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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迁移与健康： 解决流动人口医疗
卫生服务政策目标与现实的差距

王　 健　 郑　 娟　 王　 朋　 齐　 力

【摘要】目前仍有约２亿流动人口的医疗需求没有得到有效保障或虽有制度
安排却难以落实。论文综述了当前流动人口医疗保险覆盖现状，比较了１６个城
镇中流动人口医疗保险模式，归纳出四种模式的共性、优点和缺点。一是以深
圳市为代表的运行上独立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医疗保险模式”。
优点是缴费负担较轻，涵盖了门诊和住院医疗；缺点是并非所有的农民工都能
参保。医保关系难以转移和接续到其他医疗和社会保险体系。二是上海为代表
享受包括医疗、工伤、养老在内的三种保险的“综合医疗保险模式”。优点是将
农民工纳入到城镇职工保险体系；缺点是医保关系难以转移和接续到其他医疗
和社会保险体系。三是“纳入型模式”，有文献称之为扩展的医疗保险模式，代
表城镇有北京和成都。农民工基本上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医疗待遇。优点是形
成统一的保险体系；缺点是难以在其他地方实施。第四种模式以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为基础，代表城镇有浙江嘉兴。即使农民工不在家乡工作，也能参加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优点是有效地解决农民工流动性大、统筹账户无法随农民工流
动而转移等系列问题。缺点是在家乡以外产生的医疗费用必须返回家乡才能报
销。本文的结论是建立满足流动人口需要的、负担得起的、方便的医疗保健服
务体系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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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完成了破纪录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
巨大变化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而且引起了深刻的制度和社会变迁。中
国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发了近代史上最为庞大的人口流动。在中国经济改革
的最早阶段，政府在人口流动上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手段。在旧的户籍制度下，
农村居民想迁入城镇获得城镇居民地位，从而获得仅提供给城镇户籍居民的福
利（如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几乎是不可能的。在２０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第
一波大的迁移浪潮随着大量农民到沿海城镇打工而开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对
“流动人口”的定义，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口所在地，跨乡（镇、街道）居住
半年以上的人口，包括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和城镇户籍流动人口。

根据流动人口对城镇工作的融入程度，可以进一步将他们分为三类：一、
准城镇居民，他们有稳定工作和住处。除了户籍种类之外，这些农民工基本上
和城镇居民无异。二、季节性工人，他们大多数人在农村和城镇间季节性穿梭
流动，主要在农闲时去附近的城镇寻找工作机会。以上两类流动人口很少改变
他们实际的长期居住地。三、流动人口农民工（以下统称农民工），这是本研究
关注的核心，是指相对于季节性工人，那些离开家乡到城镇工作较长时间的人。
这个群体构成了中国流动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寻找工作，就
工作和收入来说，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流动更加频繁。许多公共政策
将这类弱势群体作为关注对象。
２０１１年中国的城镇有２ ３亿流动人口，这个数目还将继续增加，到２０５０年

预计有３ ５亿农村居民迁移到城镇（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司，２０１０）。

农民工是整个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凌莉和岳经纶等（２０１１）指出中国流
动人口这一弱势群体通常不具备城镇户籍，在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使用方面面
临着相当大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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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农民工卫生服务利用率要远低于当地居民。在农民工
当中，１１％的人在生病的时候从来没有寻求过医疗服务，６５％的人选择自我医
疗，尽管有２４％的人选择就医，但是这其中有４８％的人是到私人诊所（大部分
没有执照）或基层卫生组织就医。只有在面临严重疾病时，这些来自农村的农
民工才会被迫寻求医疗服务，而此时他们主要选择的是相对于其他医疗机构昂
贵得多的三级医疗单位。在那些需要住院的农民工中，３０％拒绝治疗，２３％的
人选择回家乡或其他地方医疗，原因是他们支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从１９８０
年到２００６年，个人年均医疗费用从１４ １５１元增加到５１ ２１５元，远远超过流动
人口的支付能力，结果是导致了较差的医疗服务可及性。缺乏适当的医疗保险
是限制流动人口医疗服务利用的主要原因（吴明，２００４）。

起初，公共政策就不能系统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福利并解决其医疗保健需
求。例如，２００３年的“非典”极大地暴露了中国的卫生政策在服务这一弱势群
体时存在的缺陷。最近，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制定新的政策方面做出了很大
努力，逐步为农民工提供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尽管在理论上，
这些政策能够实现全面覆盖，但是在当前的卫生体系中，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基
金的管理、医疗费用的实际报销率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的实际利用率依然存在很
大的问题。

本文首先从系统的角度，对中国当前旨在满足流动人口医疗保健需要的政
策目标进行概述。紧接着在第二部分，介绍一些被地方政府采纳的具体的、典
型的流动人口医疗保健服务模式。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我们比较了不同模式的
特征，同时讨论了不同模式的优缺点。第四部分阐述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成
功之处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找出了良好的政策愿景与流动人口实际医疗服务
供给和医疗服务利用之间存在的差距。最后，我们提出了政策建议，桥接政策
目标与实际利用中的差距，从而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服务。

二、解决流动人口医疗保健需求的国家政策目标

当前，一方面流动人口在收入上远远少于城镇本地居民，另一方面，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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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卫生服务设施也主要是为城镇本地居民服务，甚至大部分政府卫生支出，同
其他社会保障措施一样，也主要为高收入群体服务。在中国，流动人口的确面
临着各种与卫生相关的问题。他们通常在不健康或有害的环境中工作，具有较
高的职业伤害风险。更为糟糕的是，这些流动人口很少有机会参加医疗保险，
从而造成了卫生服务利用的巨大障碍。中国的新医疗保险体制的目标是利用三
大保险制度覆盖所有居民，分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农村居民、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镇未就业人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
盖城镇就业人群。在理论上，尽管上述三种保险将会实现全覆盖，但实际上那
些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在将他们的新农合转变为任意一种城镇保险类型时都面
临巨大困难。研究表明流动人口通常因为没有医疗保险（费用必须自付）（刘传
江、程建林，２００８），结果耽误了治疗时机，导致疾病恶化，造成更差的健康和
经济后果。

伴随着满足流动人口卫生和医疗保健需要的不断努力，国务院颁布了一些
重要的政策指向性文件，这些文件成为地方政府卫生服务模式形成的基础。

在２００６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５号
文件，将解决农民工社会安全问题作为国家级目标。这个文件将医疗保健和医
疗保险作为流动人口最为急迫的需要，并且要求地方政府将解决农民工工伤保
险和大病医疗保险放在优先位置，进而最终将他们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

国家政策指导方针考虑到农民工的低收入，建议降低他们的保险费用以激
发农民工及其雇主的参保积极性。实际上，国务院的政策目标是基于三大医疗
保险分别设置的。首先，对于工伤保险，由雇主负责参保费和保险费。对于那
些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他们的雇主有责任支付工伤赔偿。文件特别强
调了那些高危行业如建筑采矿业的工人参加工伤保险的重要性。第二，对于医
疗保险，国务院将大病医疗保险作为首要的目标。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在设置
保险费用水平时，雇主要承担大部分费用而农民工支付比较小的比例。大病医
疗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保障流动人口在城镇的住院医疗。同时文件要求应当为那
些选择回家乡治疗疾病的农民工报销相应的医疗费用。最后，除了工伤保险和
大病医疗保险，文件同时建议地方政府将那些在城镇长期稳定工作的农民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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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该文件指出为农民工设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尽管这并不是当前最紧

迫的问题，政府仍将继续探索为流动人口提供费用低、便携性好的社会保障的
可能性。

第二个重要的文件是国务院２００９年颁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意见》。这个文件比２００６年的文件更加细致。在随后颁布的《２００９—２０１１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国务院明确了总体改革目标，即建立覆盖全
体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提供安全、有效、方便的并且可支付
的医疗服务。

文件指出，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建立了稳定的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应当
被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雇主应该在医疗保险费用上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没有被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可以参加户籍所在地的新农合或工
作所在地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文件进一步规定地方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的财
政补贴提高到１２０元。文件要求三大医疗保险在住院报销比例要逐渐提高，由
此提高保险的福利水平。另外，最高支付限额也有所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分别提高到本地职工和居民年均收
入的６倍，同时新农合的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６倍。

就保险基金管理而言，文件要求保险基金的结余应维持在合理水平。具体
来说，新农合基金在当年的结余率不应该超过１５％，累计结余率应该不超过当
年所筹集基金额的２５％。基金相应的管理机构每年应该发布基金使用情况以提
高公共透明度。

以上文件都表明政府在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问题方面的决心。
表１给出了国务院总结的２００６年５号文件和２００９年医改文件在政策框架方面
的主要不同点。可以明显看出，到２００９年，政府在逐步将农民工整合进统一的
卫生体系框架中（即新农合、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而不是制定临时
的具体的规则或为流动人口设置单独的医保政策（如２００６年文件中提出的具体
的工伤保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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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务院５号文件与新医改方案中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比较
国务院５号文件（２００６年） 　 新医改方案（２００９年） 政策差异

保障范围优先解决工伤和大病医疗
保障，逐步解决养老
保险。

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
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实现
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

到２００９年，新的政策
将把农民工纳入统一
的医疗保险体系，不
再单独制定农民工的
医疗保障政策。

筹资水平总原则是低标准进入，渐
进式过渡。工伤保险由用
人单位缴纳，大病医疗保
障主要由用人单位缴纳。
养老保险力求低费率、广
覆盖、便转移。

农民工根据就业稳定情况
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城镇
居民、户籍所在地新农合
中的一种。筹资方式按具
体参保种类确定。

到２００９年，筹资机制
根据三种基本的保险
种类而定，不再区分
农民工。

补偿内容
和范围　

重点解决农民工住院医疗
保障问题。

逐步提高住院报销比例；
逐步扩大门诊范围和比
例；增加最高支付限额。

到２００９年，门诊费用
也加入基金支付范围，
门诊和住院的报销比
例将增加。

基金使用无具体内容。 医保基金以收定支、收支
平衡、略有结余，提高保
险待遇。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国务院的这些文件为地方政府建立自己的农民工医疗保险政策打下了基础。
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介绍这些地方模式。

三、各地流动人口医疗保险模式

在中央政府政策的指引下，各地纷纷探索和创新了各种农民工医疗保险模
式，我们对十六个城市的农民工医疗保险政策进行调研。表２从缴费机制、保
险待遇和基金管理方面列举了每个城市的医疗保险特征。在每个城市名称的下
面，我们还提供了该城市一些基本的经济和社会信息，如２０１１年流动人口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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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比例（Ｍ ／ Ｐ）以及２０１１年的人均收入ＧＤＰ①。我们在表２中将这些政策
总结为四种模式。

表２　 各地流动人口医疗保险模式
城市 缴费机制 补偿待遇

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模式
北京
Ｍ ／ Ｐ：５０％
收入：８０ ３９４元

用人单位按全部职工缴费工
资基数之和的９％缴纳基本
医疗保险费。职工按本人上
一年月平均工资的２％缴纳
基本医疗保险费。

统筹基金报销比例在８０％到９７％之间。
取决于医疗机构类型和产生的医疗费用
的数目。

南京
Ｍ ／ Ｐ：３５％
收入：７５ ８０２元

用人单位按在职职工工资总
额的９％缴纳；在职职工按
本人工资收入的２％缴纳。
每人每月４ 元大病互助保
险费。

根据费用分段计算基金支付比例（５０％
－ ８０％），封顶线以上由大病互助基金给
予定额补助。

武汉
Ｍ ／ Ｐ：３０％
收入：６ ６００元

用人单位按本单位职工缴费
基数之和的８％缴纳；职工
按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
２％缴纳。

一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统筹基金报
销比例分别为８８％、８５％、８２％。

成都
Ｍ ／ Ｐ：２１％
收入：４８ ５１１元

单位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７ ５％缴纳；职工按本人上
月工资的２％缴纳。

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报销比例分别为８５％、
９０％、９２％、９５％。

重庆
Ｍ ／ Ｐ：３５％
收入：３４ ５００元

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
８％缴纳，职工个人按本人
缴费工资的２％缴纳基本医
疗保险费。

①起付标准以上至５ ０００元：４５岁以下
在职职工支付７０％，４５ 岁以上支付
７５％，退休人员支付８５％。
② ５ ０００ 至１０ ０００ 元：分别是７５％、
８０％、９０％。
③１０ ０００元至支付限额：分别是８０％、
８５％、９５％。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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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ａ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以及
各个城镇的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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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缴费机制 补偿待遇
杭州
Ｍ ／ Ｐ：２０％
收入：８ ０００元

单位按当月全部职工工资总
额的１１ ５％ 缴纳；在职职
工按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
的２％ 缴纳。

①起付标准至２ 万元（含）：三级、二
级、其他、社区医疗机构，退休前和退
休后分别是７６％、８２％；８０％、８５％；
８４％、８８％；８６％、９２％。
②２万元以上至４万元（含）：三级、二
级、其他、社区医疗机构，退休前和退
休后分别是８２％、８８％；８５％、９０％；
８８％、９２％；９０％、９４％。
③４万元以上至１８ 万元（含）：三级、
二级、其他、社区医疗机构，退休前和
退休后分别是８８％、 ９４％； ９０％、
９５％；９２％、９６％；９２％、９６％。

蚌埠
Ｍ ／ Ｐ：Ｎ ／ Ａ
收入：２２ ２１９元

用人单位按本单位上年度全
部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８％
缴纳；职工个人按本人上年
度月平均工资的２％缴纳。

起付标准至１万元（含１万元）：三级、
二级、一级医疗机构，在职和退休人员
报销比例分别是８５％、 ８８％； ８８％、
９０％；９３％、９５％。
１万元以上：三级、二级、其他、社区医疗
机构，退休前和退休后分别是９０％、９２％；
９４％、９５％；９８％、９８ ５％。

无锡
Ｍ ／ Ｐ：２４％
收入：８２ ５６０元

用人单位按在职职工上月缴
费工资总额的８％缴纳；职
工个人按本人上月缴费工资
的２％缴纳。

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用按“分段计算、
累加支付”的办法支付。５ ０００元以下
（含５ ０００ 元）统筹基金支付８０％；５
００１元至１万元（含１万元）统筹基金
支付８４％， １ 万元以上统筹基金支
付８８％。
退休人员在统筹段个人自理部分按在职
职工自理部分的５０％计算。

综合保险模式
上海
Ｍ ／ Ｐ：３５％
收入：８２ ５６０元

由用人单位承担，以保险基
数１２ ５％的比例缴纳综合保
险费，基数以农民工的总人
数乘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
均工资的６０％计算。

起付线以上封顶线以下：综合保险基金
承担８０％，个人承担２０％。

６３

◆专栏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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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城市 缴费机制 补偿待遇

宁波
Ｍ ／ Ｐ：６２％
收入：８５ ４７８元

用人单位承担。其中大病医
疗保险缴费基数为统筹地上
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６０％，缴费比例由统筹地政
府确定，最高不超过３％，
其中市级统筹区域缴费比例
为２ ５％。每人每月５元重
大疾病医疗救助金。

①全市上年职工社会平均工资２倍以下
（含２倍）部分，统筹基金支付８０％。
②全市上年职工社会平均工资２倍以上
至４倍以下（含４倍）部分，统筹基金
支付８５％。
③年度内特殊病种门诊①
医疗费累计在１６００元以上部分，统筹基
金支付８０％。

农民工医疗保险模式

深圳
Ｍ ／ Ｐ：８０％
收入：１１ ５０２元

保险费１２ 元，单位缴纳８
元，个人缴纳４元。

市内一、二、三级医院统筹基金支付比
例分别为９５％、９０％、８０％，市外医
院７０％。

郑州
人口：Ｎ ／ Ａ
收入：５６ ０８６元

用人单位负担，每人每年缴
费标准为本市上年度在岗职
工年平均工资的０ ８％。

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为：一类定点医疗机
构８０％，二类定点医疗机构７５％，三类
定点医疗机构７０％。

广州
Ｍ ／ Ｐ：３８％
收入：９６ ８６０元

用人单位按上年度本市单位
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１ ２％缴
纳保险费，个人不缴纳。

统筹基金的支付比例为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相应标准的８０％ （城镇职工：一
级医院为９０％；二级医院为８５％；三级
医院为８０％）。

东莞
Ｍ ／ Ｐ：６３％
收入：７２ ０００元

缴费基数为上年度全市职工
月平均工资。住院部分单位
缴费费率２％，门诊部分
０ ３％，个人０ ５％，财政补
贴０ ２％ 。

①住院费：基金按９５％核付。
②特定门诊医疗费：按６０％核付。
③门诊待遇标准：参保人发生符合医保
门诊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
施范围及支付标准等规定的基本医疗费，
基金按６０％核付。

洛阳
Ｍ ／ Ｐ：ＮＡ
收入：３６ ０００元

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
照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
（年、月）平均工资的２％
左右缴纳。

①起付标准至５ ０００元：职工和退休人员，
统筹基金支付比例分别８０％和８５％。
②５ ０００元以上至１万元：职工和退休人员，
统筹基金支付比例分别是８５％和９０％。
③１万元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额：职工和退休
人员，统筹基金支付比例分别是９０％和９２％。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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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门诊特殊病种包括：恶性肿瘤放化疗、慢性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透析治疗、异
体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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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缴费机制 补偿待遇
合肥
Ｍ ／ Ｐ：３２％
收入：４８ ７６８元

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医疗
保险费基数为合肥地区上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缴费比
例为２％。

一级及以下、二级、三级医疗机构统筹
基金支付比例分别是９４％、 ９２％、
９０％。　

资料来源：样本地区地方政府官方网站政策信息。

下面我们不分析这些城市医疗保险政策的细节内容，而是以每种模式的代
表城市为例详细地讨论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农民工医疗保险模式”，代表城市是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
从２００３年３月起开始实施“深圳社会医疗保险政策”。深圳市居民可以参加四
种类型的医疗保险（各种保险统筹基金分开管理），即：综合医疗保险、住院医
疗保险、农民工医疗保险和少年儿童住院及大病门诊医疗保险。农民工参加农
民工医疗保险，同时也被鼓励参加综合医疗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肖瑶、潘华
峰等，２０１０）。从２００５年３月到１２月，约１２４万农民工参加了医疗保险（凌
莉、岳经纶等，２０１１）。该市医疗保险缴费机制比较简单：保险费为每月１２元，
其中用人单位缴纳８元，剩余４元由农民工个人缴纳。这项保险政策不仅包括
住院医疗也包括门诊医疗。在市内一级、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起付标准
为１００元、２００元和３００元。市外支付４００元。市内一级、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
住院最高报销比例分别是９５％、９０％和８０％，市外为７０％。

第二种模式是“综合医疗保险模式”，代表城市为上海市。根据《上海市外
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保险类别包括工伤（或者意外伤害）、住院医
疗和老年补贴等三种。保险费用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用人单位按照缴费基数
１２ ５％的比例缴纳综合保险费。用人单位缴纳综合保险费的基数是其使用外来
从业人员的总人数乘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６０％。无单位的外来从业
人员独自承担保险费用。保险待遇包括每月２０元的医药补贴。住院医疗费用的
起付标准为上年度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１０％。连续缴费满一年以上的，享受
住院医疗待遇的最高额为上年度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４倍。起付标准以上的
部分，综合保险基金承担８０％，外来从业人员承担２０％。

８３

◆专栏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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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模式是“纳入型模式”，有文献称之为扩展的医疗保险模式（凌莉、
岳经纶，２０１１），代表城市有北京市和成都市。其他农民工较多的省份如广东
省、浙江省和江苏省也采取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在于将农民工纳入到城
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这意味着农民工在工伤保险、住院保险等方面基本上与
城镇职工享受同等医疗待遇。在成都市，职工以本人上月工资的２％缴纳保险
费，用人单位以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７ ５％缴纳保险费，对于用人单位来讲这个
比例每年将会增加一个百分点，到２０１４年达到７ ５％。住院起付标准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一级医院、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分别是１６０元、２００元、４００元和
８００元。最高支付限额为成都市上年职工年平均工资的４倍。住院支付比例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级医院、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分别是９５％、９２％、９０％
和８５％。

第四种模式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基础，代表城市有浙江省嘉兴市。自从
所有的农村居民自动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来，这种模式利用现有的保险计
划覆盖了农民工在工作地产生的医疗费用（不含门诊医疗）。患大病的农民工如
果回户籍所在地继续治疗，则可以报销其在工作地发生的医疗费用，但报销率
非常低，因为这些医疗费用不是在户籍所在地产生。大多数患有大病的农民工
选择回家乡治疗，结果这种模式多覆盖那些不再迁移的农民工。

每一种模式在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险需求的同时也都显示出了自己的优点和
缺点。这些我们将在下面的部分中讨论。

四、各地医疗保险模式的比较

我们总结的几种医疗保险模式都不是完美的，每一种模式都有自己的优点
和缺点。例如上海模式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较高，但也提供了高水平的保险待遇。
此外，这种模式提供了多种类型的社会保险，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
保险，这样就为农民工提供了全面的综合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用人单位缴
纳全部的保险费用，增加了额外的雇用成本，这使得用人单位没有动力为职工
参保，反过来影响了保险费用的筹集（徐真真、蒋虹丽等，２０１１）。表３从费用
缴纳、保险待遇和参保率等方面比较了四种典型的医疗保险模式。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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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农民工四种医疗保险模式的比较分析
模式类型代表城市 特征 优点 缺点
农民工
医疗保
险模式

深圳 该模式在运行上
独立于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负担相对较轻，保
险待遇相对较高，包括
门诊和住院医疗。

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相
比保险待遇水平不高，
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
参保。参保人员一旦工
作关系结束，医保关系
难以转移和接续到其他
医疗和社会保险体系。

综合保
险模式

上海 农民工享受三种
保险，包括医
疗、工伤、养老
保险等。

解决了农民工包括医疗
保险问题在内的全部的
社会保障问题，因此有
利于将农民工纳入到城
镇职工保险体系。农民
工缴纳较低的保险费用
或不缴纳保险费用。由
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基金，
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政府
的管理成本。

仅覆盖从业人员，参保人
员一旦工作关系结束，医
保关系难以转移和接续到
其他医疗和社会保险体系
（龚文海，２００９）。基金
更加适合在当地统筹，
难以扩展到其他领域。
较高的起付线和较低的
支付比例。

纳入城镇
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
模式　 　

成都 农民工基本上与
城镇职工享受同
等医疗待遇。

体现了农民工和城镇职
工利益的公平性。便于
形成统一的保险体系。

缴费负担相对较重，难
以在其他地方实施。

纳入新型
农村合作
医疗模式

嘉兴 农民工参加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即使他们不
在家乡工作。

低费率，广覆盖。可以
有效地解决农民工流动
性大、统筹账户无法随
农民工流动而转移等系
列问题。

不在家乡发生的医疗费
用报销率低。报销流程
复杂（必须返回家乡才
能报销）。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不同农民工医疗保险模式的成功之处和问题

总结上面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为农民工医
疗保险的落实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些政策针对流动人口医疗保健需求，在一

０４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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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解决了存在于农民工和本地户籍工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中国的三种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上覆盖了全体居民。在中国历史上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
模人口流动中，许多障碍剥夺了流动人口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新的医疗保险
政策致力于消除这些障碍，有利于把流动人口系统地纳入城镇医疗保险体系以
及其他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中。据报道，一些地方的参保率在不断上升（北京
日报，２０１２）①。

然而，理论上医疗保险的完全覆盖并不一定变成现实。尽管流动人口公共
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有了很大进展，但当前的政策还需要很大的改进。

首先，参保率仍比较低②，流动人口随后选择退出这些保险计划的比率较
高。这个现象可以用一些原因来解释。大多数强制的医疗保险计划要求农民工
与雇主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例如，深圳市和成都市的政策都要求加入医疗保
险计划的农民工同雇主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实际上，许多农民工并没有签订
劳动合同，也不是在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王春林，２０１１）。另外，尽管国家和地
方政府考虑到了农民工的低收入，当前的保险费用对许多农民工来说还是过高。
研究表明就收入而言，７０％工人缴纳的保险费用过高（于垲，２０１０）。进一步来
说，不但农民工觉得当前的保险费用过高，而且当前大多数保险政策模式都要
求雇主支付保险费用的大部分，因此雇主也不愿意为农民工登记参保。

第二，即使医疗保险比较实惠，当前的保险收益同流动人口的医疗需要也
不匹配。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还是比较低。大多数医疗保险计划的共同特征是
“保大病，保工作期间”。也就是说，医疗保险没有覆盖门诊医疗，也没有覆盖
工作关系结束后的时间。由于农民工大部分是青壮年，对门诊医疗的需要大大
超过大病住院医疗，而当前只有深圳模式覆盖了门诊医疗。很多农民工不能认
识到大病医疗保险的重要性，尤其是他们收入不高还要支付部分保险费用的情
形下，会感到参加这些保险的潜在收益比付出的要少。除了保险费用和保险收

１４

中国的迁移与健康：解决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政策目标与现实的差距◆

①

②

资料来源：北京日报，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２日ｈｔｔｐ：∥ ｚｈｅｎｇｗ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ｏｖ． ｃｎｂｍｆｕｂｍｔｓ ／
ｔ１２１２９２０． ｈｔｍ最后访问：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ｊｒｚｇ２００９ － ０３ ／ ３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７３７５５． ｈｔｍ安徽日报，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１４日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０ － １０ ／ １４ ／ ｃ＿１２６５８６７１． ｈｔｍ．最后访问：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益的不相匹配之外，许多保险计划提供的收益要比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差。例
如，社会保障基金对农民工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只有本地工人的８０％。这种不
协调和低水平收益导致了低质量的医疗。农民工可能会延迟看门诊（费用须自
付），拖延到疾病恶化，这导致一些严重的健康和经济后果。

第三，对于农民工来说，医疗和社会保障的可转移性和便携性较差。在中
国除了三大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允许退休人员在不再交
保费的情况下继续享受相关医疗待遇，条件是至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达１０年。然而，许多农民工受雇佣方式所限，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
间。因此，长远来说，这些农民工在退休之后要参加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那些吸纳退休的农民工的地区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保险费用支出的高
负担，但是在这些人群还是劳动力的时候筹集的保险费用又和这些地区无关，
这导致了不同地区社会保障责任的不平衡。短期来说，当前的保险计划让农民
工一旦迁移后就不再流动。当农民工在不同保险模式的城市间流动时就产生了
特定的问题。地方政府有权制定自己的具体政策，但这就可能跟其他地方不协
调。结果是一个省份一种模式，很难复制和推广到其他地区。进一步来说，因
为几乎没有任何政策为农民工的医疗保险设置个人账户，他们不能将自己的保
险基金带到其他任何地方（龚文海，２００９）。这个问题对农民工来说是极为沮丧
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流动频繁。这些问题的根源不仅仅是当前社会保障和医疗
保险政策的不完善，历史上的户籍制度将中国人为地划分为两个世界———农村
和城市，依然给劳动力流动带来问题。如果不改革户籍登记系统，为农民工提
供持续的、便携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四，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基金同其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分离。这种分离意
味着收益的提供、保险比例和自付比例方案会存在差异。这种分离导致了中国
不同人群中医疗保险缴费和基金管理的分割。这种分割不利于实现医疗保险全
面覆盖的政策目标。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自从市场化的改革在中国开始后，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就成为促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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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要素。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资
投资和充满活力的私人企业的涌现，而这些成功都离不开中国相对廉价而丰富
的劳动力供应。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繁荣的贡献是巨大的。

不幸的是，长期以来公共政策并不能充分地满足这类弱势人群的保健需要。
直到目前，新的医疗保险计划才致力于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好的医疗福利。本文
介绍了地方采用的主要的流动人口医疗保险模式。我们分析了不同模式的优势
和不足之处，从而帮助我们为中国政府改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

首先，中国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满足农民工需要的、他们负担得起的、方便
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降低保险参保费用有助于改善农民工卫生服务的使用情
况，但这还不够。由保险计划提供的医疗福利以及医疗服务的供给体系等都需
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当前的保险仅仅保大病，这跟流动人口的需要不完全相
符。住院医疗应当纳入其中。而且，传统的城市医疗卫生设施和城市卫生保险
供给体系主要是为当地居民服务建立的，因此，初级和二级水平医院的医疗费
用对农民工来说难以负担。未来政策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可供替代的、为农民
工提供方便的可支付的初级保健服务平台。实际上，地方政府已经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政策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在一些地区，严重的慢性疾病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比在医院治疗获得的保险报销比例要高得多。在慢性
病（如高血压）的长期治疗和服药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激励机制。一般来说，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比医院收费低很多（甚至取消某些费用），目的是降低病人
的负担。而且，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交通费用明显比去大医院的费用要低。
根据青岛医保管理局的估计，某些在社区的特殊门诊医疗（例如化疗、放疗、
透析、器官移植等），全部医疗费用支出每年可以降低２０万元。这种节省不仅
对患者个人有益，而且降低了保险基金的支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优势
也体现在它们的其他职能，如预防保健、康复治疗、健康教育、食品卫生、传
染病防治、计划免疫、妇幼保健、职业健康等。将来，这些中心可以进行潜在
的健康干预，覆盖更多的人群而不仅仅是患者个人。这些改变不仅仅为患者和
家庭带来充足的医疗服务，改善健康并降低伤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通过
提供健康的劳动力使整个社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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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应该着重解决当前的健康保险管理体系的分割问题。迄今为止，
各个地方政府采用的医疗保险模式中没有一种能够实现流动人口医疗保险与城
市人口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无缝衔接。地方政府制定不同的政策，针对
不同的人群进行集资。中国的家庭人口登记制度导致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分割，
给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整合带来很大的挑战。在此，我们提出几个过
渡性的步骤可以作为各种政策的探索。首先，社会资金的统筹可以在当地区域
内进行。例如，政府可以尝试在省级水平上统筹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险基金，
而不是实现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便携性。当前社会保障和养老金的筹资相对
来说更加统一（至少对于城市职工来说），可能从社会保障体系开始更容易消除
城乡二分体制的缺陷，然后扩展到统一的医疗保险。此外，应该加强不同医疗
保险之间以及医院之间的网络连接和信息共享，这对于整合医疗保险计划是非
常重要的。

整合城乡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体系需要把所有的管理职责整合到统一的政府
机构。社会保障体系仍未涉及农村人口，新农合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仍然是主要
的保险计划，它是独立于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健康保险的。在当前的行政组织
下，两种城市保险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来进行管理，而新农合由卫生部
门进行管理。这样，两个政府机构的政策目标差异以及组织和运作机制的不同
都会给医疗保险体系的整合带来潜在的障碍。因此短期内实现城乡居民统一的
全民医保和社会保障计划可能是不现实的。但是在同一个政府机构管理下整合
三种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可能是
迈向系统统一目标的第一步。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
要动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也依赖于一个整合的并且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
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目前已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并且这种现
象还会持续。传统经济模型预测发现，人口流动现象的出现源于城乡之间工资
水平的巨大差距。然而，除了表面上的工资差距，农村劳动力也会考虑其他的
一些因素，例如，在做出迁移决定之前会考虑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机会、潜在的
额外的医疗保健支出、孩子的教育费用等。这种实际预期的城乡工资差异比表
面上的工资差异小很多。此外，当前医疗福利的低水平以及城乡医疗保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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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割增加了医疗卫生支出的不确定性，这直接影响到农民工对他们迁移后实
际收入增长的预期，因此会阻碍和限制农民工的流动。满足农民工的医疗保险、
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的需要不仅可以改善这类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而且
有利于农民工的流动，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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