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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对农村老年患者住院费用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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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分级诊疗制度对农村老年患者住院医疗费用负担的影响，为进一步完善分级

要院

医疗制度提供参考。

调查淮安市某区农村老年新农合患者在该市某三级医院、某区医院和该

区乡镇卫生院的住院医疗费用情况，对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分析。

农村老年新农合患者在不同

级别医疗机构住院的平均住院日、次均住院费用、结报补偿比、次均补偿费用等方面有统计学差
异。

加强政府决策能力，完善分级诊疗医疗制度和费用支付，合理引导农村老年新农合患者

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院分级诊疗曰老年患者曰新农合曰住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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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叶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明确提出要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
式袁通过建立与实施分级诊疗袁合理配置医疗服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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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均住院费用尧自付比尧目录外医疗费用尧目录外比
列入研究遥
采用 杂孕杂杂圆园援园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遥 计量

源袁有效缓解供需矛盾的医疗卫生服务袁分级诊疗成

资料采用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曾 依 泽冤表示袁计数

为一项国家有关完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制

资料以例数尧百分数描述袁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或

度遥开展分级诊疗工作是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袁构建

卡方检验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野基层首诊尧分级诊疗尧急慢分治尧双向转诊冶的就医

二尧结

新秩序袁实现根据患者病种和病情选择最适宜的医

果

疗机构进行恰当诊治袁达到治疗及时尧效果良好尧节

渊一冤 调查人群特征

省费用支出的目的遥

本调查的 怨 园苑圆 例农村老年新农合患者中袁男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层调查袁了解农村老年新农
合患者在三级医院尧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的住院医
疗费用构成与结报情况袁分析分级诊疗对农村老年
新农合患者住院医疗费用负担的影响袁为进一步完
善淮安市分级诊疗制度提供参考遥

一尧资料与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表袁调查淮安市某区 圆园员源 年农村

性 源 远圆远 人袁占 缘员豫袁女性 源 源源远 人袁占 源怨豫遥 中位
年龄 缘怨援缘 岁渊缘远耀怨苑 岁冤袁平均住院日渊圆愿援愿 依 圆园援愿冤

天遥 平均次住院费用 圆员圆援苑园 元袁平均次住院总费用

为 员圆 远苑苑援圆园 元袁 平均个人支付费用 缘 缘怨园援怨猿 元袁
占住院总费用的 源源援员豫遥

渊二冤农村老年新农合患者在三级医院尧二级医

院和一级医院的住院医疗费用情况
由表 员 可见袁 不同医院的平均住院日存在统计

老年新农合患者在三级医院尧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

学差异袁 表现为市级医院尧 乡镇卫生院高于县级医

的住院医疗费用情况袁将住院总人数尧住院总费用尧

院遥 而在次均住院费用方面袁市级医院尧县级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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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员

不同医院间农村新农合住院患者费用差异

市级医院

项目
患者例数
年龄渊岁冤
平均住院日渊天冤
次均住院费用渊元冤
人均补偿比渊豫冤
次均补偿费用渊元冤

县级医院

远怨园
远猿援缘 依 员园援圆
员源援园 依 圆援愿
员苑 缘园猿援园 依 圆苑园援员
源苑援园
愿 圆圆怨援员 依 缘圆愿援圆

缘 苑园缘
缘苑援猿 依 员圆援苑
员园援园 依 员援缘
远 苑缘苑援缘 依 员猿远援源
缘愿援员
猿 怨圆源援苑 依 源源圆援猿

乡镇卫生院

圆 远苑苑
缘愿援源 依 圆园援猿
员猿援园 依 猿援远
圆 源苑愿援员 依 员愿圆援园
苑远援怨
员 怨园缘援远 依 猿缘怨援远

孕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费用接近乡镇卫生院的 苑援园 倍尧圆援苑 倍袁 三者之间存

响袁分级诊疗所形成的野大病进医院尧小病进社区冶可

在统计学差异遥 人均补偿比呈现逐级增加的趋势袁

以有效缓解农村老年人的诸多困境遥 政府需要重点

说明制度设计上有助于住院患者合理分流袁同时袁次

关注农村老年人群体袁尽最大努力袁尽快建立符合我

均补偿费用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袁表明大病进医院尧

国国情的农村老年人服务体系遥

小病进社区的格局形成袁对于基层解决看病难尧看病
贵起到很好的疏解作用遥

渊二冤 农村老年患者分级诊疗目标初步实现袁但
仍应采取措施努力完善

本研究对比了 圆园员猿 年的年平均次住院费用尧人

本次调查从住院人数看袁 大部分的患者集中在

均补偿比数据袁 费用补偿的变异度明显低于次均住

县级医院遥 乡镇卫生院的住院人数约占县级医院为

院费用的变异度袁提示费用增长渊尤其是三级医院冤

员 辕 圆袁为市级医院的 猿援愿 倍袁从数据上看分级诊疗的

抵消了补偿费用的优势袁 半数以上的患者没有从分

预订目标初步实现遥然而从连续几年的数据看袁次均

级诊疗的改革中获益遥 说明尽管进行了分级诊疗改

住院费用逐年上涨袁 涨幅已经超越人均补偿比的增

革袁但是在深层次控费与新农合支付方式袁以及合理

长袁提示进一步增强基层医疗单位的诊疗能力袁加强

收治等方面袁 依然存在困扰各方的 野基层接得住冶尧

基层技术支持和指导的紧迫性尧必要性遥分级医疗按

野医保能报销冶和野患者真受益冶三个关键难题 遥

照疾病的轻尧重尧缓尧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袁

本次研究中发现袁康复相关费用主要在三级医

目的是形成野健康进家庭尧小病在基层尧大病到医院尧

院收取袁占次均住院费用的 圆援愿豫左右曰而社区医院

康复回基层冶的格局咱员暂遥 扩大城市公立医院医师多点

缺乏疾病预防的知识尧技能和训练袁在疾病构成尧疾

级诊疗的现实问题咱猿暂遥

咱员暂

基本没有这项收费遥 事实上袁大量农村老年人由于
病治疗与康复中袁功能锻炼的意识和需求往往逊于
城市老年人袁结果直接导致农村老年人口中因病致
残尧失能的现象更为严重袁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生活质
量和平均期望寿命遥

三尧 讨

执业尧 全面执行全科医师制度有利于根本上解决分
渊三冤加强医保监管袁利用人均结报比进一步实

现分级诊疗
本研究中不同等级医院间结报比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袁体现了本轮新医改的宗旨遥但是从个案分析
角度来看袁三级医院的诱导医疗消费尧目录外用药增

论

加以及同病种平均住院费用的分散度过大袁 制约了

渊一冤老龄化进程加快袁未富先老袁使得越来越多
的人因病致贫尧因病返贫
据统计袁截止 圆园员源 年底我国 远园 岁以上老人已

分级诊疗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袁 需要在新农合费用支
付方式咱源暂尧方法上精细化操作尧市场化运营袁对于违

反费用支付的医院尧科室和执业医师进行有效监督袁

达 圆援员圆 亿袁占总人口的 员缘援缘豫曰失能半失能老人数

直至取消新农合的契约遥

关曰我国已经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袁经济总量进一步

计上予以侧重

量已达 猿 缘园园 万曰慢性病尧空巢老人均已突破 员 亿大

渊四冤根据老年患者就医特点在分级诊疗制度设

增加袁但人均资源还处于欠发达阶段袁医疗卫生事业

老年人医疗服务体系的主要目的应放在预防并

的总体发展相应落后袁城乡医疗保障的发展不同步袁

发症和身体机能障碍上遥 社区医疗主要以常见病和

资源分配不均袁导致农村老年人人均所能支配的医

慢性病的预防尧治疗尧护理为主袁这正好符合老年人

疗资源相对较少尧质量不高尧总体医疗保障水平较

疾病特点和医疗服务需求遥 社区医务人员与患者相

低袁难以满足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 遥 同时袁农

熟袁对患者病情了解袁服务周到袁基层医院面积不大袁

及失能尧致残袁都会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带来影

旨在促进人体疾病尧伤后的恢复袁研究功能障碍的预

咱圆暂

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就业袁导致经济困顿尧行动不便以

可以减少患者在就诊期间行走的距离咱缘暂遥 康复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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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尧评定尧治疗等问题袁帮助残疾人提高生活质量尧回

健康宣教作为医疗服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将预

归社会遥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了社区医疗机构在康复

防保健和健康教育等纳入新农合保障项目袁 真正提

医学的技术储备和治疗费用设置上有明显缺陷袁需

高农村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遥 通过健全分级诊疗体

要在分级诊疗的制度设计上予以重点关注遥 如有必

系扭转医疗资源配置的野结构性失衡冶袁根本上解决

要袁建议在社区医疗机构普遍设立康复科袁并在费用

农村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问题袁 使农村老人 野老有所

结报和收费报销环节给予更多优惠袁从而降低康复
治疗的门槛袁促进农村老年人慢性非传染性退行性
疾病的健康发展遥
分级诊疗对老年人的疾病诊治和保健服务设
计 袁还应考虑到对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或
咱远暂

因思想观念袁有病不愿去医院袁但又需要较长时间
治疗和护理的袁设立家庭病床较为合适袁以解决高

养袁老有所医冶咱愿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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