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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改革方案效果 

 

 会将人均医疗费用从人均 GDP 的 5.08%降低到了 2.71%，降低幅度为 46.7%。 

 使保险覆盖的医疗费用水平从人均 GDP 的 3.1%降低到 1%，降低幅度为

68.5%。 

 如果以现有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扣款来表示，保险的扣款将从原来的工资总

额的共 9.5%降低到 3%，这也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的负担。 

 尽管改革后，个人在支付医疗费用的比例上多于改革前，但由于医疗费用整体上大幅度

下降，他们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也低于改革前，只有其 86.2%。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form 

● In summary, this reform proposal will reduce per capita medical expenses from 5.08% to 2.71% 

of the per capita GDP, a decrease of 46.7%.  

● This reform proposal will also reduce the per capita medical expenses originally covered by 

insurance from 3.1% to 1% of the per capita GDP, a decrease of 68.5%.  

● If it is shown by the deduction of healthcare insurance fees for urban workers, the deduction 

from their monthly wage will be decreased from 9.5% to 3% of their monthly wage, which 

would also lower the burden for enterprises.  

● Even though the self-pay fees account for a higher ratio than before, as the healthcare 

expenditure decreased in general, patients pay 86.2% of that they paid for their medical 

treatments before the reform.  

 

改革后的情形            单位：人均 GDP 的% 

 

 

 

 

 

0

0.5

1

1.5

2

2.5

保险的好处 保险的成本

确定性福利 道德风险（过度医疗） 管理成本 价格高涨



 天则经济研究所 

 

摘 要 

 医疗市场除了具有一般市场的特征外，还具有不确定性、价格缺乏弹性、信息不对称等

特点。 

 医疗保险的目的，是通过整合和专业化，将个人在医疗方面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以预知

概率分布的风险，消除不确定性，从而带来确定性效用。本研究估计，我国现有保险制

度带来的确定性效用约为 GDP 的 2.25%。 

 由于保险降低了人们对医疗费用的自付率，使得人们倾向于“买贵”和“买多”，因而

在总体上推动了医疗价格的上涨和对医疗服务与药品的过度需求，从而增加了医疗费用。 

 保险制度推动我国医疗服务与药品价格上涨了 89%，使消费者多购买了 16%的医疗服

务或药品，因而人均医疗费用将比没有保险情况下的医疗费用增加 119%。 

 虽然保险制度带来了相当于 GDP 的 2.25%的福利增量，但与保险所带来的效率损失相

抵，仍有约相当于 GDP 的 0.46%的净损失，约为 2640 亿元。 

 2013 年，公费医疗体系约浪费了 457 亿元。 

 医疗卫生机构行政管理费用，即卫生行政和医疗保险管理费不断上涨，2014 年达到 437

亿元。 

 人均医疗费用不断上涨，从 2008 年的占人均 GDP 的 4.03%上涨为 2015 年的 5.22%。

2015 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已占 GDP 的 6.05%。 

 因而，仅对医疗保险的作用进行评判，似乎得不偿失。见下图。 

 

保险利弊比较         单位：人均 GDP 的百分比（%） 

 

 

 优质医疗资源不成比例地向大城市、大医院聚集，导致在空间配置的不合理，使得医疗

的时间成本和其它非直接医疗成本明显偏高。2013 年，将本地看病和异地看病多耗费

的费用和时间加在一起，一年浪费了相当于 4452 亿元的资源。 

 医生的人工费用增长低于人均 GDP 的增长。医生人工费用占人均 GDP 的比例从 2002

年的 11.7%下降到 2015 年的 3.3%。 

 从总量上看，在我国医疗需求自自 1980年至 2014年在医疗需求增长了 40倍的情况下，

执业医师仅增长 1.51 倍。供给严重地小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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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医疗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总体上相对均衡。大体符合我国以人口为依据进行地区

医疗资源配置规划方式。 

 优质医疗资源空间分布是不均衡的，更多地配置在行政中心。且不均衡程度在增加。 

 北京是在医疗财政分配体系中的“极不公正获益”者，而河南、安徽、河北、湖南、江

西、贵州、山东等省则是“不公正受损”者。 

 医疗领域的财政分配体系的不公正性指数为 0.344。按照我们的评价标准，这一得分的

价值解读是“中”。 

 公务员是医疗财政资金配置体系中的“极不公正获益”者；农民、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

都是“不公正受损”者。 

 

 本研究提出的医疗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以市场制度为基础，辅以政府管制。 

 

（1） 增加个人自付范围和自付率，让市场机制起更大作用； 

（2） 推进医疗市场的竞争； 

（3） 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让医疗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制定； 

（4） 在医疗服务市场定价的前提下，完全放开药品价格； 

（5） 取消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借重商业保险机构；个人与机构自由选择医疗保障形式； 

（6） 政府财政要对最穷人口的医药费用进行补贴。 

 

 本研究提出针对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主要包括： 

 

（1） 取消门诊医疗费用的保险；可采取自掏腰包或个人账户的形式支付； 

（2） 取消起付线，将住院医疗费用保险的自付率提高到 70%； 

（3） 建立国家大病重病救助保障基金，对当年医疗费用的自付部分超当年收入 40%的人

予以补助。 

 

 根据本研究的模型测算，以 2014 年的数据为基准，本改革方案会带来抑制价格上涨 75%

的下行力量。约可节约 12947 亿元，为 GDP 的 2%。 

 带来抑制过度医疗约 13.2%下行力量，相当于节约了 2178 亿元，约为 GDP 的 0.34%。 

 每人的医疗费用将节约 1121 元，约为人均 GDP 的 2.37%，全国共可节约 12376 亿元的

医疗费用。 

 当年全部医疗费用的自付部分超过当年收入的 40%的人，约占全部人口的平均约 2.25%。

平均而言，如果设立一个大病重病救助保障国家基金，其规模在 2000 亿元左右，这约

为全国 GDP 的 0.3%。 

 进一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则可每人进一步节约 7.3 元医疗费用，全国总共会节约 100

亿元。 

 医疗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有所改善，如果看病的路程和等待时间都缩短了一半，即本地

看病时间从 4 小时缩短为 2 小时，将节约相当于 2662 亿元的时间价值；异地看病的路

程和等待时间从 12 天半缩短到 6 天 6 小时，将节约 290 亿元的时间价值。两者相加，

共会因为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得到改善而减少 2952 亿元的时间价值的浪费。 

 取消门诊（小病）保险减少了现有保险工作操作的 2/3，按照现有保险机构的经营管理

费用 254 亿元计，也会节约经营管理费用达 169 亿。 

 当医疗费用的上涨受到抑制，相当于大量资源得到了节约，保险的好处又会显露出来。

见下图。 



 天则经济研究所 

 

改革后的情形                     人均 GDP 的% 

 

 

 总体而言，本改革方案会将人均医疗费用从人均 GDP 的 5.08%降低到了 2.71%，降低

幅度为 46.7%。 

 本改革方案也将使保险覆盖的医疗费用水平从人均 GDP 的 3.1%降低到 1%，降低幅度

为 68.5%。如果以现有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扣款来表示，保险的扣款将从原来的工资总

额的共 9.5%降低到 3%，这也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的负担。 

 尽管改革后，个人在支付医疗费用的比例上多于改革前，但由于医疗费用整体上大幅度

下降，他们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也低于改革前，只有其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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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market for healthcare features uncertainty, lack of price elasticity,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c, besides other market characteristics.  

 

● The purpose of medical insurance is to eradicate uncertainty and bring about the utility of 

certainty by transforming the uncertainty of personal medical affairs into predictable risks 

through integration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 People tend to “buy more” and “buy the expensive” as insurances lower the part of the medical 

expenses borne by the individuals, which in effect pushes up the prices of health care, and the 

demand for medical services and goods. The overall effect is an increase of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 Insurances pushes up 89% of the prices of China’s medical services and goods, leading to an 

over-expenditure of 16% of all the medical services and goods by consumers, which further 

increases the healthcare expenditure per capita to 119% of that without these insurances . 

 

● Even though insurances bring about an increase of welfare by 2.25% of the GDP, compared to 

the loss caused by it, a net loss of some 0.46% of the GDP, that is some RMB264 billion, is 

caused by insurances.  

 

● By 2013, a total of some RMB45.7 billion has been wasted by the public healthcare system. 

 

● The managerial cost of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i.e., expenditure by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s 

and cost of managing the healthcare insurances, skyrocketed year on year, and reached RMB 

43.7 billion in 2014.  

 

● Per capita medical expenses are rising, from 4.03% in 2008 to 5.22% in 2015. In 2015, the 

national total health expenditure accounted for 6.05% of GDP. 

 

● Therefore, it is not enough to criticize only the use of healthcare insurances. Se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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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ing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Insurance.   Unit: Percentage of GDP per capita(%)

 
 

● Quality medical resources concentrate disproportionately in big cities and big hospitals, which 

causes insensible spatial allocation causing an overly high time cost and other indirect medical 

cost. In 2013, if we put together the overspent cost and time for local and cross-region 

healthcare services and goods, it equaled to a total waste of resources that priced some 

RMB445.2 billion a year. 

● The growth of labor costs for doctors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per capita GDP.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costs for doctors in per capita GDP fell from 11.7% in 2002 to 3.3% in 2015. 

● In an aggregate sense, the demand for healthcare increased 40 times from 1980 to 2014, while 

the number of licensed doctors only increased 1.51 times. Demand surpassed supply by a large 

margin. 

 

● Average healthcare resources are distributed in a balanced manner across regions. It coincides 

with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planning approach based on population take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Quality healthcare resources are distributed in a very imbalanced term with more resources 

concentrated in administrative centre. And this situation is exacerbating.  

 

● Beijing is the “utmost unfair benefactor” of this distributional system of healthcare finance, 

while the “unfair victims” include provinces such as Henan, Anhui, Hebei, Hunan, Jiangxi, 

Guizhou and Shandong.  

 

● The unfairness index of the financial distribution system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is 0.344. 

According to our evaluation standard, this score is interpreted as intermediate.  

 

● Civil servants are the “utmost unfair benefactor” in the current healthcare financial distribution 

system, while the “unfair victims” include farmers, urban residents, and urban workers.  

 

●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institutional healthcare reform is taking the 

market institution as the basis,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s complement.  

 

1. To increase the self-pay ratio and its scope, to enlarge the function of the market; 

2. To facilitat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for healthcare; 

3. To let the market make the price for healthcare services under the market mechanism; 

4. To let the price of medicines fluctuate when the market makes prices for healthcare 

services; 

5. To abandon compulsory social insurance and rely more on commercial insuranc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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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ze the medicine fees for the poorest people. 

 

● The main measures proposed by this research include: 

 

1. Canceling the insurance covering out-patient medical services: the fee inflicted by out-

patient medical treatment can be paid either by the patients or by the individual account; 

2. Canceling the threshold for insurance coverage and raise the self-pay ratio for in-patients 

to 70%; 

3. Setting up a national severe disease charity fund to subsidize those whose self-pay portion 

exceeds their yearly income’s 40%. 

 
● Estimated according to the model in this research, setting 2014 as the baseline, the proposal of 

this research should be able to hold back a 75% increase of the price, which would save RMB 

1,294.7 billion, 2% of the GDP.  

 

● It would hold back some 13.2% of healthcare overuse, which would save up to RMB 217.8 

billion, about 0.34% of the GDP. 

 

● Some RMB1,12.1 per person would be saved for healthcare, about 2.37% of GDP per capita, 

which rounds up to some RMB1,237.6 billion nationwide. 

 

● Those whose self-pay proportion exceeds their yearly income’s 40% constitute about 2.25%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f a severe disease fund is set up with a scale of about RMB 200 billion, 

it will be only about 0.3% of the GDP.  

 

● If the monopoly is eliminated and competition is promoted, then everyone would be able to 

save about RMB 7.3 for healthcare, a total RMB10 billion nationwide. 

 

● Healthcare resources will be better allocated in space. If the distance and waiting time for 

medical treatment is shortened by half, that is the 4 hours needed for local treatment is 

shortened to 2 hours, then a total value of time amounting to about RMB 266.2billion will be 

saved; if the distance and waiting time for cross region treatment is shortened from 12.5 days 

to 6days and 6 hours, when a total value of time amounting to about RMB 29 billion will be 

saved. Putting them together, a total waste of time estimated for the value of RMB 295.2 billion 

will be avoided.  

 

● Canceling out-patient (small illness) insurance would reduce 2/3 of the current insurance-

related managerial operations, saving a total of RMB16.9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fees of insurance agencies that is RMB 25.4 billion. 

 

● When the increase of healthcare expenditures is contained, a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are 

saved, which will bring back the advantages of insurances. See b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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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after the Reform            Unit: Percentage of GDP per capita(%) 

 
 

● In summary, this reform proposal will reduce per capita medical expenses from 5.08% to 2.71% 

of the per capita GDP, a decrease of 46.7%.  

 

● This reform proposal will also reduce the per capita medical expenses originally covered by 

insurance from 3.1% to 1% of the per capita GDP, a decrease of 68.5%.  

 

● If it is shown by the deduction of healthcare insurance fees for urban workers, the deduction 

from their monthly wage will be decreased from 9.5% to 3% of their monthly wage, which 

would also lower the burden for enterprises.  

 

● Even though the self-pay fees account for a higher ratio than before, as the healthcare 

expenditure decreased in general, patients pay 86.2% of that they paid for their medical 

treatments before th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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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liminat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medical technician access and replace it with a 

competitor's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2. Canceling the entry control of the hospital, and replacing it with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competition 

3. Cancellation of price controls on medical services 

4. Eliminating fixed-point practice restrictions on physicians and replace them with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hysicians and hospitals 

5. Promotion and encourage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of medical service personnel 

6. Encourag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hospitals to private nonprofit hospitals 

7.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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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ncouraging cross-regional, cross-region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ollabora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VIII. Drug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system reform  

1. The mechanism for access to new drugs is based on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echnical associations 

2. Canceling the centralized bidding system, so that enterprises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3. Eliminating price controls for drugs 

4. Elimination of access control of pharmaceutical circulation enterprises, replaced by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competition constraints  

5. Encourag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s  

6. Improving the rules of Chinese medicine market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X. Government support to the medical field 

1. Specific regulation: infectious disease; emergency; drug quality  

2. Controlling monopoly and conspiracy 

3. Protecting property rights, ensuring contract performance, and maintaining fair competition 

4. Encourag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umer associations in the medical sector 

5.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intermediaries 

6.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s to promote public health services 

X.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ar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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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制度的理论研究、效果评价和改革方案（简本） 

 

一、医疗市场的特征 

 

医疗市场除了具有一般市场的特征外，还具有不确定性、需求价格缺乏弹性、信息不对

称，医生的地理垄断性等特点。 

 

二、保险制度及其问题 

 

1．保险的好处 

 

医疗保险的目的，是通过整合和专业化，将个人在医疗方面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以预知

概率分布的风险，消除不确定性，从而带来确定性效用。本研究估计，我国现有保险制度带

来的确定性效用约为 GDP 的 2.25%。这大约相当于人均医疗费用的 44.3%。其含义是，人

们支付保险除了获得医疗费用的报销以外，还由于获得了确定性，而享受了相当于全部医疗

费用 44.3%的确定性效用。 

 

2．以往对保险的认识和批评 

 

以往对保险制度问题的认识与批评包括：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增加机构成本、保险市

场的买方垄断、过度医疗推动价格上涨。 

 

3． 进一步问题的提出：医疗保险制度对市场机制的削弱 

 

保险支付可以被看作是按两部制定价，即消费者预先支付了一笔较高的固定费用，当他

生病时，只需支付路程成本和时间，再加上一定限额的自付部分。边际成本只是可变费用的

边际成本，而不是全成本的边际成本，他就会对当前的医疗服务与产品有更多但可能是多余

的需求，因而会带来效率损失。这种两部制定价还有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在支付了固定费用

以后，消费者对边际成本的敏感性降低了。 

 

由于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消费者在不同药品中必然要选择质量或疗效最好的服务

或药品，而不考虑价格。这相当于没有了预算约束。因此保险支付方式带来的问题是失去预

算约束，对价格不敏感。 

 

消费者对价格毫不敏感，或者说价格弹性很小甚至为零。人的选择不会形成有效率的价

格。在这时，价格体系无法形成，或者会形成一个无效率的价格体系。还有可能，价格弹性

为正，即价格越高，需求越多。在相同治疗效果下，消费者如果选择价格更高的药，这意味

着低成本的药品反而被逐出了市场，造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4． 保险悖论：保险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医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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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的存在则改变了消费者的效用结构，消费者不仅考虑直接的医疗需求带来的效

用，还要考虑较“便宜”的费用下购买更多的数量，或不同的消费组合所能够报销的比例，

即消费者不仅考虑医疗服务效用，还会考虑“保险效用”。 

 

保险效用就是消费者对自付率的两种反应，因而保险效用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在同样的

治疗效果下，认为越多的药品越有效、越方便，即一种“占了便宜”的效用；二是认为贵的

药品能够带来的边际收益高，且保险报销的数额也大于较便宜的药品，这也是一种“效用”，

可称为“保险幻觉”。 

 

由于保险效用，使得人们倾向于“买贵”和“买多”，因而在总体上推动了医疗价格的

上涨和对医疗服务与药品的过度需求，从而增加了医疗费用。 

 

5． 保险的其它问题 

 

保险机制的起付线制度、自付率都推高了医疗服务价格。最高限额又使得病患家庭最需

要帮助的时候，不能得到保障。 

 

保险很难实现对不健康人的补贴。当所有人的保险价格形同时，会出现逆向选择。而如

果通过对健康状况进行分组来克服逆向选择，就相当于削弱健康人补贴不健康的人的作用。

一个极端，就是将所有人按照健康水平分成理论上无限多个组，并分别定价，这就相当于没

有保险。 

 

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推高了金融风险，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消费者对保险市场的依赖性，

即消费者需要购买更多的保险。这意味着保险在动态上会推动保费和市场价格不断的上涨。 

 

三、政府对医疗领域的介入 

 

1． 政府应因市场失灵而介入 

 

在医疗领域，政府可介入的方面包括：（1）传染病防治；（2）公共卫生，包括对食品、

药品和公共卫生环境的监测和管理，与卫生相关的教育、免疫接种等服务；（3）对地理垄断

和紧急情况的介入，限制急诊价格甚至通过立法手段要求医院不得拒绝急诊病人等；（4）对

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介入，例如对医生资质的审查，对药品的审查。 

 

2． 保险制度下政府的介入及宏观结果 

 

由于政府直接建立的保险制度往往具有强制性，因此可以较好的克服逆向选择问题。这

也为政府介入保险市场也提供了某种合理性解释。 

 

但是政府强制的医疗保险会放大医疗保险本身的问题，尤其是当政府实施全民医保时，

政府便成为了医疗服务的单一付费方，政府的这一垄断地位会强烈地扭曲甚至消除医疗市场

的价格信号，保险价格就不能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就会偏离均衡的市场水平。随之还会带来

寻租和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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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管理费用外，保险导致的消费者取自约束的减弱甚至丧失，

会扭曲医疗领域的市场信号，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重要的是，保险消费者需求函数的改

变，带来了整体的医疗价格和医疗费用的上涨，从而造成了“保险悖论”。以中国为例，根

据本报告测算，一个人在有保险下的一生医疗支出是无保险时的约 2.19 倍。 

 

四、我国现有医疗体制的特点及问题 

 

1． 现有医疗体制框架及特点 

 

我国现有医疗体制是：以公立医院为主的，受到多方面管制的，并且由行政部门主导资

源配置的体制。 

 

公立医院一直在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居于主体地位，政府历来发布的政策文件中也一直强

调这一点。2009 年的“新医改”中继续明确 “坚持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

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院则”。公立医院在

数量、拥有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市场份额上都占有主体地位。 

 

行政部门对医疗体系的管制是多方面的，包括医院的设置，医师的资格审查，医生的执

业，医生的编制和薪酬，医疗服务价格，药品价格以及药品的流通交易等。 

 

在公立医院占主体的情况下，由行政部门主导资源配置必然倾向于公立医院，且行政级

别越高的医院获得的资源越多。 

 

2． 医疗体制问题的现象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以政府直接提供为主，且在医院和医务人员的数量上进行管制，限制

了供给的增加。对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导致医师的收入低于市场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

了供给的增加，总量供给增长缓慢。 

 

由于医院的行政化、等级化的机制，与之相匹配的就是财政资金和人力等资源分配向高

等级、大医院倾斜，分配体系最末端往往意味着医疗资源质量最难以得到保障，不同等级医

院间在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水平间的差距不断加大。 

 

高等级医院集中了优质的医疗资源，而基层医疗机构普遍存在设备落后、医生技术水平

偏低等问题。这种卫生资源配置长期不均衡导致患者更偏好到大城市和大医院看病。2015 年

三级医院占医院总数 7.7%，诊疗人次数占比高达 48.6%。从近些年的发展趋势上，患者向大

医院集中度不断增加。过多的患者向大医院聚集，造成大医院的看病的供需矛盾突出。 

 

由于管制，我国医疗市场出现“看病难”和“看病贵”并存的现象。居民不论是人均年

医药费，还是这一费用和人均 GDP 之比均呈上升趋势，这反映了人们普遍感觉的看病贵问

题。在低收入群体和没有医保的群体中，看病贵问题尤为突出。没有医保的群体所面临的价

格却是由有医保的群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没有医保的群体不仅需要自己承担全部的费用，

并且支付的价格是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因而这部分群体获得的是一种更昂贵的产品或服

务。 

http://baike.baidu.com/view/44281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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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均医药费和人均 GDP之比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医疗卫生统计年鉴计算。 

 

行政部门对医疗服务价格的直接干预，使价格偏离了市场决定的均衡价格。对于供给方

——医护人员来说，其提供的服务价值不能被真实体现，所获得的补偿偏低，就其服务价值

与应获得的收入来说是不公平的。和人均 GDP 的增长相比，医生人工费用占人均 GDP 的比

例从 2002 年的 11.7%下降到 2015 年的 3.3%，说明医生服务的价格被显著压低了。 

 

图 2 医生人工费用和人均 GDP比值的变化 

 

 

对医生而言，在市场机制中，医疗服务的价格是医生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的价格，这一

价格被限制过低，并且医生的自由执业和流动也被限制，具有双重垄断优势（技术垄断+制

度垄断）的医生必然会通过其他渠道对其付出进行经济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了“以

药补医”、“以设备补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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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需求方——患者则不得不为获得医疗服务，尤其是优质的医疗服务进行竞争，需

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包括时间和金钱。而其中的行政官员群体，由于掌握着各类资源配置权

力，可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排除其他竞争者，优先享受低价产品或服务，虽然有可能产生留

租的作用，但也会使分配格局更为恶化。 

 

我国所建立的分级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主要是基于人们的身份不同而产生差别，并非

基于人们的收入水平的高低。从获得的人均医疗财政保障资金上，从低到高分别为城镇居民、

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城镇职工、事业单位员工和公务员。其中公务员的人均医疗财政资金分

别是城镇居民和农民的 34.2 倍、19.8 倍，相差悬殊。 

 

表 1 不同医保类型的保障程度（2014年） 

 医疗保障财政

（补助）支出

（亿元） 

医保基金

支出（亿

元） 

公费医疗

（亿元） 

人数 

（万人） 

人均财政

资金（元

/人） 

人均医保

资金（元

/人） 

事业单位

医疗 

374.01   3153 1186 3494 

公务员医

疗补助 

112  416 717 7363 7363 

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 

2732.12 2890.4  73600 371 393 

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

保险 

676.39 1437  31451 215 457 

城镇职工  6532  28296  2308 

 

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多个因素相互作用造成了医疗费用的上涨。2014 年人均医疗总费

用是 2000 年的 6.9 倍，医院门诊和住院的人次均医药费为 220 元、7832.3 元，比 2000 年分

别上涨了 156%%和 154%，年均增长约 7%。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增长 4.4%。 

 

五、现有医疗体制的效率和公正性评价 

 

1． 效率评价 

 

（1） 从总量上看，在我国医疗需求自自 1980 年至 2014 年在医疗需求增长了 40 倍的情况

下，执业医师仅增长 1.51 倍。供给严重地小于需求。 

 

（2） 财政资金在时间序列上配置结构上有所改善，资金的总效率得到了提高。 

 

（3） 保险制度推动我国医疗服务与药品价格上涨了 89%。按 2014 年卫生总费用 35312 亿

元计算，价格上涨带来了 16628 亿元的损失，相当于当年 GDP 总量 643974 亿元的

2.58%。 

 

（4） 保险制度使消费者多购买了 16%的医疗服务或药品，这也是消费者以及整个社会的

损失。按 2014 年卫生总费用 35312 亿元计算，过度医疗带来了 4871 亿元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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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与价格上涨的重复计算部分，约为 2974 亿元，相当于当年 GDP 总量 643974 亿

元的 0.46%。 

 

（5） 尽管考虑到保险制度带来的确定性效用，保险制度仍带来静态效率损失约 2533 亿

元。这是一个纯粹的负值。 

 

（6） 按 2014 年数据，公费医疗体系约浪费了 457 亿元。 

 

（7） 优质医疗资源不成比例地向大城市、大医院聚集，导致在空间配置的不合理，使得

医疗的时间成本和其它非直接医疗成本明显偏高。2013 年，将本地看病和异地看病

多耗费的费用和时间加在一起，一年浪费了相当于 4452 亿元的资源。 

 

（8） 社会医疗保险机构自身的运作也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的。医疗卫生机构行政管理

费用，即卫生行政和医疗保险管理费不断上涨，2014 年达到 437 亿元。 

 

因而，仅对医疗保险的作用进行评判，似乎得不偿失。见下图。 

 

图 3 保险利弊比较           单位：人均 GDP 的% 

 

 

3． 公正性评价 

 

（1） 一般医疗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总体上相对均衡。大体符合我国以人口为依据进行

地区医疗资源配置规划方式。 

 

（2） 优质医疗资源空间分布是不均衡的，更多地配置在行政中心。且不均衡程度在增加。 

 

（3） 北京是在医疗财政分配体系中的“极不公正获益”者，而河南、安徽、河北、湖南、

江西、贵州、山东等省则是“不公正受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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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疗领域的财政分配体系的不公正性指数为 0.344。按照我们的评价标准，这一得分

的价值解读是“中”。 

 

（5） 公务员是医疗财政资金配置体系中的“极不公正获益”者；农民、城镇居民和城镇

职工都是“不公正受损”者。 

 

六、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案 

 

当我们知道保险制度除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推动涨价和管理成本以外，还有对市场

效率的削弱，我们就要对保险制度进行重新评价。即保险制度真是改善了人们的医疗服务、

提高了人们的健康状况，还是徒然建造了一个庞大的管理体系，耗费了我们本来可以更有效

地利用的资源？无论结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应该对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在这里，

我们着重考虑减少或消除保险对市场效率的削弱的改革。 

 

1．保险制度改革：取消强制性保险，建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保险制度 

 

第一，就是尽量减少保险覆盖的范围，让个人支付起作用，形成有关医疗服务和药品的

有效的市场价格；第二，在保险覆盖的范围内，也要形成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由市场决定

保险价格。 

 

其中的要点，就是要遵循市场的基本规则，让人们自由的选择。即要取消强制性的社会

医疗保险，让人们自由选择商业保险，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有不选择保险的自由。 

 

由此，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率的保险市场。因为只有存在着不买保险的人群，只有存在着

非保险覆盖的医疗市场，才能真正约束保险市场，保险市场覆盖下的医疗市场才能有效率。 

 

2．减少社会医疗保险扣款，实行小病（门诊）费用自付，大病（住院）部分自付、部分保

险 

 

既然市场效率的削弱主要来自保险的支付形式，即不是由消费者个人直接支付医疗费用，

而是由消费者个人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医药服务或产品，由保险公司付费，导致分散的个人

根据各自的预算约束选择服务或产品的作用的消失，市场价格制度不再有效，减少保险公司

支付的部分，就是一个重要的改革选择。即在医疗费用的保障制度中，增加个人支付的部分，

减少保险或政府补贴的部分。 

 

分离大病和小病的医疗服务。具体地，为了操作方便，可用“门诊”和“住院”来区分

小病和大病。小病的特点是，得病的频率会明显高于大病，次均医疗费用远远低于大病，因

而小病的医疗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较低，医疗费用波动的标准差较小。这意味着小病对人的财

务冲击并不大，完全在一般可应付的范围之内，无需通过保险来分散风险。 

 

而大病，则暂时还需要保险。但保险的形式可以改变。由于起付线内的个人支付对边际

上的价格和量的决定不产生影响，而起付线上的保险支付比率会拉高价格和需求量，所以取

消起付线，而增加个人自付比率，就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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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建立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 

 

公费医疗制度就是由一部分零价格地享受医疗服务，这相当于自付率为零。这既会带来

比一般保险制度更低的效率，也是极不公正的。所以建立以市场为主的医疗体制就要取消公

费医疗制度，使原有享受的人群逐渐并入其它人群，形成统一规则的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 

 

4．建立国家大病重病救助基金 

 

由于任何医疗保障制度都是建立在平均数基础上的，且不能或较难进行从富人到穷人，

从健康的人到不健康的人之间的转移支付，所以对最低收入人群中的不健康群体，就要有特

殊安排。所以，应由政府创立或政府牵头创立针对最穷群体的医疗保障机构，主要由政府财

政支持。 

 

由于大病的费用远高于小病，又由于收入和得病概率分布的不平衡，所以要考虑一些极

端情况。而社会保险的含义，医疗保险的初衷，本来就是要为得大病而支付不起的人提供帮

助。 

 

面对过重的大病医疗费用，可行的办法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互相补贴，医院或医生实

行歧视性价格，以及保险。在大病保险还不能缓解大病带来的财务负担时，就要考虑由国家

建立的大病基金。大病重病救助保障国家基金对每笔医疗费用单据报销比例的基本公式是：

（当年医疗费用－0.4×当年收入）/当年医疗费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申请救助者感觉

到国家基金的救助并非免费，而每笔医疗费用单据都有自己的支付，从而对申请者本人和家

属产生约束作用。 

 

根据我们的模型估算，国家大病重病救助基金的恰当规模约为 GDP 的 0.58%，可考虑

设立医疗救助税作为基金的指定资金来源；也可以不设立这一税种。 

 

5．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形成竞争性的医保市场 

 

对于一般人来说，大病保险主要要由商业性保险公司提供。而为了保证商业保险公司的

效率和保险服务质量，就必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商业保险市场，让多家商业保险公司竞争。 

 

6．鼓励医疗保健的慈善事业 

 

还要鼓励民间的医疗保健慈善事业发展，为人们，尤其是穷人提供医疗求助或相应的资

金。 

 

7．允许中医传统的区别对待价格政策 

 

在中医传统中，有着对不同收入水平人群采取区别对待的价格政策的传统。这一传统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医疗方面的从富人到穷人的转移支付。 

 

8．让消费者自己选择医保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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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基本的原则是，不应强制性地让人们选择某种特定的医疗保障形式，而是让他们

自由选择，选择的种类包括商业保险，慈善机构的救助，机构自治的保险，从家庭和亲朋好

友中获得医疗求助，甚至不购买或选择任何形式的保险和求助，只依赖于自己在市场中购买

医疗服务。 

 

9．以家庭为单位建立强制医疗储蓄账户 

 

由于一个家庭终究比单个个人有更大规模，从而更能随较大风险，所以如果要建立强制

医疗储蓄账户的制度，就应以家庭为单位。虽然这好象会带来确定家庭成员的问题，其实这

不是问题。只要单个个人的信息是真实的，且一个个人只能参加一个家庭账户，就不需要对

单个个人是否家庭成员进行审查。况且我们的目的并非要判断某人是否属于某家庭，而是要

建立更大规模账户，以抵御医疗风险。 

 

七、医疗服务制度的改革 

 

1．取消对医疗技术人员进入的政府管制，代之以竞争的职业协会的资格认证 

 

取消政府对医疗技术人员进入的管制，以释放医疗技术人员资源，缓解医疗服务供给短

缺；同时还要注意对医疗技术人员有必要的资格评价和论证。鼓励建立多家医疗技术职业协

会，对医疗技术人员给予资格评价和认证。 

 

2．取消对医院的进入管制，代之以行业协会及竞争的约束 

 

取消政府对对医院设立的管制，鼓励建立医疗行业协会，由行业协会对医院的建立给予

评价和资格认证，也要通过市场竞争及声誉机制约束医院，还要通过行业协会形成的行业自

律规则对医院的行为加以约束。对于违反医德的行为，要通过行业协会的道德法庭加以谴责；

对于违法行为，要诉诸法律。 

 

3．取消对医疗服务的价格管制 

 

除个别情况（如急诊），取消政府对一般医疗服务的价格管制，让消费者在分散选择的

过程中形成对不同医院、不同医生的相对价格体系，以更精确地为医疗服务定价，更有效地

配置医疗服务资源。 

 

4．取消对医师的定点执业限制，代之以医师与医院的合约关系 

 

取消对医师定点执业的限制，在取消对医疗服务价格管制的前提下，由医师与医院自由

签约。由合约确定该医师与医院的权利义务关系，并由此约束双方行为。任何违约行为都可

诉诸法律。在此基础上，不排除医师与其它医疗机构的合作，但以不能损害此合约关系为前

提。 

 

5．推动和鼓励医疗服务人员的职业协会的成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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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和鼓励成立医疗人员的职业协会，但在任何地区都不能形成单一协会的垄断局面，

至少不能以法律或政策形式排除竞争性医疗职业协会的建立，以促使医疗职业协会的竞争。

该竞争应是在制度规则上的竞争，以推动医疗服务业更好制度规则的形成。 

 

6．鼓励公有医院向民间非营利医院转型 

 

鉴于公立医院存在着各种弊端，即由行政部门直接确定资源配置的地点、范围和规模，

以及由等级制造成的资源在地区间配置的不公平，可考虑将公立医院转型为民间非营利医

院，即吸引民间资源的投入，但并不以营利为目的。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公立医院的弊端，

也可以获得非营利机构的好处，即不过度追求利润，以致把治病救人放到了第二位。 

 

当然，也不排除已转型为民间非营利医院再转型为营利性医院。但针对不同类型的医院，

社会和政府对其权利义务的要求不同，如非营利医院可以免税等等。 

 

7．鼓励民营医院发展 

 

社会应该鼓励民营医院的发展，取消各种对民营医院的歧视性制度和政策，使民营医院

能够在公平竞争的环境成长起来，成为我国医院机构的主干。 

 

8．鼓励通过互联网络的跨院、跨地区的诊断与治疗合作 

 

由于目前医疗资源在地区间配置得极不合理，导致异地求医的情况非常普遍，造成资源

的浪费。即使通过改革制度而发送医疗资源在地区间的配置，也仍由于地区间条件不同，仍

会存在异地求医的需要，因而社会要鼓励医院、医生通过互联网进行跨院、跨地区的诊断与

治疗合作，以使医疗资源能够更均等地为各地区民众服务。 

 

八、药品生产与流通制度改革 

 

1． 将对新药品的准入机制，建立在政府与技术性协会合作的基础上 

 

由于药品对人的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其配方和成分的精确要求，对临床效果

的安全性和疗效的显著性的确认，需要有新药品的准入机制。较好的形式是政府与医药技术

性协会合作基础上的新药品准入审批机构。在审批环节，应侧重发挥医药技术性协会的作用，

而在实施方面，应侧重于政府的作用。 

 

2． 取消集中招标采购制度，让企业在市场上竞争 

 

由于省级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带来诸多弊端，尤其会导致垄断，所以应取消这一制度，代

之以企业的市场中的自由竞争，通过竞争约束企业，提高质量和效率，降低成本。 

 

3．取消药品的价格管制 

 

在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即增大个人自付比重，小病自付，大病自付部分的前提下，在取

消对医疗服务的价格前提下，取消对药品和医疗设备的价格管制，让众多消费者在大量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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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中形成不同药品或不同医疗设备的相对价格体系，以更精确地指导人们的消费，和供

给者的投资。 

 

4．取消对药品流通企业的进入管制，代之以行业协会与竞争的约束 

 

目前我国虽然存在着对药品流通企业的管制，但我国的药品批发零售企业数量高达

432659 家（2013 年）（《2014 中国单体药店发展状况蓝皮书》），是典型的进入管制下的过度

竞争，所以进入管制既无必要，甚至有负面作用，因而要取消进入管制。同时通过行业协会

协调产业内企业，实现行业自律；并通过市场竞争约束药店行为。 

 

5．鼓励建立与发展药品生产与流通企业的行业协会 

 

社会要鼓励建立和发展药品生产和销售的行业协会。在有些地方缺少自组织意愿和能力

的情况下，政府行政部门可以通过牵头、财政购买服务等措施加以促进。 

 

6．改进中药市场规则，保证中药材质量 

 

中药疗效的重要一环是中药材的质量，而由于中药材中分散地生产和收购的，所以要通

过建立较严格的市场规则来保证中药材质量。如建立中药材标准，划分中药材等级，按等级

论价，并通过行业协会的规则制约商家的行为，并对违规的加以惩罚。 

 

九、政府对医疗领域的辅助性管制 

 

1．特定管制：传染病；急诊；药品质量 

 

在以市场为配置医药资源的基础性制度的前提下，政府还要在个别市场失灵的方面进行

辅助性管制。如传染病具有负的外部性，即如果不加治疗可能会传染给别人，所以社会要对

传染病预防和治疗投入资源，并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如在突发疾病的情况下，急诊病人没

有时间和能力讨价还价，所以公共权力机构就可对急诊价格进行上限管制；再有就是药品质

量涉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政府行政部门结合行业协会就要对新药上市进行事先审查，并对

市场中流通的药品质量予以抽查。 

 

2．管制垄断与合谋 

 

除专利保护外，垄断和合谋会破坏市场中的公平竞争，因而政府的反垄断机构要对医疗

保险、医疗服务和医药生产和销售中的垄断加以管制，并避免采取导致垄断的管制。 

 

3．保护产权，保证合约履行，维护公平竞争 

 

一般地，政府要保护企业与个人的产权，保证合约的履行，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以

使市场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4．鼓励建立医疗领域的消费者协会 

 



 天则经济研究所 

 

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行政部门要鼓励建立医疗领域的消费者协会，使之能对应

医疗服务行业，药品生产行业协会，和医疗保险行业，并解决医患矛盾，消除冲突隐患，并

在与医疗服务行业、药品生产行业和医疗保险行业的互动中，改进规则与制度。 

 

由于分散的医疗消费者很难自发成立医疗领域消费者协会，行政部门应提供一定财政资

金支持促进其建立。 

 

5．鼓励医疗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 

 

政府还应鼓励医疗中介机构，包括技术的，法律的，管理的，服务的中介机构的发展。 

 

6．促进公共卫生服务的公私合作 

 

政府自然要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提供服务并辅之以管制，如城市环境卫生，垃圾处理，

污水处理，卫生宣传，公共防疫措施等，同时还要鼓励发展民间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卫生领

域的服务，如特定传染病的防疫等。 

 

十、医疗改革效果估计 

 

（1） 若采取取消门诊医疗费用的保险，取消起付线；将住院医疗费用保险的自付率提高

到 70%，从医疗费用的第一元起，由保险支付 30%的方案，根据本研究的模型测算，

这一改革方案产生的效果为： 

 

 带来抑制价格上涨 75%的下行力量。约可节约 12947 亿元，为 GDP 的 2%。 

 带来抑制过度医疗约13.2%下行力量，相当于节约了2178亿元，约为GDP的0.34%。 

 每人的医疗费用将节约 1121 元，约为人均 GDP 的 2.37%，全国共可节约 12376 亿

元的医疗费用。 

 将价格扭曲程度从 89%减少到 14%，减少了 75%的价格扭曲。 

 当年全部医疗费用的自付部分超过当年收入的 40%的人，约占全部人口的平均约

2.25%。平均而言，如果设立一个大病重病救助保障国家基金，其规模在 2000 亿元

左右，这约为全国 GDP 的 0.3%。 

 

（2） 取消各种进入管制，药品的价格管制等，都会带来打破垄断和推进竞争的效果。根

据测算，可进一步节约人均 7.3 元医疗费用，全国总共会节约 100 亿元。 

 

（3） 开放医院设立，鼓励医生流动，促进移动医疗等会促进医疗资源在空间配置的改善。

如果看病的路程和等待时间都缩短了一半，即本地看病时间从4小时缩短为 2小时，

将节约相当于 2662 亿元的时间价值；异地看病的路程和等待时间从 12 天半缩短到

6 天 6 小时，将节约 290 亿元的时间价值。两者相加，共会因为资源在空间上的配

置得到改善而减少 2952 亿元的时间价值的浪费。 

 

（4） 取消小病医疗保险，简化大病保险（取消起付线，大病医疗费用报销 30%），则会减

少医疗保险机构，也就节约了相应保险机构的运营管理费用。取消门诊（小病）保



 天则经济研究所 

 

险减少了现有保险工作操作的 2/3，按照现有保险机构的经营管理费用 254 亿元计，

也会节约经营管理费用达 169 亿。 

 

（5） 前述医疗费用的节约，并非意味着整个医疗领域的总需求会减少。恰恰相反，由于

医疗价格的抑低，很多因看病贵而减少了的医疗需求又会得到实现。再加上开放医

院的设立，鼓励医生的流动，以及移动互联医疗的发展，会降低看病难，即减少看

病时间，导致医疗真实需求的增加。在医疗体系的资源以市场信号为导向更为有效

地配置后，医疗技术和医药的发展又会带来更有效果和效率的医疗服务，使得人们

可以享受更高质量的治疗，整个社会以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 

 

（6） 改革方案会将人均医疗费用从人均GDP的 5.08%降低到了 2.71%，降低幅度为 46.7%。

使保险覆盖的医疗费用水平从人均 GDP 的 3.1%降低到 1%，降低幅度为 68.5%。如

果以现有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扣款来表示，保险的扣款将从原来的工资总额的共 9.5%

降低到 3%，这也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的负担。尽管改革后，个人在支付医疗费用的比

例上多于改革前，但由于医疗费用整体上大幅度下降，他们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也

低于改革前，只有其 86.2%。 

 

图 4 改革后的情形            单位：人均 GD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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