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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通过对 圆园园怨耀圆园员园 年袁常熟市居民城乡一体化基本医疗保险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袁发现常

熟市城乡居民参保率处于较高水平袁筹资总额和参保居民受益水平逐年提高袁参保居民疾病负担
明显下降曰但基金使用面临一定压力袁实际补偿比例有待进一步提高遥 建议合理应对参保居民人口
老龄化问题曰继续完善筹资增长机制袁提高实际补偿比例曰加强乡渊镇冤村渊社区冤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曰提高服务监管能力袁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遥
关键词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曰筹资曰补偿曰常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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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苑 年袁国务院下发叶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曳袁要求自 圆园员园 年起在全

国全面推开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袁逐步覆盖全体城镇
非从业居民遥 圆园园怨 年袁先后出台叶关于深化医药体制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圆冤0缘原猿猿源原园园缘
从常熟市统计信息发布查询系统尧 常熟市卫生局信
息查询系统尧 常熟市民生服务科技网络信息系统获
取近几年常熟市居民医保运行情况统计相关数据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改革的意见曳和叶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

通过搜集尧 分析常熟市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政

施方案渊圆园园怨原圆园员员 年冤曳袁要求做好几种医保制度间

策规定尧统计报表尧相关报告等获取常熟市居民医疗

的衔接遥 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袁进一步夯实

保险制度发展的文献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变

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曳明确提出要做好农

迁尧现行制度设计与运行情况曰通过与常熟市医保中

村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政策衔接遥 随着相关

心管理人员尧部分定点机构负责人现场访谈袁了解常

政策尧制度的不断健全和相应措施的有效落实袁初步

熟市近几年居民医疗保险基金筹集尧使用尧分配尧医

建立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疗服务资源分布和利用尧费用和补偿水平尧疾病负担

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的全民医疗保

等信息曰 通过对常熟市 圆园园怨 年和 圆园员园 年的相关医

险体系遥 江苏省常熟市早在 圆园园苑 年就先行先试袁逐

步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对象扩大到除参加城镇
职工医疗保险尧少儿医保以外的本市居民袁形成了具
有常熟特色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渊以下简称居民医
保冤制度袁开启了城乡一体化居民医保的探索历程遥
现对常熟市城乡 一体化居民医保 圆园园怨耀圆园员园 年的

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袁介绍其基本医保架构及运行效
果袁以期为实施城乡医保统筹提供借鉴遥

一尧资料来源与方法
渊一冤资料来源
从 常 熟 市 居 民 医 保 管 理 中 心 获 取 圆园园怨 耀圆园员园

年居民医保报表及相关数据袁从中提取参保人员基

本信息尧门诊费用和补偿尧住院费用和补偿等信息遥

疗数据归纳和对比袁 分析常熟居民基本医保制度运
行的实际效果遥

二尧常熟市居民基本医保制度的
实施与运行状况
渊一冤常熟市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袁
野长三角冶经济带中心袁总面积 员 圆苑远援猿圆 平方公里袁
自古为江南富庶之地袁全市下辖建制镇 怨 个尧街道办
事处和林场各 员 个尧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各 员 个遥全
市户籍人口 员园远援远怨 万人袁其中非农业人口 缘园援愿 万人
渊截至 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冤遥 圆园员员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员 苑员园援源缘 亿元袁 人均 渊户籍人口冤郧阅孕 圆源 愿员怨 美

元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怨原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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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猿缘 园源员 元尧员苑 圆愿怨 元袁 在第十一届全国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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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 基本实现城乡非就业居民全覆盖

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中位居野区域经济强县统筹发

通过建立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合并运行的模

展组团冶并列第一名袁荣获叶福布斯曳杂志野圆园员员 年中

式袁常熟市妥善解决了城镇非就业居民医保覆盖问题遥

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冶第二名 遥

由于 圆园园怨 年把原本独立运行的少儿医保及大学生医

咱员暂

渊二冤常熟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形成及发展
发达的经济为常熟率先探索城乡统筹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遥 作为全国首创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地区之一袁常熟市从 员怨缘缘 年起即
实施农村合作医疗袁至今 缘园 多年从未间断袁并不断
完善尧提高尧发展遥 圆园园猿 年开始袁常熟将原合作医疗
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转型袁自 圆园园苑 年开始袁将
新农合参合对象扩大到了除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尧少
儿医保以外的全部本市户籍居民遥 圆园园愿 年袁常熟市

遵循推进城乡一体发展的理念袁将本市城镇居民基

保也纳入居民医保体系中袁圆园员园 年全市参保人数由
源猿援愿 万人增加到 缘缘援猿 万人袁 其中城镇居民 员圆援圆 万袁农

村居民 源猿援员 万袁城镇和农村居民参保率都维持在 怨愿豫
以上渊表 员冤袁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医保的全覆盖遥

表 员 圆园园怨耀圆园员园 年常熟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
圆园园怨 年
圆园员园 年
人群
参保人数 参保率渊豫冤 参保人数 参保率渊豫冤
农村 猿远园 园猿愿
园怨怨援远源
源猿员 怨园园
怨愿援员愿
城镇 园苑愿 猿缘园
员园园援园园
员圆圆 园远苑
怨愿援怨猿
合计 源猿愿 猿愿愿
园怨怨援苑园
缘缘猿 怨远苑
怨愿援缘愿
圆援 筹资总额逐年提高袁政府资助主导筹资增长

本医疗保险纳入新农合并轨运行袁成为全国新农合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创新举措 遥 圆园园愿 年 愿 月袁常熟
咱圆暂

常熟市政府不断提高筹资水平袁圆园员园 年把筹资

市被卫生部确定为全国 员园 个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基

标准由 圆园园怨 年的 猿园园 元 辕 人提高到 源园园 元 辕 人遥 全市

圆 月尧员圆 月又先后将少年儿童和在校大学生统一纳

万元袁人均筹资 源员怨 元袁较 圆园园怨 年的 猿猿圆 元提高了

本医疗保险相衔接重点联系试点地区之一遥 圆园园怨 年
入到居民医保中袁基本上实现了对常熟市非就业户
籍人口的全面覆盖遥

筹资总额由 圆园园怨 年 员源 缘缘怨援园愿 万元增加到 圆猿 远苑怨援源缘
圆远援圆园豫渊表 圆冤遥 从筹资水平来看袁一方面袁常熟市政
府每年都把居民医保补助资金列入财政预算袁 能够

常熟市政府先后制定了叶常熟市居民基本渊农村

保证资金足额及时到位袁 近两年的资金到位率都达

合作冤医疗保险管理办法渊试行冤曳尧叶常熟市居民基本

员园园豫以上遥 另一方面袁常熟市地处苏南袁经济社会发

渊农村合作冤医疗保险 圆园员园 年工作意见曳尧叶常熟市居

展速度快袁财政收入尧居民收入逐年提高袁也为筹资

民基本渊农村合作冤医疗保险补偿方案渊试行冤曳尧叶常

标准的提高提供了基础遥第三袁少儿医保和大学生医

熟市居民基本渊农村合作冤医疗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管

保的纳入也进一步促进了筹资总额的增加遥 从筹资

理办法渊试行冤曳尧叶常熟市居民基本渊农村合作冤医疗

结构来看袁各级政府部门已经成为筹资的主要来源遥

保险基本药品目录尧诊疗项目及服务设施范围管理

以 圆园员园 年为例袁按照人均 源园园 元筹资标准袁市财政

和支付办法渊试行冤曳等十余个配套文件袁形成了常熟
市居民基本渊农村合作冤医疗保险政策框架 遥 同时
咱圆暂

进行了信息资源整合袁建立了适应新制度运行的信

息系统袁将相关政策通过信息化平台予以实施袁最终

资 助 员缘园 元 辕 人 袁镇 财政 渊含 村 集 体 扶 持 冤资 助 员缘园
元 辕 人袁个人缴纳 员园园 元 辕 人遥 政府补助渊含村集体扶
持冤资金占筹资总额的 苑远援缘猿豫袁基本建立起较为稳
定的以政府为主的筹资机制遥

猿援 基金使用趋向合理袁补偿支出不断增加

形成统一筹资标准尧统一补偿方案尧统一起付线尧统
一封顶线尧统一部门管理尧统一信息平台运行尧即时
结报尧设一个基金账户等八个方面完全统一的常熟
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遥
咱猿暂

渊三冤常熟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状况

随着筹资总额的不断增加袁基金支出也显著提
高袁 从 圆园园怨 年的 员远 源愿员援怨缘 万元增加到 圆园员园 年的

圆猿 怨源怨援圆源 万元遥 体现了以收定支的基金使用原则遥
从支出结构来看袁近两年住院费用补偿额占基金总

经过近一年衔接过渡和各项准备袁圆园员园 年 员 月

支出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苑园豫以上袁门诊费用补偿比

运行袁覆盖全市城乡所有非就业人群的居民基本医

主袁兼顾门诊补偿遥 从基金使用率来看袁圆园园怨 年高

员 日零时袁 常熟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信息平台正式

达 员员猿援圆员豫渊超支部分通过大病风险基金解决冤袁明

疗保险制度全面组织实施遥

年份
圆园园怨
圆园员园

应筹渊万元 冤
员猿 员愿园援缘园
圆圆 圆怨园援愿园

表圆

例为 圆圆豫左右 渊表 猿冤袁 基本体现了以住院补偿为

圆园园怨耀圆园员园 年常熟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集情况

实筹渊万元 冤
员源 缘缘怨援园愿
圆猿 远怨苑援源缘

到位率渊豫冤
员员园援源远
员园远援猿员

政府补助渊豫冤
苑源援远圆
苑远援缘猿

个人自付渊豫冤
圆源援园怨
圆猿援员圆

利息收入渊豫冤
员援圆怨
园援猿缘

人均渊元冤
猿猿圆
源员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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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高 于 江 苏 省 渊怨愿援圆苑豫 冤 及 全 国 渊怨苑援园园豫 冤 平 均 水

圆园园怨 年 远园 岁以上参保人员比例高达 源远援园愿豫遥鉴于

常熟市乡镇企业发展较好袁大量农村青壮年到乡镇

岁以下青少年和在校大学生纳入居民医保袁提高了

此袁常熟市及时调整基本医疗保险体系袁通过将 员愿

平袁同时也显示基金运行面临强大压力遥 原因在于

优 势 人 群 比 例 袁圆园员园 年 远园 岁 以 上 人 口 比 例 降 至

企业就业并参加职工医保袁常熟原新农合人口老龄
化就比较严重袁员愿 周岁 以下 人群 渊少 儿医 保冤的单

猿缘援苑豫袁当年基金使用率也降至 员园员援园远豫袁基金运行

列 袁 进 一 步加 剧 了 居 民 医 保 的 人口 老 龄 化 程 度 遥
基金支出总额

年份

渊万元冤
员远 源愿员援怨缘
圆猿 怨源怨援圆源

圆园园怨
圆园员园

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咱源暂遥

表 猿 圆园园怨耀圆园员园 年常熟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使用分配比例

门诊支出

门诊支出比例

渊万元冤
猿 怨远源援愿怨
缘 源园苑援圆园

住院支出

渊豫冤
圆猿援愿怨
圆圆援缘愿

住院支出比例

渊万元冤
员员 苑员园援员远
员苑 园愿员援源怨

注院其他支出是指按规定提取的体检支出和医疗救助基金遥

源援 住院患者流向比较合理

其他支出

渊豫冤
苑园援缘愿
苑员援猿圆

其他支出比例

渊万元冤
员 怨员愿援怨园
员 源远园援缘缘

渊豫冤
缘援缘苑
远援园怨

另一方面也提示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优化不同

表 源 显示袁圆园员园 年袁 全市门诊人次分布以村级

类别的补偿机制袁推动患者流向更加合理遥全市住院

医疗机构为主袁镇渊乡冤级和市渊县冤级基本相当袁构成

人次分布以镇渊乡冤级和市渊县冤级为主袁到市渊县冤外

比为 远缘援园园豫尧员苑援源缘豫尧员苑援缘缘豫袁 与 圆园园怨 年相比袁市

就医患者只占 圆援怨愿豫遥 总体与 圆园园怨 年基本相同遥 总

一方面可能与参保大学生主要集中在市渊县冤级医院

本做到了居民小病就医和康复在社区袁 并较好地控

周边袁少儿医保患者更多到市渊县冤级医院就诊有关遥

制了市外转诊遥

渊县冤增加较为显著袁村级下降较为显著遥 分析原因袁

表源
年份

圆园园怨耀圆园员园 年常熟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门诊尧住院人次流向比例
门诊

市渊县冤级

圆园园怨
圆园员园

体来看袁患者流向较为合理袁并保持了相对平稳袁基

住院

镇渊乡冤级

园怨援园园
员苑援缘缘

渊豫冤

村级

员缘援园源
员苑援源缘

缘援 受益水平不断提高袁疾病负担逐年下降

市渊县冤外

苑缘援怨远
远缘援园园

市渊县冤级

圆援怨怨
圆援怨愿

镇渊乡冤级

猿愿援源圆
猿愿援苑圆

缘愿援缘怨
缘愿援猿园

面扩大遥 另一方面袁采取了既管基本医保袁又管医疗

表 缘尧表 远 显示 圆园员园 年 员耀怨 月袁参保人员次均住

服务的综合措施袁引导参保居民合理就医袁控制不

元袁在各级医疗机构总体也呈现下降趋势遥 住院次均

担逐步减少遥 次均门诊费的增加及门诊实际补偿比

补偿费用由 圆 园圆员援远愿 元提高到 圆 园缘员援猿源 元袁住院实际

的减少可能与少年儿童纳入袁儿童门诊费用水平相

自付费用则由 猿 园猿远援猿愿 元减少到 圆 远缘缘援怨员 元袁参保患

工作袁在统筹各项补偿的基础上适当提高门诊补偿

所下降遥 但是袁次均门诊费用水平则由 圆园园怨 年同期

三尧常熟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的成效与评价

院费用由 圆园园怨 年同期的 缘 园缘愿援园园 元减少到 源 苑园苑援园员

合理费用增长袁参保居民得到了更大受益袁疾病负

补偿比也由 圆园园怨 年同期的 猿怨援怨苑豫增加到 源猿援缘愿豫遥

对较高有关袁这也提示袁要更合理地做好费用控制

者住院次均自付费用得到了有效控制袁 疾病负担有

水平遥

的 源缘援愿猿 元提高到 缘远援怨苑 元袁 次均门诊实际补偿比
出现了 愿援怨猿豫的下降遥 分析原因袁一方面随着保障

水平提高袁居民医疗保健需求继续得到释放袁受益

渊一冤居民医保覆盖面广袁但人口老龄化问题已
成掣肘

表 缘 圆园园怨耀圆园员园 年常熟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次均门诊尧住院费用
时间
圆园园怨渊员耀怨 月冤
圆园员园渊员耀怨 月冤
时间

圆园园怨渊员耀怨 月冤
圆园员园渊员耀怨 月冤

次均门诊费用

合计

源缘援愿猿
缘远援怨苑

市渊县冤级
员苑圆援愿远
员猿源援园员

表远

镇渊乡冤级
远猿援怨苑
苑园援缘源

次均住院费用

村级

猿员援苑园
猿源援猿园

合计

缘 园缘愿援园园
源 苑园苑援园员

市渊县冤外

圆园 圆苑缘援源苑
员怨 远怨愿援圆缘

圆园园怨耀圆园员园 年常熟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实际补偿比

合计

猿怨援怨苑
源猿援缘愿

渊元冤

市渊县冤外
猿源援怨怨
猿苑援员员

市渊县冤级
猿苑援怨怨
源圆援园猿

市渊县冤级
愿 猿源圆援圆怨
苑 苑猿圆援猿圆

镇渊乡冤级
圆 圆圆愿援猿猿
圆 园园源援猿源

镇渊乡冤级
源远援愿源
缘园援缘缘

渊豫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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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通过建立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并轨运

断推进袁可以结合具体情况袁适当鼓励企事业单位尧

行的方式袁妥善解决了城镇非正式就业居民的医保覆

慈善机构及民间团体组织等社会资源在政府引导下

盖问题遥尽管参保人数随着政策调整和职工医保的扩

参与资金筹集袁扩大资金规模袁提高补偿比例遥

大而逐年变化袁但参保率连续几年一直保持在 怨愿豫以
上遥 统计数据显示袁圆园员园 年参保对象是本市户籍且不

渊三冤各级医疗资源利用较好袁基层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亟需加强

属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的农民尧 城镇居民尧

常熟市在城乡居民医保补偿方案设计上采取门

少年儿童和在校大学生袁 应参保人数 缘远员 怨猿猿 人袁实

诊由村渊社区冤尧镇渊街道冤尧市逐级减少的分级补偿标

际参保 缘缘猿 怨远苑 人袁参保率 怨愿援缘愿豫 袁基本做到居民

准尧住院补偿由村渊社区冤尧镇尧市逐级减少的逐级分

医保参保对象的全覆盖遥 但同时袁由于目前常熟市

段补偿标准袁 对于患者合理分流及医疗资源的合理

自然人口持续负增长 袁人口老龄化问题直接威胁

利用起到了显著的引导效果遥 圆园员园 年参保人员门诊

户为单位参加袁但由于大量农村适龄劳动人口到当

以上集中在村渊社区冤级医疗机构袁其次是镇级和市

咱缘暂

咱远暂

着居民医保持续健康运行遥 常熟市居民医保要求以
地乡镇企业就业并参加职工医保袁为避免重复参保袁
常熟市在确定参合范围时排除了这部分人群袁却承
担了人口老化比较严重所带来的基金风险袁居民医
保 基 金 运 行 压 力 日 益 增 大 袁圆园园怨 年 使 用 率 高 达

量 圆怨圆援园苑 万人次袁住院 苑援愿源 万人次遥 门诊人次 远缘豫
级医疗机构遥 住院人次 缘愿豫以上集中在镇级医疗机

构袁猿愿豫集中在市级医疗机构袁只有少数在市外医疗
机构渊表 源冤遥 因此袁加强以镇渊街道冤尧村渊社区冤为主
的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非常有必要遥 可以通过政

员员猿援圆员豫遥 圆园员园 年因把少年儿童和在校大学生纳入

府加大投入尧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尧 加强继续培训教

源远援园愿豫降低到 圆园员园 年的 猿缘援苑豫 咱源暂袁但仍高于全国职

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咱员圆暂袁同时袁根据医卫人才

民医保体系的挑战袁可充分发挥卫生部门既管医疗

源袁通过调整尧分流尧在职教育尧业务培训等方式更好

又保健康的角色袁加强老年人健康筛查和风险干预曰

地提高和发挥医卫人员的医技水平咱员猿暂遥 这对于提高

医 保 范 围 袁远园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比 例 由 圆园园怨 年 的

育尧横向联合和纵向指导等途径袁提升乡镇村级医疗

工医保退休人口比渊圆缘豫冤 咱苑暂遥 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居

的配置标准袁 利用现有医技人才资源和医学教育资

探索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基金化解人口老龄化风险曰

参保居民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袁 降低医疗费

考虑融合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风险基金曰还可尝试

用负担袁 提高医保基金利用效率和增强参合居民的

建立老年康复护理保险基金袁以减轻居民医保基金

受益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运行压力 咱源暂遥

渊四冤参保居民受益水平逐步提高袁医保监管效

渊二冤人均筹资水平较高袁筹资增长机制尚需完善
圆园园怨 年常熟市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水平 猿猿圆 元袁

能需进一步加强
圆园员园 年袁常熟市共有 猿园圆援怨怨 万人次得到医保基

远高于同期江苏省 员猿苑 元的平均值遥 圆园员园 年更是提

金补偿袁参保居民人均获得补偿 缘援源苑 次遥 其中袁获得

住院实际补偿比来看袁尽管 圆园员园 年比 圆园园怨 年提高

次曰普通门诊补偿 圆怨圆援园苑 万人次遥 人均门诊和住院率

高到了 源员怨 元袁处于江苏省前列遥 但同时也看到袁从
了 猿援远员 个百分点达到 源猿援缘愿豫袁 却远远低于世界卫
生组织 苑园豫实际补偿比的建议遥 筹资水平决定着医

保基金补偿水平袁只有筹资水平的不断增长袁才能实
现医保补偿水平的不断提高 遥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袁
咱愿暂

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额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袁一般按人均纯收入的 员豫耀圆豫袁个别经济发达地

万元以上补偿 猿 猿猿园 人袁占 园援远豫曰住院补偿 苑援愿源 万人
逐年增加袁分别从 圆园园源 年的 园援源远 人次和 缘援远猿豫增加
到 圆园员园 年的 缘援圆圆 人次和员猿援愿源豫遥 次均住院补偿由

圆园园缘 年 的 员 猿员园援愿猿 元 增 加 到 圆园员园 年 的 圆 园苑园援远苑
元袁增幅达 缘苑援怨苑豫遥 圆园员园 年前 怨 个月与 圆园园怨 年同

期相比袁次均住院自付费用减少 员圆援缘猿豫遥 数据显示袁
参保居民受益水平明显提高袁疾病负担逐年减少遥但

区为 圆豫耀猿豫 遥 国内学者研究较为一致的结论是袁个

同时出现 圆园员园 年定点服务机构 员愿 周岁以上住院次

遥 圆园员园 年常熟市居民医保自付费

和 圆园园怨 年渊源 苑远猿援苑怨 元冤增长员员援怨缘豫和 远援缘圆豫遥 医疗

咱怨暂

人缴费的合理比例大致为年人均纯收入的 员豫耀圆豫
或员豫耀猿豫为宜

咱员园原员员暂

用只有 员园园 元袁按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员源 远远源

均费用为 缘 园苑源援猿愿 元袁分别较 圆园园愿 年渊源 缘猿圆援远怨 元冤
费用的过快上涨直接影响着居民实际受益袁 如何合

元计算只占 园援远愿豫袁 按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理进行费用控制已经成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能

入 猿园 苑猿愿 元计算仅为 园援猿圆豫袁 还有一定的增长空

否持续健康运行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遥因此袁亟需转

间遥 因此袁适当增加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水平和政府

变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袁 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不

财政支出是可行的遥 同时袁随着居民医保制度的不

合理增长遥一是建立定点医疗机构费用公示制度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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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蕴暂援 咱圆园员圆 原园愿 原圆源暂援 澡贼贼责院 辕 辕 憎憎憎援糟泽贼躁躁援早燥增援糟灶 辕 悦燥灶贼藻灶贼 辕

定点医疗机构收费情况向社会公示袁一方面指导居
民合理就医袁另一方面引导医疗机构降低收费袁节省
医保基金遥 二是推行支付制度改革袁进一步探索实
行按人头付费尧按病种付费和总额预付等方式袁建立
激励与惩戒并重的有效约束机制袁提高医疗机构控
费的主动性袁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咱员源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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