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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在校大学生
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评价的调查
陈秋竺 员袁林振平 员袁邵倩雯 员袁董庆辉 员袁王小全 圆

渊员援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圆援 教务处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了解大学生对城镇居民医保的评价，为完善居民医保提供依据。

要院

以南京

地区为例，采取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 圆园员源 年使用问卷调查 圆 圆猿猿 名大学生，分析方法
以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为主。

目前大学生对城镇居民医保评价为满意的占比为 猿源援圆豫。

有无医学背景（字 越员苑援怨猿园，孕 约 园援园员 ）、城乡（字圆越苑援源园怨，孕 约 园援园缘）、年级（字圆 越源源援远圆远，孕 约 园援园员）、近
圆

源 周是否不适（字圆 越员员援圆缘苑，孕 约 园援园员）、认为作用大小（字圆 越圆园怨援远源员，孕 约 园援园员）、认为门诊是否报销

（字圆 越员员猿援源园愿，孕 约 园援园员）有统计学意义。

大学生对居民医保的评价低，受到专业、城乡、年

级、受益面窄、受益程度低、了解程度不高的影响，可考虑扩大受益面、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加大
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对居民医保的评价。
关键词院大学生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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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大学生的身体健康袁我国在建国初期就

本次研究采取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袁将

把大学生纳入公费医疗保障体系遥 大学生享有公费

南京地区高校分层为部属尧省部共建尧省属和市属袁

医疗制度袁是随着 圆园 世纪 缘园 年代初我国职工医疗

于 圆园员源 年 源 月分别抽取了 员 所尧缘 所尧缘 所尧员 所共

费用上涨等影响袁传统的公费医疗制度存在着许多

业袁其他每所高校随机选择 圆 个学院袁每个学院随机

保险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 遥 但随着高校扩招尧医疗
咱员暂

弊端袁已远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大学生医疗保障的需
要 遥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后袁许多高校转而用公费医疗
咱圆暂

员圆 所高校遥 其中除南京晓庄学院选取 源 个不同专
选择 员 个专业袁调查该专业的所有在校大学生遥调查
内容涉及大学生基本情况尧 对城镇居民医保的评价

经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袁逐步取消门诊医药费用报

等遥调查由学工人员召集所选在校大学生袁集中发放

销袁主要保障大病遥 圆园园怨 年新医改将大学生纳入城

问卷袁学生在培训合格的调查员的指导下袁根据实际

愿参保袁以财政筹资为主袁待遇以保大病为主遥 近几

价的有效问卷 圆 圆猿猿 份袁有效率是 苑怨援远豫遥 本研究还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渊以下简称居民医保冤袁采取自
年相关研究成果多数关注参保问题袁大学生对居民
医保评价的研究成果较少遥 本文以南京市为例袁调
查了解大学生对居民医保评价情况袁探讨其影响因
素袁为完善居民医保提供依据遥

一尧材料与方法
渊一冤资料来源

情况填写问卷袁共发放问卷 圆 愿园园 份袁对医保做了评
访谈了南京市医保中心和各样本高校医院的居民医
保负责人袁共 员猿 人袁了解他们关于大学生对医保评
价的影响因素以及提高评价的建议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调查问卷通过 耘责蚤阅葬贼葬猿援员 建立数据库袁 双人录

入袁进行一致性检验袁运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遥 分析方法主要用描述性分析尧 卡方检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怨原园员
作者简介院陈秋竺渊员怨怨源原 冤袁女袁江苏海门人袁在读本科生袁研究方向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曰林振平渊员怨苑缘原 冤袁男袁安徽临

泉人袁博士研究生袁讲师袁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政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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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评价越高遥
圆援 是否患病与作用感知影响

果

近 源 周患病就诊者对医保评价满意的占比要比

渊一冤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圆 圆猿猿 名 大 学 生 中 袁 医 学 生 远远圆 人 袁 非 医 学 生

未患病者的满意评价占比低 猿援苑 个百分点袁 是否住

院与之出现相同情况袁可见袁医保并未让患病的学生

员 缘苑员 人曰男生 苑圆员 人袁女生 员 缘员圆 人曰来自农 村的

满意遥 认为门诊能报销医药费的学生评价为满意的

怨源苑 人 袁大 三 源怨愿 人 袁大四 苑源 人袁调 查期 间多 所高

经检验袁三者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渊表 圆冤遥 认为医保

渊二冤大学生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总体评价

保无作用的满意评价占比最低袁 经检验 渊趋势 字圆越

员 园苑圆 人袁来自城市的 员 员远员 人曰大一 苑员源 人袁大 二

占比远高于认为门诊不能报销者的满意评价占比遥

校大四学生都出校见习或实习袁故调查人数较少遥

作用非常大的对医保评价满意的占比最大袁 认为医

问卷中大学生对居民医保的评价有三个层次院
不满意尧一般尧满意遥 圆 圆猿猿 名大学生对医保评价为

员愿愿援员源愿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圆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可认
为对医保作用评价与医保评价呈正相关遥

不满意尧 一般尧 满意的占比分别是 猿远援猿豫尧圆怨援缘豫和
猿源援圆豫袁总体上满意度不高遥

三尧讨

论

渊三冤影响大学生对居民医保评价的因素探讨

渊一冤大学生对居民医保的总体评价低

员援 人口学特征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袁 大学生对居民医保评价满意占

非医学生评价为满意的高出医学生 源援远 个百分

比不高袁仅占 猿源援圆豫遥 这与医保中心和高校大学生医

两者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渊表 员冤遥 大一学生对医保

医保评价不会太高遥原因可能有院在校大学生中有些

源源援远圆远袁孕 约 园援园员曰 趋 势 字圆 越猿圆援源猿猿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 差 异

些不生病的学生对医保评价不会高曰 一些生病的学

点袁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高出近 缘 个百分点袁经检验

保负责人介绍的情况类似袁 他们总体判断大学生对

评价满意的占 比最高袁大四学生最 低袁经检验渊字圆 越

学生一年中没有生过病袁就享受不到医保的好处袁这

有统计学意义袁可认为随着学生年级增加对医保评

生袁直接用从家里带来的药袁或直接回家看病袁没有

价满意度在下降遥 月消费在 员 园园园 元以下者评价满

医保报销的意愿袁 同样也没有享受到参加医保的好

渊字 越员愿援苑远圆袁孕 约 园援园员曰趋势 字 越缘援源源猿袁孕 越 园援园圆冤袁差异

体受益面不大遥 课题组调查结果也显示袁 大 学生

意 的 占 圆愿援园豫 袁圆 园园园 元 以 上 者 为 猿缘援苑豫 袁 经 检 验

处曰城镇居民医保以大病统筹为主的设计袁使学生群

有统计学意义袁可认为随着月消费支出增加袁对医保

圆园员源 年近 源 周患病率为 员怨援苑豫袁 住院率仅 缘援猿豫袁大

圆

圆

因素项目
有无医学背景
非医学生
医学生
性别
男
女
城乡
农村
城市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月均消费渊元冤
耀员
耀员
耀圆
跃圆

园园园
缘园园
园园园
园园园

表员

影响在校大学生医保评价的人口学因素情况
字 值
圆

咱灶渊豫冤暂
孕值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员 缘苑员
园远远圆

缘圆远渊猿猿援缘冤
圆愿源渊源圆援怨冤

源愿远渊猿园援怨冤
员苑猿渊圆远援员冤

缘缘怨渊猿缘援远冤
圆园缘渊猿员援园冤

员苑援怨猿园

约园援园园员

园苑圆员
员 缘员圆

圆远远渊猿远援怨冤
缘猿愿渊猿缘援远冤

员怨源渊圆远援怨冤
源苑员渊猿员援员冤

圆远员渊猿远援圆冤
缘园猿渊猿猿援猿冤

园源援源员圆

约园援员员园

员 园苑圆
员 员远员

猿愿愿渊猿远援圆冤
源员圆渊猿缘援缘冤

猿源园渊猿员援苑冤
猿员怨渊圆苑援缘冤

猿源源渊猿圆援员冤
源猿园渊猿苑援园冤

园苑援源园怨

约园援园圆缘

园苑员源
园怨源苑
园源怨愿
园园苑源

员怨苑渊圆苑援远冤
猿缘园渊猿苑援园冤
圆圆员渊源源援源冤
猿苑渊源怨援猿冤

圆源远渊猿源援源冤
圆远怨渊圆愿援源冤
员猿圆渊圆远援缘冤
园员苑渊圆猿援猿冤

圆苑员渊猿愿援园冤
猿圆愿渊猿源援远冤
员源缘渊圆怨援员冤
园圆园渊圆苑援源冤

源源援远圆远

约园援园园员

园源苑员
园怨远苑
园缘愿猿
园圆员圆

圆园源渊源猿援猿冤
猿员源渊猿圆援源冤
圆员缘渊猿远援怨冤
园苑园渊猿猿援园冤

员猿缘渊圆愿援苑冤
猿园怨渊猿圆援园冤
员远苑渊圆愿援苑冤
园远远渊猿员援猿冤

员猿圆渊圆愿援园冤
猿源源渊猿缘援远冤
圆园员渊猿源援源冤
园苑远渊猿缘援苑冤

员愿援苑远圆

约园援园园缘

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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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项目
近 源 周是否有不适
有
无
认为门诊看病是否报销
是
否
近 员圆 个月内是否住院
是
否
医保作用评价
非常大
有一些作用
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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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数

表圆

窑员苑窑

是否患病与作用感知的影响情况
字 值
圆

咱灶渊豫冤暂
孕值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园源源圆
员 苑怨员

员怨园渊源猿援园冤
远员愿渊猿源援缘冤

员员圆渊圆缘援源冤
缘源员渊猿园援圆冤

员源园渊猿员援远冤
远猿圆渊猿缘援猿冤

园员员援圆缘苑

约园援园园源

园怨圆园
员 猿员猿

圆缘员渊圆苑援猿冤
缘远苑渊源猿援圆冤

圆源圆渊圆远援猿冤
源员源渊猿员援缘冤

源圆苑渊源远援源冤
猿猿圆渊圆缘援猿冤

员员猿援源园园

约园援园园员

圆 员员圆
园员圆员

苑源怨渊猿缘援缘冤
园缘员渊源圆援苑冤

远猿缘渊猿园援员冤
园圆员渊员苑援员冤

苑圆愿渊猿源援缘冤
园源怨渊源园援圆冤

园园愿援怨员远

约园援园员圆

园员园怨
员 猿远怨
园苑缘缘

园圆圆渊圆园援源冤
猿愿缘渊圆愿援员冤
源园员渊缘猿援员冤

园员猿渊员圆援园冤
源猿源渊猿员援苑冤
圆员猿渊圆愿援圆冤

园苑源渊远苑援远冤
缘缘园渊源园援圆冤
员源员渊员愿援苑冤

圆园怨援远源园

约园援园园员

学生少生病袁与李芬 咱猿暂和罗晓艳 咱源暂等研究结果类似袁

学生的门诊报销是费用包干给各参保高校袁 虽然全

因而医保受益面较其他人群相比是窄的遥 大学生参

市有个基本要求袁 但各高校在大学生门诊费用报销

加医保看重医保的报销范围尧医保机构服务和看病

上有很多差异袁有的仅在校医院报销袁而有的可以在

自由度遥 实际上袁参加医保后看病受到首诊制尧转诊

校外医院报销袁报销比例 缘园豫耀愿园豫不等遥 大学生在

制以及长假异地就诊等的诸多限制袁学生基本得不

宁医院住院费用报销是实时结报袁 门诊费用报销在

到医保机构的服务遥 总之袁因受益面窄尧看病限制多

校医院是实时结报的袁 学生看病直接支付自己应该

等致使大学生对医保评价低遥

支付的费用即可遥但在校外医院看的门诊费用袁大多

渊二冤大学生对医保评价受经济与人口学特征影响

数高校不能实现实时结报遥 寒暑假期间在南京以外

经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袁有 无医学背景尧城乡之

医院住院费用给予报销袁但医保报销这类费用袁需要

间尧不同年级尧月消费高低是大学生对医保评价的影

审核大量的票据袁 大学生拿到报销的费用要等一段

响因素遥 医学生的评价低于非医学生袁可能与医学

时间袁这类报销效率问题袁也可能影响大学生对医保

生本身具备医学专业知识袁较非医学生对医学信息

的评价遥 患病的学生目前门诊费用实际补偿比总体

了解更多袁对医保要求也越高相关遥 来自城市学生

上低于 缘园豫袁住院费用实际补偿比约为 远缘豫袁与学

对医保的评价要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袁可能是因为
农村学生较城市学生对医保有更高的期望袁而现实
是居民医保还不尽人意袁这与经济条件结果类似袁即
月消费支出越低对医保评价也越低遥 年级越高评价
越低袁可能是因为高年级学生在校时间长袁患病就医

生高的期望有差距袁也会影响大学生对医保的评价遥

四尧提高大学生对居民医保评价的建议
渊一冤逐步实现门诊全市统筹袁校外医院实时结
报袁以扩大医保受益面

次数也相对较多袁因不了解医保的限制条件和保障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突出保大病袁 就会将更多资

内容 袁就医报销等不愉快的经历也较多袁对医保评

金用于住院袁而影响门诊的保障水平袁但大学生对预

价也随之降低袁而低年级者因近些年医保部门及各

防保健尧 定期体检和健康教育的需求远远大于对疾

大高校加强了对医保的宣传了解增加袁期望相对也

病的治疗需求 咱远暂遥 因此袁居民医保针对在校大学生应

咱缘暂

高袁医保评价自然有所提升遥
渊三冤大学生对医保评价受就诊与报销情况影响

该大病与小病兼顾 咱苑暂袁应增加小病的关注度遥 南京在
启动大学生加入居民医保时袁 就实行了住院全市统

经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袁近 源 周是否因不适看过

筹尧 门诊费用高校包干制袁 还将门诊大病按住院报

病尧认为门诊是否报销尧对医保作用大小的评价也是

销袁以提高受益面遥 门诊费用包干给高校袁确实省去

大学生对医保评价的影响因素遥门诊患病就诊过的尧

了医保机构很多报销工作量遥 大学生患病需门诊看

住过院的对医保评价都低于未患病者尧未住过院者袁

病时袁医保卡仅局限于校医院使用遥 在校外看病袁医

应该与医保没有达到生病学生的期望有关遥 这一点

保卡被信息系统锁死袁不能使用遥到校医院以外的医

与学生对评价医保作用大小的结果类似袁即认为医

疗机构看病袁自己要垫付医药费用后才能报销遥急诊

保作用越大袁对医保评价也越高袁反之越低遥 参保大

除外袁没有经过校医院转诊的医药费得不到报销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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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生生病了袁怕麻烦袁直接用从家带来的药袁或

对医保政策认知研究显示袁实施几年来袁在校大学生

干脆直接回家看病遥 因此袁建议应在全面掌握大学

对医保政策的认知度低袁总知晓率仅为 员愿豫遥 大学

生门诊费用情况后袁逐步实现并落实门诊全市统筹袁

生了解医保政策的主动性较弱袁 往往是生病时才会

放开校外医院门诊费用结报袁实现即时结报袁从而扩

想到去了解遥因此袁仍需要医保部门尧高校尧大学生自

大门诊受益面遥

身等多方努力袁共同提高大学生对医保的认知遥对生

渊二冤加强校医院建设袁约束医院不可报销费用袁

病的尧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加强政策宣传袁让参保学生
更好地掌握医保政策袁 尽可能地享有医保带来的实

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大学生群体以青年人为主袁患病率较低 咱愿暂袁患大

病风险更低袁而对普通疾病的医疗需求较大 遥 校医

惠袁进而提高对医保的满意度遥

咱怨暂

院应该能很好地承担起诊治大学生常见病尧多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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