,转为医保支付;二是没有支出或

认为保险方式,而小病则以村、乡镇的基层医疗服务

支出较少的投保人与医院串通,通过伪造单据以获

与管理资源配置方式更为有效。 因此,大病为主的

取较多的补偿。 为此,必须对第三方缴费和医保资

医疗保障最好用政府补助的那部分农民医疗费的资

金的预付制进行合理安排,科学设置医疗费报销模

金进行运作,而不要将农民个人所交部分一并纳入

式,规范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行为,发挥医疗机构作

总政策的决策。 因为既然新型合作医疗是农民互助

为合作医疗费用的第一“ 守门人冶 作用。 具体建议

共济制度,政府实施的只是对这项制度的补贴而不

为:一是推行住院单病种定额结算模式,即通过对某

是全面包揽,那么,对于资金的使用,就应当考虑大

种疾病患者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总住院费用的科学

多数农民的意愿,只有让大多数农民得到实惠和受

测算,结合合理诊治需要,确定出县、乡两级独立病

益,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与理解。 据此建议在新型

种的固定收费标准。 单病种结算有利于医、患、保三

合作医疗运行制度中明确规定政府补贴的部分主要

方都明确收费金额及所承担份额,有利于建立医、

用于大病统筹。 至于小病,以保险方式解决不仅成

患、保三方都有效制约的运行机制。 同时,由于单病

本过高,而且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对此最好的方式是

种付费额在市、县、乡三级医院存在明显差异,经济

将农民自缴的部分建立农户家庭医疗基金账户,为

杠杆的调节作用能促使患者冷静、科学地地选择较

充实账户资金,应将社会、企业捐赠以及大病统筹部

低级别的医院作为主要就诊医疗机构,降低医保支

分的年终结余拿出一定比例注入个人账户,至于账

出。 二是构建“ 金字塔冶 式报销模式,即将农民在乡

户资金到哪一级医疗机构消费由农民自行决定,政

卫生院、县医院及大医院的报销比例按“ 金字塔冶 模

府可规定账户资金只能用于医疗消费而不能提取现

式确定,越基层医院的报销额越高,以鼓励农民从众

金,以鼓励农民加强疾病预防与早期诊断治疗,防止

多基层医疗机构中选择医疗服务水平高、医疗条件

小病拖成大病。 另外,考虑到我国属发展中的人口

好的医院就诊,鼓励乡镇卫生机构提高医疗质量,实

大国,即使国家财力大幅度增加后,也无法承受为所

现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健康水平、降低农民

有农民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负担,所以,应优先考虑

就医负担、减少医保支出的多赢效果。

建立与农村社会相适应的节约资源的三级医疗保健
体系。 具体操作上可以政府转移支付方式构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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