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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根据世界银行贷款卫欲项目的活动实践，
探索了泰州市姜堰区加强核心指标监管考核、

推进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的具体做法与措施。通过实施门诊总额预付和住院按床日付费的支付方
式改革，全区定点医疗机构控费意识增强，
次均费用明显下降，
实现了全区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次
综合实施的
均住院费用增长率控制在 缘豫以内的目标。科学合理的核心考核指标制定和监管实施，
混合支付方式改革，是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重点与实现政策目标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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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圆园园怨 年卫欲项目启动实施以来袁江苏省泰州

构成比尧住院总床日尧平均住院床日尧住院人次构成

市姜堰区一直致力于积极探索各种支付方式综合改

比曰服务效益性指标有院次均住院费用尧药占比尧目录

革袁以合理控制医疗费用上涨遥 该区先后于 圆园员员 年

内药占比尧可报费用占比遥 我们将这些核心指标作为

付方式改革方案曳袁圆园员圆 年 员园 月印发了 叶关于实施

当中遥

愿 月印发了 叶姜堰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费用支

绩效监管指标进行监管咱圆暂袁并将相关数据纳入到考核

新农合门诊总额预付工作的通知曳袁圆园员猿 年制定了

指标含义及计算方法院淤诊疗疾病类别构成比院

叶泰州市姜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按床日付费实施

定点医疗机构各系统疾病类别尧 各级别手术占本院

方案渊试行冤曳遥 通过建立核心考核指标和住院费用

住院人次的比例遥 计算方法院统计时段内各类疾病尧

支付方式改革袁实现全区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次均

各级手术人数衣住院总数伊员园园豫遥

住院费用增长率控制在 缘豫以内的目标遥

新农合住院病例住院床日总数遥计算方法院统计时段

于住院总床日院

内新农合每一住院病例住院床日的总和遥 盂平均住

一尧具体措施和实施过程

院床日院平均每个患者的住院天数遥 计算方法院统计

渊一冤核心考核指标的制定
在普雷母詹德所著的 叶公共支出管理曳一书中袁

时段内新农合住院患者的总床日衣住院总人次遥 榆
住院人次构成比院 住院人次占全区新农合病例住院

对绩效的定义是院绩效包含了效率尧产品与服务质量

总人次比例遥计算方法院统计时段内定点医疗机构的

及数量尧机构所作的贡献与质量袁包含了节约尧效益和

新农合住院总人次衣全区新农合住院总人次遥 虞次

效率遥 绩效评价的指标从选择的范围看袁主要包括效

均住院费用院新农合参加人的平均住院费用遥计算方

益类指标尧效率类指标和有效性指标三个方面 遥 根

法院统计时段内病例住院总费用衣住院总人次遥 愚药

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要求袁我们制定了三种指标类

比例遥 计算方法院 统计时段内病例的住院药品总费

型遥 其中袁服务质量与服务数量指标有院诊疗疾病类别

用衣病例住院总费用遥 舆目录内药占比院目录内药品

咱员暂

据这一标准与新农合政策目标的调整袁结合经办机构

占比院药品费用渊不含中草药饮片冤占医药总费用的

基金项目院世界银行贷款 辕 英国政府赠款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项目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员园原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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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占药品总费用的比例遥 计算方法院统计时段内

室冤为单位统一核算遥榆门诊总额预付资金计算方法

新农合住院病例目录内药品费用总额衣新农合住院

及标准院 以镇村两级定点医疗机构近两年的平均门

病例药品总额遥 余可报费用比院可报医药费用占医

诊服务利用率和门诊次均费用发生情况测算门诊预

药总费用的比例遥 计算方法院统计时段内新农合住

付资金总额袁以卫生院渊含辖区内的村卫生室冤为单

院病例可报费用总额衣新农合病例住院总费用遥

位统一核算遥 门诊预付资金总额计算公式院卫生院院

这些指标不仅反映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

年均新农合门诊人次数伊渊镇级一般诊疗费补 偿标

能力袁也是合理控制费用增长的关键指标遥 通过考

准垣镇级新农合门诊次均费用伊门诊补偿比例冤曰村

核指标的制定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袁促进

卫生室院年均新农合门诊人次数伊渊村级一般诊疗费

合理诊疗袁合理减少药品尧耗材的使用袁提高医疗技

补偿标准垣村级新农合门诊次均费用伊门诊补偿比

术劳务收入袁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袁避免门诊转

例冤遥 虞门诊总额预付资金标准调整院根据新农合筹

住院尧小病大治尧推诿重症患者尧无故延长住院时间尧
诊疗避重就轻等现象袁实现控制费用尧规范诊疗的预

资标准尧门诊医药费补偿标准尧上年度预付资金收支
情况以及诊疗条件的改善等因素每年确定一次遥 愚
门诊总额预付资金构成院门诊预付资金总额的 愿园豫

期目标遥

分四个季度进行预拨袁预付资金总额的 员园豫作为门

渊二冤多种支付方式改革实践
员援 门诊实行总额预付

诊预付风险基金袁 用于调剂弥补个别地区因特殊原

在镇村一体化建设的基础上袁姜堰区制定了镇
村门诊总额预付标准与管理方案袁以提高新农合基

因形成的超支袁预付资金总额的 员园豫作为考核资金
根据年终考核结果予以结算下拨遥

金使用效能袁即依托镇村一体化管理袁全面推广镇村

奖惩办法院淤以考核结果实施奖惩院根据年终综

两级门诊总额付费遥 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形成叶野依

合考核结果袁以考核得分率 怨园豫为基准袁得分率每

托镇村一体化管理袁全面推广镇村两级门诊总额付
费冶项目基线调查方案曳袁抽样调查了蒋垛尧港口尧淤

上升或下降 员豫袁奖励或扣减考核资金的 圆豫遥 于以
次均费用控制效果实施奖惩院 次均费用超过预测数

溪尧俞垛尧娄庄尧洪林等卫生院及其所管辖的各 圆 所

缘园豫而导致的预付资金缺口袁新农合基金不予增补曰

的意见和建议袁完成了有关调查任务并形成基线调

渊圆缘豫伊圆缘豫冤袁其余自付渊增补需先提交书面申请并

村卫生室袁对门诊总额预付相关文件在实施过程中
查报告遥在总结尧评估试点镇卫生院野门诊总额预付冶
具体做法的基础上袁进一步优化方案袁出台了叶泰州
市姜堰区新农合镇村定点医疗机构野门诊总额预付冶
考核管理指导意见曳遥 通过该文件的实施袁进一步巩
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镇村两级定点医疗机构

次均费用超过 圆缘豫袁新农合基金增补超出部分 圆缘豫

接受新农合基金实地调研冤曰次均费用超出但超出部
分在 圆缘豫以下袁新农合基金按超出部分同比例增补
渊增补条件同上冤遥 因预测数形成的预付资金盈余全
额奖励给镇村两级定点医疗机构遥 盂以服务效率实
施奖惩院当诊疗人次数超过预测数袁相应调增预付资

的门诊总额预付工作袁有效控制过度医疗袁减轻参合

金渊与预付资金计算相同冤袁诊疗人次数超过预测数

农民就医负担袁切实提高群众受益水平遥 同时对全

圆园豫袁 新农合基金需就医护人员数量以服务现状进

区实行新农合总额预付制度的定点医疗机构袁就如

行调研曰 因服务效率低下导致实际门诊诊疗人次数

何进行考核管理提出指导意见遥 实施门诊总额预付

低于预测数袁相应调减预付资金总额渊与预付资金计

以来袁各定点医疗机构切实加强了管理和考核袁在确

算相同冤遥

保因病施治的前提下努力控制次均费用袁减轻了患
者的疾病经济负担遥 通过引导患者到基层卫生机构

圆援 实施按床日付费的住院支付方式改革

姜堰区在实施按床日付费时袁 摒弃了传统的测

就诊袁较为合理地利用了基层卫生机构资源 遥

算方法袁现行方法虽比较准确袁但是耗时费力曰从另

咱猿暂

淤总额预付的对象院门诊总额预付的对象为全

一角度来说袁虽然是分为各个诊疗时间段袁但可塑性

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镇村两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

不强袁仍然是对诊疗活动的一个干预遥所以采取宏观

构袁以卫生院为单位统一核算遥 于总额预付资金构

的方法袁 以测算医疗机构的总床日和每床日补偿标

成院门诊总额预付资金包括门诊医药费补偿预付资

准和控制总费用为抓手袁做好按床日付费工作袁由各

金和一般诊疗费补偿预付资金遥 盂总额预付资金计

医院根据内部运行情况实行按科室或者按病种费用

平均门诊服务利用率和门诊次均费用发生情况测算

按床日付费数据来源院 在保障新农合基金安全

门诊预付资金总额袁以卫生院渊含辖区内的村卫 生

运行的情况下袁以全区各定点医疗机构 圆园员圆 年 怨 月

算方法及标准院以镇村两级定点医疗机构近两年的

控制遥

第 猿 期 总第 远愿 期
20员缘 年 远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员愿源窑

员 日至 圆园员猿 年 愿 月 猿员 日新农合住院病例 渊不含意

源援把医院信用等级评审纳入支付方式改革范畴

疗保障的病例冤的总补偿费用尧住院总床日等多项数

疗机构信用等级评审奖惩措施袁 把医院信用等级评

据为年度数据测算依据袁根据 圆园员猿 年新农合补偿标

审纳入支付方式改革范畴袁 切实加强对定点医疗机

准计算每机构每床日补偿标准以及年补偿金控制总

构的监管袁加强内控管理体系遥 根据叶定点医疗机构

额遥

信用等级认证制度工作意见曳袁对全区新农合定点医

外伤害尧按病种定额付费尧精神病和纳入重大疾病医

在支付方式改革的同时袁 制定新农合各定点医

按床日付费标准计算方式院年住院总床日院新农

疗机构进行量化考核评分袁反馈存在问题袁并进行奖

合每一住院病例住院床日渊出入院时间差冤之和袁以

惩兑现袁根据评分结果核拨新农合补偿金袁督促定点

此测算定点医疗机构的年住院总床日遥 每床日补偿

医疗机构建立新农合内控管理组织袁 加强新农合内

标准院 新农合每一住院病例补偿费用之和衣年住院

部质量控制袁规范服务行为 咱远暂遥

总床日越每床日补偿标准遥 年补偿金控制总额院年补

二尧成效与分析

偿金控制总额越年住院总床日伊每床日补偿标准遥
按床日付费标准院根据全区各定点服务机构实

渊一冤住院成效

际运行情况袁以及住院患者流向分布尧次均住院费

按床日付费改革后袁 定点医疗机构控费意识增

用尧平均床日费用尧平均床日补偿费用和平均床日等

强袁 从 圆园员猿 年 员园耀员员 月全区医疗机构住院总费用

多项指标值袁结合医院等级管理和实际服务能力袁确
定相对应的年住院总床日尧每床日补偿标准和年补
偿金控制总额袁逐步过渡到同一类型医疗机构执行
相同的付费标准 遥
咱源暂

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方式院淤应拨金

额计算办法遥 定点医疗机构申请新农合应拨金额越
申请时段内住院总床日伊每床日补偿标准遥 补偿金
额为 园 的不纳入总床日计算曰日费用金额为 园 以及

仅增加了约 圆源 万元袁而住院人次与上年度同期基本
持平曰次均费用与上一年度相比则下降了 苑援愿怨豫遥 其
中袁二级医院的区人民医院下降为 员园援猿圆豫曰一级医

院的淤溪卫生院下降达 猿猿援远员豫曰民营医院中袁蔡官

医院下降最多袁达 源园援缘苑豫遥 另外袁平均床日也较上一
年度下降 源援猿猿豫袁但与考核规定的控制指标比较袁还
高出 苑援圆猿豫袁仍有下降的空间遥
渊二冤门诊成效

日费用为基本住院费用渊只含床位费尧护理费冤累计

实施门诊总额预付以来袁 镇村定点医疗机构切

超过 圆 日渊含 圆 日冤的不纳入总床日计算遥 于按月预

实加强了管理和考核袁 在确保因病施治的前提下努

拨袁年终决算遥 经办机构经初审尧复审尧审批后袁按应

力控制次均费用袁效果明显袁减轻了患者的疾病经济

拨金额的 怨缘豫预拨袁 暂存 缘豫作为年终决算考核奖

负担遥 同时袁 通过积极引导患者到基层卫生机构就

惩使用遥盂实施补偿金总额考核控制遥各定点医疗机

诊袁 较为合理地利用了基层卫生机构资源和规范了

构的新农合基金应拨金额原则上应不超过新农合年

医生的抗生素使用行为袁见表 员尧表 圆遥

补偿金控制总额遥 应拨金额超过年补偿金控制总额
的袁经考核属于合理诊疗的予以核拨袁否则由定点医
疗机构承担遥榆根据按床日付费实施效果进行奖惩遥
新农合基金拨付金额大于定点医疗机构实际垫付额
形成盈余袁盈余部分原则上归定点医疗机构所得曰新
农合基金拨付金额小于定点医疗机构实际垫付额形
成超支袁超支部分经考核属于合理诊疗的予以核拨袁
否则新农合基金不予增补袁由定点医疗机构承担 遥
咱缘暂

虞年终考核决算遥 年终袁经办机构对各定点医疗机

构进行考核袁根据信用等级评审结果尧叶按床日付费
考核标准曳渊另行制定冤等考核结果实施相应的奖惩遥
猿援推行单病种定额付费

对在本区孕产妇住院分娩正常产尧阴道手术助

从 圆园员圆 年 怨耀员圆 月决算看袁 卫生院盈余 员员援缘圆

万元袁卫生室盈余 猿员援愿愿 万元遥 但个别卫生院实际次
均 费用 超过 了规 定的 次均 费用 袁 亏损 远援缘苑 万 元曰

圆园员圆 年 怨耀员圆 月门诊总额预付 远愿怨援愿愿 万元袁实拨付
远怨源援怨远 万元袁差额 缘援员 万元袁误差率原园援苑猿豫遥 圆园员猿 年
员耀怨 月按照门诊支付方式改革方案的规定测算袁全
区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通过控制门诊次均费用合计盈
余约 员园苑 万元遥

三尧讨

论

综合实施的混合支付方式改革是有效控制医疗
费用上涨的有效方式和手段 咱苑暂遥 圆园园园 年以后探索的
按病种定额付费尧次均住院费用增长指标控制尧新农

产尧剖宫产单病种定额付费的基础上袁将阑尾炎尧胆

合住院用药目录控制尧 按床日付费和信用等级评审

结石等 圆园 多种手术病种列入单病种定额付费范围袁

奖惩等方式改革袁 实现了全区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

实现了部分单病种住院费用的零增长遥

次均住院费用增长率控制在 缘豫以内的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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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就诊人次

镇级
村级

渊员冤
员远怨 远猿员
圆远源 缘远圆

表 员 门诊总额预付就诊人次与次均费用实施前后对比表

实际就诊人次
渊圆冤
员远猿 园愿愿
猿猿员 猿源苑
表圆

指标

圆园员员 年
源怨援园
源猿援园
员员援园
源猿援园

抗生素使用
二联以上抗生素使用
激素使用
静脉输液

窑 员愿缘 窑

就诊人次增长率渊豫冤

预测次均费用

咱渊圆冤原渊员冤暂 辕 渊员冤
原猿援愿远
圆缘援圆源

渊猿冤
远苑援远远
员猿援员员

实际次均费用 次均费用增长率渊豫冤
渊源冤
远源援源缘
员园援园园

门诊总额预付实施前后门诊服务质量指标变化情况
卫生院
减少
圆园员员 年
圆园员圆 年
猿远援园
圆怨援园
园愿援园
猿圆援园

渊一冤科学合理的核心考核指标制定和监管实施

猿怨援园
园愿援怨
园缘援园
圆员援园

员猿援园
员源援园
园猿援园
员员援园

咱渊源冤原渊猿冤暂 辕 渊猿冤
园原源援苑源
原圆猿援苑圆

渊豫冤
卫生室
圆园员圆 年
猿猿援园
园远援源
园源援园
员源援园

减少
远援园
圆援缘
员援园
苑援园

的课题袁它与新农合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遥综上所
述袁 科学合理的核心绩效指标的制定和有效的监管

是费用得到有效控制的重点
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增长袁减轻社会的负担与压

实施袁综合实施的混合支付方式改革袁是合理控制医

力袁是公立医院应尽的社会责任袁也是保障新农合基

疗费用上涨与实现政策目标的保证袁 能够促进新农

金安全稳定运行袁促进新农合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

合健康尧可持续发展遥

动力遥 绩效指标考核强调公平尧公正尧客观和准确地
综合评价医院效益和管理者业绩袁是提高公立医院

参考文献

管理水平和公益性的有效手段袁也有利于规范不合

咱员暂

理的诊疗行为和控制过度上涨的医疗费用 袁从而
咱愿暂

保证新农合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遥

渊二冤实施次均住院费用增长指标奖惩袁可以达

咱圆暂

李永友援 解析与构建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咱允暂援
当代财经袁圆园园缘渊员冤院圆缘原圆怨
于迪迪袁杜亚平援 医保基金在基层医疗机构中的支付
方式现状及其改革咱粤暂援 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论
文汇编袁圆园员圆

到控制费用的目的
以全区定点医疗机构前三年平均次均住院费用
为基数袁以次均住院费用增长二级医院 缘豫尧一级医

院 源豫为指标限额袁 分别测算不同机构次均住院费

用限额标准袁实行超指标部分的费用由医疗机构按

咱猿暂
咱源暂

一定的比例自付袁控制在指标内的部分费用新农合
基金予以奖励补助 遥

咱缘暂

实现的有效保证

咱远暂

咱怨暂

渊三冤实施新农合住院用药目录控制是指标得以
根据规定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使用基本药物目录内药品遥 未实施基本药物制
度的定点医疗机构应优先选择使用新农合目录内药
品袁使用新农合目录外的药品费用新农合基金不予
支付曰目录外自费药品未实行告知患者的费用由医
疗机构自付曰目录内药品费用占药品总费用的比例
应达到 怨园豫以上袁 目录外药品费用超过 员园豫的袁每
上升 员豫扣除定点医疗机构新农合实际补偿金 员译遥

合理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已成为当前国际性

咱苑暂

田

虎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统筹支付制度及有

效监管策略研究咱阅暂援 银川院宁夏医科大学袁圆园员猿
朱兆芳袁王禄生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按床日付费制度
付费标准的制定咱允暂援 中国卫生经济袁圆园员园渊员员冤院源圆原
源源

黄邕生袁赵颖旭袁张振忠援 我国按床日付费制度改革的
主要做法的比较咱允暂援 中国卫生经济袁圆园员猿渊远冤院员缘原员苑
夏迎秋援实施定点医疗机构信用等级评审袁建立新农
合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 咱允暂援 江苏卫生保健袁圆园员源
渊猿冤院员原猿

杜丽侠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总额预付支付方式
研究咱阅暂援 上海院复旦大学袁圆园员员

咱愿暂

卜胜娟袁熊季霞援公立医院绩效评价体系分析及建议

咱怨暂

陈

咱允暂援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袁圆园员源袁猿员渊远冤院源园源原源园远

文援 医疗支付制度改革及其路径探寻 咱允暂援 中国

卫生政策研究袁圆园员猿袁远渊怨冤院员原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