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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新政出台，旨在解决“一人患大病、全家陷困境”

患大病今后将少花一半钱
据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记者

从国务院医改办获悉，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30日正式公布《关于开展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
见》。《意见》指出，开展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工作，目的是要切实解决人民群
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突出问题。

《意见》指出，开展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安
排；坚持政府主导，专业运作；坚持责
任共担，持续发展；坚持因地制宜，机
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筹资机
制方面，各地可从城镇居民医保基
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
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城镇居民医保
和新农合基金有结余的地区，利用结
余筹集大病保险资金；结余不足或没
有结余的地区，在城镇居民医保、新
农合年度提高筹资时统筹解决资金
来源，逐步完善城镇居民医保、新农
合多渠道筹资机制。

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保障内
容方面，大病保险保障对象为城镇居
民医保、新农合的参保(合)人，保障
范围要与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相衔
接。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应按政策
规定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在此基础
上，大病保险主要在参保(合)人患大
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对城
镇居民医保、新农合补偿后需个人负
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

此外，大病保险保障水平以力争
避免城乡居民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
支出为目标，合理确定大病保险补偿
政策，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50%；按
医疗费用高低分段制定支付比例，原
则上医疗费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

格延伸阅读

非必需项目

不予报销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
志刚介绍说，在设计大病保
险的保障范围和目标时，参
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家
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定
义，即在平均水平上，使个
人不得不支出的医疗费用
低于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
的标准。经测算，各地城镇
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可作为
当地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
的标准。

当参保患者个人负担
的医疗费用超过这个标准
时，大病保险对这部分人群
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
在基本医保已经报销的基
础上再次给予报销，要求实
际报销比例不低于50%。

孙志刚说，这里的合规
医疗费用不局限于基本医
保政策范围内，但为避免浪
费和过度负担，不是基本治
疗所必需的项目不列入报
销范围。

据新华社

格专家提醒

谨防小病大医

医生多开药

本报讯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
授、医疗保险研究所所长吕
国营认为，对城乡居民大病
进行保险是正确的方向，但
实施过程中还要防范道德
风险。

吕国营认为，由于我国
的医疗保险报销分为目录
内和目录外，目录内可以报
销的比例为75%，目录外的
不可以报销。这次大病医保
规定实际支付比例不少于
50%，可能会导致患者小病
大医、过度消费，医生多开
药或者开目录外的药。

(综合)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说，截
至2011年底，城乡居民参加三项基
本医保人数超过13亿人，覆盖率达
到了95%以上。但群众患大病发生高
额医疗费用后个人负担仍比较重。同
时，基本医保基金存有不少结余，累
计结余规模较大。

因此，大病保险所需要的资金从
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
出，不再额外增加群众个人缴费负
担。 据新华社

基本医保基金有结余

个人不必额外掏钱

《意见》指出，地方政府通过政府
招标选定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
机构。符合基本准入条件的商业保险
机构自愿参加投标，中标后以保险合
同形式承办大病保险，承担经营风
险，自负盈亏。

此外，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
机构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符合保
监会规定的经营健康保险的必备条
件；在中国境内经营健康保险专项业
务5年以上，具有良好市场信誉；具
备完善的服务网络和较强的医疗保
险专业能力；配备医学等专业背景的
专职工作人员；商业保险机构总部同
意分支机构参与当地大病保险业务，
并提供业务、财务、信息技术等支持；
能够实现大病保险业务单独核算。

据新华社

大病保险由政府主导

商业保险机构承办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说，针
对大病保险的监管工作，要加强社会
监督，将与商业保险机构签订协议的
情况，以及筹资标准、待遇水平、支付
流程、结算效率和大病保险年度收支
情况等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据新华社

收支情况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20类大病纳入新农合保障范围

据悉，2012年上半年，我省
新农合年人均筹资标准为300元，
其中，各级政府补助240元，个人缴
费60元。全省实际人均筹资水平为
302 .42元，东营、威海、青岛人均筹
资额相对较高，分别为335 . 03元、
328 .12元和311 .98元。在筹资水平
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新农合大病
保障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2012年上半年，我省新农合
在救治白血病、先心病、乳腺癌
等9类重大疾病的基础上，新增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唇腭裂、肺
癌、食道癌、胃癌、I型糖尿病等
11类重大疾病。上半年，新农合
实际补偿比例62 . 18%。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筹资水平
也在不断提高。据悉，今年起山东
省城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
至年人均240元(此前为200元)，同
时，全面开展居民医保门诊医疗费

用统筹，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
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0%左右，并逐
步提高最高支付限额。

今年4月1日，《山东省城乡医
疗救助办法》实施，提出对经相关

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补偿)和医疗
救助后，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过重，
个人和家庭难以承担的，各地可以
视医疗救助基金年度结余情况给
予再次救助。 本报记者 李钢

设立大病保险非常及时
确定大病病种应谨慎，可先试点再推广

“设立大病保险制度，非常
必要，可以有效减少因病返贫的
家庭。”一直致力于医疗保险制
度研究的山东大学教授徐凌忠
表示，随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
度的健全，现在城乡居民的基
本医疗需求已可以得到比较好
的保障，但仍有不少患大病的
家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在这
种背景下，国家相关部门提出
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非
常及时，有利于切实减轻群众患
大病的医疗费用负担。

不过，在看过《关于开展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
见》后，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

意见指出，资金来源要从城镇
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
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
金。“这种筹资方式，要警惕引起参
保人福利的‘隐性损失’。”徐凌忠
进一步解释说，无论是城镇居民医
保基金还是新农合基金，如果把其
中一部分划拨出来为那些大病患
者提供保障，其实是对所有参保人
福利的“侵蚀”。

他认为，政府建立大病保险
制度，应列在基本医保之外，可
以采取政府划拨专项资金或采
取政府按比例配套的方式鼓励
居民参保。

此外，他认为，在确定大病
病种时应当谨慎，“可以先选取
几种病种，试点成熟后再推开。”
他建议，在大病保险建立之初，
可以先确定一个报销目录，然后
逐步过渡到以病种付费，实行定
额按比例报销的方式。

本报记者 李钢

大病病种增加，实际补偿却下降
虽然我省大病保障水平在

不断提高，但因病返贫、因病致
贫的人仍有许多。

“孩子在学校入了新农合，但
是像免疫球蛋白、血小板等很多昂
贵药物是不给报销的。”这几日，本
报连续报道了莒县7岁女孩小明媛
为孪生哥哥小明照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事，目前仍住在省千佛山医院
的小明照患有重型“再障”，数十万
的治疗费已使这个农村家庭陷入
绝境。

“之前住院已经花了20多
万了，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
能借的亲朋也全借遍了。”小明
照的伯父施洪强介绍，今年极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
一样被列入救助范围，但通过
红十字会申请的救助最多3万，
仍是杯水车薪。

其实，像小明照这样“一人
得大病，全家陷困境”的不在少
数。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按照规定，纳入新农合保障范围

的大病，报销比例不低于70%，但
新农合是县级统筹，各地的基金
情况差别很大，实际报销比例很
难完全达到这一标准。

省卫生厅通报的2012年上
半年全省新农合运行情况显
示，新增11类重大疾病后，新农
合实际补偿同比一季度下降了
1 . 66个百分点，其中，肺癌、食
道癌等5类癌症疾病的实际补
偿比偏低。

本报记者 李钢

格先期实践

济南历城区

为特困群众

购买大病保险

2010年底，济南市历
城区政府就投入200余万
元，为1 . 7万特困群众购买
了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自
2011年起，这些困难群众
的住院费用在新农合和城
镇医保报销后，还可通过此
项保险按一定比例报销自
付费用1万元以上的部分，
最高能获得赔付20万元。

据历城区调查，2009
年，该区农村低保对象中有
603人患病住院，共发生住
院医疗费用664 . 54万元，
报销187 . 31万元，个人负
担477 . 23万元，实际补偿
率 2 8 . 1 9 % ，个 人 负 担
71 . 81%。

为解决这一问题，历城
区决定为城乡特困群众治
疗大病上保险，每人每年投
入保费120元，投保总额为
200多万元。据初步测算，
特困群众个人负担比例能
够降低16%，最高住院费自
费比例降低39%。

本报记者 李钢 整理

大病保险筹资 当大病发生时

城镇居民医保基金

新农合基金

大病保险资金

向商业保险机构

购买大病保险

先进行基本医保报销

再进入大病保险报销

报报销销比比例例：：
不不低低于于合合规规医医疗疗费费用用
的的5500%%

按按费费用用高高低低制制定定支支付付比比例例
费费用用越越高高报报销销比比例例越越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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