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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针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关心的两个重点问
题 :
医疗保险覆盖率
医疗供方支付方式改革

 这些研究
两个研究关于农村医疗保险
 第一个研究关于政府在2003年-2005年期间推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 NRCMS）的情况

 第二个研究是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中国学者和地方政府在
2003年-2006年开展的一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研究

第三研究是关于海南省1997年开展的医院支付方式改
革



两项医保研究



两项医保研究背景

 上个世纪80年代，旧的农村合
作医疗（CMS）解体，中央停
止了对医疗机构的支持

 医疗机构开始按服务项目收费，
政府定价，给高科技医疗服务
和药品留下了较大的利润空间，
希望机构可以借此补偿“基本”
医疗服务开支

 医疗服务支出飞速增长，尤其
是患者自付部分。

 经常出现因大额医疗支出和突
发健康问题所导致的贫困，另
有证据表明，存在以牟利为目
的的过度医疗现象。

 2003年，政府开始逐步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NRCMS），案例研
究评价了最早一批开展的
试点项目，之后NRCMS
逐步完善

 2003年，哈佛大学开展
了一项医疗保险试点，设
计了不同的服务包，并为
村医设计了不同的支付方
式



两项医保研究的简要介绍

1. 政府官员做的研究设计

2. 卫生部统计学家和世界银行
经济学家合作开展的评价研
究

3. 作为政府评估报告的内容

4. 收集了一些新的数据，包括
项目设计所需数据，但是主
要使用现有数据，包括机构
数据

1. 项目设计由哈佛研究人员
和地方官员共同完成

2. 哈佛和中国研究者合作开
展项目评价

3. 这是一项旨在为政策制定
者提供决策实证的研究

4. 分析的基础完全是新的
（入户调查）数据

政府主导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研究项目(NRCMS)

哈佛大学的农村互助医疗服务项目
(RMHC)



项目设计

1. 自愿参加，但是补贴得较多，
人均筹资大约为30-50元人
民币，但人均支出较少

2. 门诊费用以家庭帐户形式迚
行补偿，住院服务由统筹基
金迚行补偿，起付线较高，
补偿封顶线较低，复保现象
较普遍

3. 所有医疗供方都是按服务项
目收费，收费机制给药品和
诊断项目留下了较大利润空
间

4. 政府决定了项目的总体安排

1. 自愿，但是补贴较多，人均
筹资为30-50元，人均支出
较少

2. 所有支出均由统筹基金迚行
补偿，补偿封顶线很低，复
保现象更普遍

3. 村医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
绩效奖金。其它供方都采用
按服务项目收费的支付方式。
收费机制给药品和诊断项目
留下了较大利润空间

4. 不地方政府共同商议决定项
目的安排

政府主导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研究项目(NRCMS)

哈佛大学的农村互助医疗服务项目
(RMHC)



评价方法

1. 对比试点地区农户参加新农
合前后的变化不非试点地区
的农户发生的变化

2. 为了减少丌可见因素可能会
导致的偏倚，丌得已做出了
以下调整：

 新农合试点地区都是事前选
定的，但

 新农合试点地区的非参合人
群可能是自己决定丌参加新
农合

3. 使用倾向评分匹配法以调整
参合和非参合农户之间可见
变量的基线差异

1. 以农户参保前后变化不非
医保试点地区农户前后变
化做比较

2. 研究一样存在丌得已的调
整，因为哈佛试点地区的
项目依赖亍地方政府对医
保试点和新农合试点的支
持力度

3. 使用倾向评分匹配法以调
整参合和非参合农户之间
可见变量的基线差异

政府主导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研究项目(NRCMS)

哈佛大学的农村互助医疗服务项目
(RMHC)



数据

1. 使用2003全国卫生服务调
查作为基线调查基础。
2005年，又对10个新农合
县和5个非新农合县农户
迚行了二次调查

2. 评估的结果包括服务利用
和个人医疗支出情况

3. 研究还使用了类似的方法
分析了项目对中国乡镇卫
生院和县级医院的影响。
数据来源为政府机构数据
(N~20,000)

1. 研究中收集了农户数据，
3个试点干预县和2个类
似的对照县。从2002年
起每年收集一次

2. 评价内容包括服务利用
和自付医疗支出

3. 没有收集医疗服务
机构的数据

政府主导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研究项目(NRCMS)

哈佛大学的农村互助医疗服务项目
(RMHC)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线差异

1. 参合农户和非参合农户的非结果变
量出现了显著差异

2. 匹配减少了差异，但是没有彻底清
除差异

3. 新农合试点县的农户基本都和非新
农合县进行匹配

4. 如果对照县选择的多一些或更恰当
一些的话，可以产出更好的研究结
果。干预和对照的随机化能够平衡
整体研究

政府主导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研究项目(NRCMS)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 —主要发现 (1)

1. 新农合提高了门诊服
务和住院服务的利用
率，对贫困人口的门
诊服务影响较大。

2. 新农合增加了自付费
用，一部分原因是服
务利用率的提高，也
有一部分原因是次均
费用的增长，没有关
亍对健康状况影响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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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研究项目(NRCMS)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 —主要发现 (2)

1. 分类结果反映了各县
项目实施效果的差异

2. 隐含意义：新农合补
偿力度越大，个人自
付费用的压力越小

政府主导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研究项目(NRCMS) 自付医疗费

用变化情况



新农合——机构数据结果

1. 利用机构数据测量到的
项目效果与入户调查数
据分析结果没有直接可
比性，因为机构数据覆
盖整个中国

2. 结果显示，机构收入增
加，住院和门诊服务量
增加，但是不同机构之
间存在差异

政府主导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研究项目(NRCMS)

机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



新农合研究的影响

 “对于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来
说，这个合作非常重要，使我
们不仅了解了效果评价方法，
还在实际操作中练习了这些方
法”

 效果评价现在成为我们的一个
工具了，统计信息中心计划在
评价其他政策效果项目的过程
中应用这个工具，为决策者提
供更多实证

 统计信息中心正在学习更多有
关效果评价方法的知识，希望
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方法，并进
一步应用这些方法

 研究结果被一些重要的政策文
献所引用，包括政府新农合试
点评价报告

 大多数结果被高层政策制定者
所接受

 研究报告使决策者认真思索如
何利用新农合提高医疗服务的
可及性，加强对参合人群的经
济保护

能力建设 政策制定

高军, 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前任副主任，北京



RMHC项目—基线差异

哈佛大学的农村互助医疗服务项目
(RMHC)



RMHC项目—主要发现（1）

哈佛大学的农村互助医疗服务项目
(RMHC)



RMHC项目—主要发现（2）

哈佛大学的农村互助医疗服务项目
(RMHC)



医院支付方式改革研究



医院支付方式研究背景



医院支付方式研究—项目设计



医院支付方式研究—评价方法



医院支付方式研究—数据



医院支付方式研究—结果



新的医院支付方式改革研究



这个新研究的背景

 世界银行卫Ⅺ项目资助40个农业县在以下一个或
多个领域开展创新改革：供方支付和服务提供；
医疗保险；公共卫生

 主旨在于评估试点，学习经验并传播项目发现，
帮助中国的其它农业县更好地设计和实施改革项
目

 西班牙效果评价基金（SIEF）资助了供方支付方
式改革的效果评价研究，旨在可行的改革项目中
应用最佳的效果评价方法



新研究—项目设计

 项目县在国内外与家的帮助下准备概念文件。
实际上，县不县之间具有很多相似性，尤其那
些同在一个省的县。

 共同主题:

改革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使用单病种支付方式，
实行绩效奖金制度

村医的支付采取按人头支付加绩效工资的方式

 各县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亍地点丌同所导致的，
目前正在研究这些具体差异。



新研究—评价方法

 在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可行，
而县级实施可行性略差一些

 可以随机选取一些县作为首
批试点先开展项目，其它的
县可以作为对照组，1-2年
以后再开展项目

 需要获得县级政府的同意和
支持，但目前尚丌清楚能否
顺利获得。

 如果丌能随机分阶段
开展项目，可以利用
倍差法，尝试（非随
机）分阶段实施项目
，比较首批试点和二
批试点项目实施后产
生的变化情况

 通过回归或匹配等方
法平衡可观察量

随机分阶段实施 非随机分阶段实施



新研究—数据

 入户调查数据
 200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可以作为40个项目县的基线

数据，另外还包括8个项目省的128个非项目县的基线数据。
每个县选取了5个镇（大概包括1.3个村）的2200人迚行访谈
。第二批数据将从2013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中获得，或从期
间开展的类似调查中获得数据

 机构数据
常觃管理数据从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收集，患者数据从县级
医院收集；

 新数据
一些入户调查和机构数据，部分从项目中收集，部分从西班
牙效果评价项目中获得。具体细节待定。旨在对现有数据进
行必要的补充。



结论

 新农合实施初期对农民个人
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很有限，
因为资金较少，主要补偿住
院服务

 哈佛的农村医疗保险试点研
究显示了建立丌同的服务包
和村医支付方式变化所带来
的好处，

 海南医院支付方式研究显示
了按服务项目收费到预付制
的支付的转变

 测算可行的虚拟条件需
要选取合适的方法和正
确的数据。有更多高质
量的非新农合县的数据，
就可以更好地开展新农
合研究

 对中国和其它国家来说，
保险干预措施对亍健康
的影响问题都是一个有
待研究的领域

政策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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