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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模拟

...基于N[EH数据的分析
王超群"

$摘要% 支出型贫困提供了一种从家庭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看待贫困的新型
视角% 因病支出型贫困是支出型贫困的核心内容# 直接影响着扶贫政策的实施
效果% 论文基于因病致贫研究& 支出型贫困研究以及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
救助政策文件# 提出了+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的界定方法$ 并利用*#)+ 年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数据# 计算了不同界定方法下# 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及其
家庭特征% 结果发现# 在当前主流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界定方法下#

我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和致贫率较高% 因病支出型贫困户主要是收入低&

自付医疗费用高& 存款少& 欠债多& 家庭资产少且面临较多困难的家庭# 需要
公共政策的支持% 论文模拟测算显示# 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效果优于医疗
救助效果# 不设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优于设置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 但是#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对救助资金需求极高# 超出了当前社会救助制度
的筹资能力% 论文建议#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应定位于保大病# 以医
疗救助为主体# 并设置一定的起付线$ 应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化解因病
支出型贫困风险# 应多渠道筹集资金$ 应提高低保制度瞄准效率以更高效& 公
平地利用社会救助资金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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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扶贫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 不过' 中国扶贫政策主要
关注收入型贫困' 较少关注支出型贫困* 支出型贫困是指' 家庭人均收入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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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线' 但是由于受医疗( 教育和住房等大额硬性支出挤压' 造成家庭实际生
活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钟仁耀' *#)$% * 相较于仅考虑收入这一单一维度的
收入型贫困' 支出型贫困提供了一种从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看待贫困的新型视
角$曹艳春' *#)#% *

比较而言' 收入型贫困是能力不足' 支出型贫困则主要是风险过大$沈君
彬' *#)"% * 支出型贫困政策着眼于化解风险' 具有发展性( 预防性等特征$梁
德阔( 徐大慰' *#)*1 郑瑞强' *#)&% * 它可以帮助陷入暂时性贫困的支出型贫
困家庭及时应对风险' 避免陷入持续性贫困* 因此' 支出型贫困政策更具有成
本效益*

*##(年' 上海市就提出了支出型贫困这一概念* 其后' 在民政部的推动下'

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出型贫困政策* 这类政策主要是社会救助政策'

包括三类! $)% $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制度' 仅限于因病支出型贫困1 $*%

临时救助制度' 针对各类原因如突发事件( 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等导致的支出
型贫困1 $"% $因病% 支出型贫困救助制度' 主要针对因病支出型贫困和因学
支出型贫困等*

本文以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为研究对象* 原因是' 因病支出型贫
困$社会救助政策% 是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 最主要的类型* 根据国务
院扶贫办统计的建档立卡户资料' *#)" 年' 我国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户占建档
立卡贫困户总数的+*^' 在致贫原因中位居第一* *#)$ 年' 该比例进一步上升
到++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 因此'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
的运行效果' 直接影响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

本文的核心目标是' 模拟目前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
果* 为此' 本文在比较文献研究以及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政策文件的基础上'

总结了+种不同的因病支出型贫困界定方法* 接下来' 本文将利用*#)+ 年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N012.[.61B:E.2<BH7;=1<9' N[EH% 数据' 计算不同因病支出型
贫困界定方法下' 中国城乡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 致贫率及其家庭特征*

最后' 本文将模拟不同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 并指出研究
结论和未来研究方向*

二& 因病支出型贫困界定方法

'一( 文献回顾

目前' 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相关研究分为两类! 因病致贫研究和支出型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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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研究* 与中国相关的因病致贫研究又分为三类! 一是因病致贫界定方法* 公
认的方法是使用+家庭收入'医疗费用'贫困线m#, 来界定因病致贫$刘远立
等' *##*1 张毓辉等' *##+1 解垩' *##%% * 二是测算中国因病致贫发生率* 刘
远立等利用)\\%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计算发现' )\\(年' 全国医疗费用发
生前后的贫困率分别为(4**^和)#4+%^' 因病致贫率为"4*&^ $刘远立等'

*##*1 M1; <7.Bb' *##" % * 解垩$ *##% % 利用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N012.

Q<.B70 .2= T;7@17152 H;@?<:' NQTH% 数据' 计算了)\%\&*##& 年中国城乡因病
致贫率为)4)"^ '$4(+^* 三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减贫效果* 部分研究认为
医疗保险制度减贫效果有限$高建民( 周忠良' *##(1 解垩' *##%% * 但也有研
究认为医疗保险明显降低了住院患者家庭的因病致贫率$陈迎春等' *##$1 闫
菊娥等' *##\% * 事实上' 医疗保险制度的减贫效果与其制度设计相关* 比如'

医疗保险保小病的减贫效果优于只保大病$高建民( 周忠良' *##(1 R1- j

Q91.5' *##\% * 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对减贫效果影响最大' 起付线和封顶线的影
响不大$徐雅丽等' *#))% *

支出型贫困相关研究也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支出型贫困产生的原因* 比如
服务( 生活成本的上升和需求的增加$路锦非( 曹艳春' *#))1 尚选彩( 王玉
莉' *#)&% 以及社会救助的制度定位于收入型贫困$林闽刚' *#)"% 等* 二是
收入型贫困与支出型贫困的区别* 二者在救助理念( 目标( 思路( 测量方法和
认定等均差异甚大$段培新' *#)"1 钟仁耀' *#)$1 刘水莲' *#)& % * 三是支
出型贫困的测量方法* 曹艳春$ *#)# % ( 路锦非和曹艳春$ *#)) % ( 段培新
$*#)"% 和周绿林等$*#)$ % 使用家庭支出大于家庭收入来衡量支出型贫困1

刘沛栋$*#)+% 则将某一群体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支出大于其可支配收入定义
为支出型贫困*

总体上' 因病致贫研究已比较成熟' 形成了公认的测量方法' 并开展了大
量实证研究* 而支出型贫困仍限于定性研究' 集中于考察家庭收入与家庭支出
的关系' 未能涉及到医疗支出( 教育支出等具体支出项目导致的支出型贫困'

更缺乏对各种支出型贫困政策减贫效果的评估* 因此' 本文一方面将深化支出
型贫困研究' 将视角聚焦于医疗支出这一具体支出项目1 另一方面' 本文还将
深化因病致贫研究' 考察社会救助制度而非医疗保险制度对因病支出型贫困的
减贫效果*

'二( 因病支出型贫困界定方法

尽管因病致贫研究和支出型贫困研究均涉及了因病支出型贫困的界定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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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但是已有研究与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仍有相当大的差异*

本文的核心目标是模拟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 因此'

有必要考察在实践中' 各地社会救助政策对因病支出型贫困的界定方法*

本文利用互联网搜集了各地民政部门因病支出型贫困相关政策文件* 搜索
关键词为+支出型贫困, +因病支出型贫困, +临时救助, +医疗救助, +重特
大疾病医疗救助, 等' 同时使用+办法, +暂行办法, +通知, 和+意见, 等加
以精炼* 最终' 本文搜集了*$个省( 市( 县$区% 因病支出型贫困相关政策文
件* 表)将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政策文件中各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界定方法归为
%类*

表)中' 第)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界定方法与支出型贫困研究思路一致* 不同
的是' 因病支出型贫困中' +支出, 为家庭自付医疗费用* 而支出型贫困研究
中' +支出, 为家庭总支出或某一群体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支出*

第* '$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界定方法与因病致贫研究思路上一致' 仅在收入
的界定和贫困线的选择上有所差异* 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政策的收入可能包括
了家庭资产' 贫困线也主要依托于社会救助制度的相关指标' 包括低保标准(

低收入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等* 而因病致贫研究则将贫困线定为世界银行推荐
的每人每天)美元或每人每天)4$美元或中国农村扶贫标准等*

第&种界定方法接近世界卫生组织$X5@B= Q<.B70 g@U.21e.7152' XQg% 提出
的灾难性卫生支出$N.7.97@5-01/Q<.B70 Zc-<2=17;@<' NQZ% 概念* NQZ最常见
的界定方式是家庭自付医疗支出大于等于家庭非食品支出或家庭收入的一定比
例$a; <7.Bb' *##"1 XQg' *##$ % * 其中' 比例为)#^ '&#^是最常见的
阈值*

第( '%种界定方法与我国大病保险制度设计理念一致* 根据*#)*年六部委
发布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 ' 各地大病保险制度一般
以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起付线*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设计了+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界定方法* 其中' 第)种界
定方法为+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医疗支出m#, * 第* 种界定方法为+家庭
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医疗支出'低保标准m#, * 第" 种界定方法为+家庭收入
的$#^ '家庭医疗支出m#, * 第+ 种界定方法折中了表) 中的第( '% 种' 为
+年度人均纯收入'单个家庭医疗支出m#, * 其中' 第*种界定方法可以借鉴因
病致贫研究$解垩' *##%% ' 计算因病支出型贫困的致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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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界定方法
序号 因病支出型贫困界定方法 典型地区
) 收入'家庭医疗支出m# 河北省廊坊市
* 收入'家庭医疗支出'低保标准m# 江苏省南京市& 南通市通州区& 海门市$

吉林省长春市$ 陕西省$ 上海市$ 浙江省
兰溪市& 湖州市德清县& 杭州市& 温州市
永嘉县& 金华市& 舟山市& 嘉兴市

" 收入'家庭医疗支出'低收入标准m#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 收入'家庭医疗支出'最低工资标准m#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北京市
$ 家庭年度总收入_家庭财产'自负医疗
费用支出'低保标准m#

浙江省乐清市& 福建省厦门市

& 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合规医
疗费用m#

广东省!&#^" & 广州市!+#^" & 湖北省
武汉市!*##^"

( 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4$ 倍'家
庭医疗支出m#

湖北省黄石市& 荆州市& 荆州市江陵县

% 上年度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 '个人自付合规住院费用m#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

资料来源' 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相关政策文件%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N[EH最新公开的*#)+年调查数据* N[EH样本覆盖中国*$ 个省(

市( 自治区' 样本规模为)& ###户* N[EH详细调查了受访家庭各项收入( 支出
状况以及各个家庭成员医疗( 教育( 就业等相关情况* *#)+ 年N[EH数据实际
调查了)"\+&户家庭* 其中' 全国代表性样本为\ +)&户* 本文使用全国代表性
样本' 并剔除了%%)户收入缺失的家庭*

N[EH数据有两部分内容涉及医疗费用! 一是家庭问卷' 询问了调查前)* 个
月家庭自付的医疗总费用$变量名为+P-$)), % 以及调查前)* 个月家庭自付的
包括健身锻炼及购买相关器械( 保健品等在内的保健支出* 这两项内容被合并
为综合变量+医疗保健支出, $变量名为+6<=, % * 但是' 家庭保健支出属于改
善性支出' 不应纳入家庭医疗支出范畴和因病支出型贫困政策保障范畴* 二是
成年人问卷和少儿$# ')$ 岁% 问卷' 分别询问了成年人和少儿的门诊费用(

住院费用及相应的自付费用* 但是' 这些费用不仅包括医疗费用' 还包括了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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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人的交通( 食宿等非医疗费用' 并且无法将医疗费用和非医疗费用分离开来*

因此' 本文直接使用+P-$)), 作为家庭自付医疗费用* 本文剔除了家庭自付医
疗费用缺失的(%户家庭*

N[EH还调查了受访家庭在过去)*个月' 是否获得了低保( 五保户和特困户
补助等政府补助* 本文在数据清理时' 将获得上述任何一种及以上补助的家庭
统称为+低保户, ' 共) )"&户* 然而' 上述低保户实际人均纯收入可能远大于
低保标准* 同时' 大量非低保户的人均纯收入远低于低保标准* 这意味着' 仅
仅从低保制度的收入核查视角看$是否能获得低保( 五保和特困待遇' 还有资
产和子女等条件限制% ' 当前低保制度的漏保率和错保率较高* 为此' 本文分别
计算了包含和不包含低保户时的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

另外' 如果家庭自付医疗费用为#元' 但是家庭收入较低' 按照因病支出型
贫困界定方法' 仍有可能将这类家庭误识为因病支出型贫困户* 为此' 本文在
计算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时' 还需要考虑剔除掉家庭自付医疗费用为# 元的
家庭*

四& 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及其家庭特征

'一( 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
表*中' 第*种界定方法为+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医疗支出'低保标

准m#, * 最佳方法是先确定*#)+ 年N[EH调查的各个区县的城( 乡低保标准'

再计算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 但是' N[EH调查出于保护受访者隐私的目的'

对调查的各个区县进行了模糊处理' 无法判断各个区县的具体名称* 为此' 本
文统一使用N[EH调查各省*#)" 年全省平均的城( 乡低保标准来替代该省各个
区县的城( 乡低保标准* 民政部官网提供了各省按季度划分的城( 乡低保标准
数据* 本文取各省*#)"年+个季度城( 乡低保标准的平均值作为*#)+ 年N[EH

调查各省的城( 乡低保标准*

表*显示了在剔除了低保户和自付医疗费用为#元的家庭前后' *#)" 年' +

种界定方法下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 结果显示! $)% 不同界定方法下'

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差异很大* 最宽松的界定方法下的因病支出型贫困
发生率' 是最严格的界定方法下的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的" 倍有余* $*% 不
论在何种界定方法下' 中国农村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均远高于城市* $"% 剔
除低保户后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 但并不明显* 原因是' 当前低保
制度的错保率较高* 在) )"&户低保户中' %#+户人均纯收入高于低保标准* 结
果是' 绝大多数低保户并未发生因病支出型贫困* 比如' 在界定方法) 下' 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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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自付医疗费用为#元的家庭前后' ) )"&户低保户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仅分
别为)#4"#^和))4+%^* $+% 进一步剔除自付医疗费用为#元的家庭后' 中国
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略有上升* 主要原因是自付医疗费用为# 元的家庭绝大
多数没有发生因病支出型贫困' 但是同步作为分子和分母被删掉了*

在界定方法*下' 可以借鉴因病致贫研究' 比较因病支出型贫困的致贫率*

在剔除了低保户和自付自付医疗费用为# 元的家庭后' 未发生医疗费用前' 家
庭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准的比例为)+4"&^1 扣除自付医疗费用后' 家庭人均收
入低于低保标准的比例为*#4*&^* 因此' 因病支出型贫困的致贫率为$4\#^

$*#4*&^ ')+4"&^% * 相比前文文献回顾中因病致贫研究中的致贫率' 因病支
出型贫困的致贫率是较高的*

表*!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单位! 户&^(

因病支
出型贫
困界定
方法

未剔除低保户&

未剔除自付医疗
费用为#元家庭

仅剔除低保户&

不剔除自付医疗费
用为#元家庭

剔除低保户&

剔除自付医疗费
用为#元家庭

总体
% p% +$(

城市
% p+ #&"

农村
% p+ "\+

总体
% p( "*)

城市
% p" &&\

农村
% p" &$*

总体
% p& "$(

城市
% p" ))*

农村
% p" *+$

)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 %%"

!**4*("

%#"

!)\4(&"

) #%#

!*+4$%"

) +""

!)\4$("

&+$

!)(4$%"

(%%

!*)4$%"

) *%%

!*#4*&"

$&$

!)%4)&"

(*"

!**4*%"

"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注' 界定方法)为(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医疗支出m#) $ 界定方法* 为(家庭人均
收入'家庭人均医疗支出'低保标准m#) $ 界定方法"为(家庭收入的$#^ '家庭医疗支出
m#) $ 界定方法+为(年度人均纯收入'单个家庭医疗支出m#) % 表中绝对数字为因病支出
型贫困户数量# 括号内为因病支出型贫困户与全部& 城市和农村样本家庭总数的比值%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年N[EH数据自行计算%

'二( 因病支出型贫困户特征
限于篇幅' 表"以界定方法)和界定方法*为例' 显示了剔除了低保户和自

付医疗费用为# 元的家庭后' 我国因病支出型贫困户的特征* 结果显示! $)%

%*!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模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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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支出型贫困户人均纯收入极低' 约为非因病支出型贫困户的) 8$ ')8&*

\$^的因病支出型贫困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 远低于全部受访家庭人均纯收入
的均值$)& #&%4++元% * $*% 因病支出型贫困户自付医疗支出远高于非因病支
出型贫困户* $"% 相较于非因病支出型贫困户' 因病支出型贫困户银行存款要
低得多' 因非住房和购房支出导致的负债更高' 房产和汽车拥有比例更低' 家
中没有任何耐用消费品的比例更高* $+% 相较于非因病支出型贫困户' 因病支
出型贫困户家中病人医疗和照顾面临困难的家庭占比更高' 家中无任何困难的
家庭占比更低*

由此可见' 因病支出型贫困户主要是收入低( 自付医疗费用高( 存款少(

负债多( 家庭资产少且面临较多困难的家庭* 同时' 因为收入低( 自付医疗费
用高' 因病支出型贫困户认为家庭面临医疗困难的比例远高于非因病支出型贫
困户* 这也意味着' 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 支出型贫困户依靠个人力量走出因
病支出型贫困的难度可能较大*

表"!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收入& 资产和医疗负担感知情况

指标
因病致贫标准) 因病致贫标准*

非因病致贫
!$ \*&户"

因病致贫
!+")户"

非因病致贫
!$ #&\户"

因病致贫
!) *%%户"

家庭人均纯收入的中位数!元" )* ### ) #+# )" ($# ) %+$

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均值!元" )( ##+4\& " )\)4%* )\ "%&4() " ##\4)\

家庭\$分位人均纯收入!元" ++ +("4"" )" #$# +% ### \ $&#

家庭人均医疗支出的中位数!元" $## " ### $## ) ###

家庭人均医疗支出的均值!元" ) )&)4%& % &(%4+$ ) )"+4\+ " (%"4#$

家庭银行存款中位数!元" $ ### # )# ### #

家庭银行存款均值!元" "% %+(4$+ "# %)\4$* +* &"&4"" )$ +#\4#\

家庭非住房& 购房负债中位数!元" # # # #

家庭非住房& 购房负债均值!元" )# #%\4*# )\ %$%4#+ \ \)$4(%" )+ #+#4&*

有*套及以上房子的家庭占比!^" )(4%" )*4"# )\4#% ))4)#

有汽车的家庭占比!^" )%4$) )#4++ )\4%(

)#4+%

无任何耐用消费品的家庭占比!^" #4+# *4"* #4** )4(\

家中病人医疗和照顾面临
困难的家庭占比!^"

)*4"+ *(4)$ ))4+# *#4\&

家中无任何困难的家庭占比!^" "%4\) *)4)) +#4++ *&4\+

注' 因病致贫标准) 为(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医疗支出m#) % 因病致贫标准* 为
(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医疗支出'低保标准m#) %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年N[EH数据自行计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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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模拟

'一( 生活救助政策效果模拟

根据*$个省( 市( 县$区% 因病支出型贫困相关政策文件' 各地因病支出
型贫困政策主要包括生活救助和$或% 医疗救助* 表+ 梳理了各地因病支出型
贫困生活救助政策* 各地主要是按月发放低保金' 仅在发放时限和金额上有所
不同* 尽管各地生活救助在发放低保金时可能全额发放或差额发放' 为了简化'

我们假定当向因病支出型贫困户提供生活救助时' 采取向因病支出型贫困户按
家庭人口数量按照月人均低保金全额发放的方式* 各地低保户享受时间为) 年*

因此' 本文假定低保金发放月数为# ')* 个月* 各地发放的低保金标准按照
*#)"年各省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表+!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待遇情况
序号 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待遇 典型地区
) 收入'医疗支出m## 全额发放)* 个月

低保金$ 收入'医疗支出'低保标准m

## 全额发放& ')#个月低保金

浙江省兰溪市

* 收入'医疗支出'低保标准m## 按照低
于低保标准的差额救助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四川省成都市高
新区$ 浙江省杭州市& 嘉兴市& 温州市
永嘉县& 金华市& 湖州市德清县

" 收入'医疗支出m## 按低保标准全额救
助$ 收入'医疗支出'低保标准m## 差
额救助

上海市

+ 收入'支出'低保标准m## 纳入低保$

收入'支出'低保标准
"

)4$ m## 纳入
低保边缘家庭救助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资料来源' 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相关政策文件%

限于篇幅' 表$仅模拟了在界定方法* $这是目前被各地广为采用的界定方
法% 下' 不同救助月份和不同救助起付线下' 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政策的
减贫效果* 结果显示' 生活救助起付线设置越高' 受益面越窄' 资金需求量越
少1 反之亦然* 在其他"种界定方法下' 模拟结果是相似的*

'*!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模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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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 在扣除了低保户( 家庭医疗支出为# 元的家庭后' & "$( 个
样本家庭中' 有\)" 个样本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准* 即使这\)" 个家庭
的自付医疗费用为#元' 按照界定方法*' 也属于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 但是'

这类家庭因病支出型贫困的根本原因' 并非家庭发生了自付医疗费用' 而是因
为收入太低' 且被低保制度漏保了* 因此' 在界定方法*下的) *%%户因病支出
型贫困家庭中' 实际上只有"($ 户家庭的人均纯收入超过了低保标准' 却因为
家庭自付医疗支出' 使得家庭成为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

为了探讨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政策的现实可能性' 本文将*#)+年N[EH

全国调查有效样本家庭数$% +$(户% 按照*#)"年全国家庭户数$+$* *\% #$+

户% 同比扩大' 计算了在全国层面开展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所需的资金量*

根据民政部$*#)+% 发布的"*#)"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 *#)" 年' 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总支出为) &*"4&亿元* 可见' 如果不设置起付线' 因病支出
型贫困生活救助将面临极大的筹资压力* 而一旦设置起付线' 又难以有效降低
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

表$!生活救助政策对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减贫效果模拟

生活救助
月数!月"

不设起付线 起付线)万元 起付线$万元
因病致贫
家庭数量 资金需求 因病致贫

家庭数量 资金需求 因病致贫
家庭数量 资金需求

单位 户 亿元 户 亿元 户 亿元
# ) *%% #4## ) *%% #4## ) *%% #4##

) ) *)$ &"+4#" ) *(% )"&4#" ) *%% *\4&&

* ) )$( ) *&%4#& ) *(+ *(*4#$ ) *%% $\4"*

" ) #\) ) \#*4#\ ) *&% +#%4#% ) *%% %%4\%

+ ) #*( * $"&4)* ) *&" $++4)# ) *%( ))%4&"

$ \&& " )(#4)+ ) *$% &%#4)" ) *%( )+%4*\

& %%& " %#+4)( ) *$* %)&4)& ) *%( )((4\$

( %)$ + +"%4*# ) *+$ \$*4)% ) *%& *#(4&)

% ($" $ #(*4*" ) *"\ ) #%%4*) ) *%$ *"(4*(

\ &(\ $ (#&4*& ) *"( ) **+4*" ) *%$ *&&4\"

)# $\\ & "+#4*\ ) *"* ) "&#4*& ) *%+ *\&4$\

)) $)+ & \(+4"* ) **\ ) +\&4*\ ) *%+ "*&4*$

)* +$* ( &#%4"$ ) **) ) &"*4") ) *%+ "$$4\#

注' 因病致贫标准为(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医疗支出'低保标准m#) %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年N[EH数据自行计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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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医疗救助政策效果模拟

表&梳理了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医疗救助政策'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将
因病支出型贫困户参照低保或低保边缘户医疗救助政策救助* 这类地区较少*

原因是' 相对于为因病支出型贫困户单建的医疗救助制度' 低保或低保边缘户
的医疗救助政策更为慷慨' 需要良好的筹资能力* 因此' 只有经济较为发达的
地区才会选择这种做法$表&第*( "行% *

二是仅针对部分病种提供因病支出型贫困医疗救助待遇* 目前' 民政部总
体思路是逐步取消按病种设计的$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制度' 推广实行按费
用实行$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制度* 同时' 在家庭层面上' 也难以用病种来
限定因病支出型贫困医疗救助*

三是为因病支出型贫困户单建医疗救助制度' 并设置一定的起付线( 报销
比例和封顶线* 由于低保或低保边缘户医疗救助政策更为慷慨' 本文参考单建
医疗救助制度' 设计了+ 种因病支出型贫困户医疗救助报销规定! 无起付线(

起付线)万( 起付线$万以及起付线$万同时救助封顶线*万元* 另外' 因病支
出型贫困户医疗救助报销比例均设定为#^ ')##^*

表&!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医疗救助待遇情况
序号 因病支出型贫困医疗救助待遇 典型地区
) 参照低保对象救助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浙江省温州市永嘉

县& 舟山市& 金华市& 台州市黄岩区
* 低保边缘家庭救助标准给予救助 浙江省嘉兴市
" 未设置起付线# 按比例报销! "# '

%#^" # 设置救助封顶线
广东省& 广东省广州市!$ ')$万封顶" & 湖
北省黄石市!*万封顶" & 福建省厦门市!*

万封顶" &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 万封
顶" &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万封顶"

+ 设置起付线! ) 万'% 万" # 按比例
报销!"# '$#^" # 设置救助封顶线
!)万'%万"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海南省& 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 吉林省长春市& 江苏省南京市& 陕
西省& 湖北省荆州市& 荆州市江陵县& 武
汉市

$ )$种大病# 不设起付线# 按比例报
销"# '$#^# 封顶线%万

北京市

资料来源' 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相关政策文件%

)*!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模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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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显示' 因病支出型贫困界定方法*下' 医疗救助报销比例越高' 降低因
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的效果越明显* 同时' 医疗救助起付线设置越高' 受益面
越窄' 人均报销金额越高' 对发生高额医疗支出的家庭越有利1 反之亦然* 当
起付线设置为$ 万元时' 只有极少数家庭能够摆脱因病支出型贫困状况* 在其
他"种界定方法下' 模拟结果是相似的*

表(还显示' 当不设起付线' 且医疗救助报销比例达到)##^时' (#4%\^

$\)" 8)*%%

"

)##^% 的家庭的自付医疗支出为# 元' 但是按照+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医疗支出'人均年低保标准m#, 的界定方法' 仍然发生了因病支出
型贫困* 原因正如前文所讲' 这部分家庭属于低保制度漏保家庭*

就资金需求而言'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

*#)"年' 城乡医疗救助总支出为*$(4+ 亿元* 因此' 无论因病支出型贫困医疗
救助制度采取何种报销制度设计都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表(!医疗救助政策对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减贫效果模拟

报销比例
!^"

不设起付线 起付线)万元 起付线$万元 起付线$万元
封顶线*万元

因病
致贫
户数

资金
需求

因病
致贫
户数

资金
需求

因病
致贫
户数

资金
需求

因病
致贫
户数

资金
需求

单位 户 亿元 户 亿元 户 亿元 户 亿元
# ) *%% #4## ) *%% #4## ) *%% #4## ) *%% #4##

)# ) *+& ($+4\( ) *(( +$\4*+ ) *%% )(%4*% ) *%% )$*4&)

*# ) *)& ) $#\4\$ ) *&\ \)%4+% ) *%% "$&4$$ ) *%% *+"4)(

"# ) )(& * *&+4\* ) *$( ) "((4(* ) *%( $"+4%" ) *%( "##4$%

+# ) )+$ " #)\4\# ) *$# ) %"&4\& ) *%& ()"4)) ) *%& "+(4*\

$# ) ))( " ((+4%( ) *"% * *\&4)\ ) *%& %\)4"\ ) *%& "($4*%

&# ) #(% + $*\4%$ ) **% * ($$4+" ) *%& ) #&\4&& ) *%& +#)4)+

(# ) #"\ $ *%+4%* ) *)$ " *)+4&( ) *%$ ) *+(4\+ ) *%& +*"4*$

%# \\$ & #"\4(\ ) *#* " &("4\) ) *%" ) +*&4** ) *%& +"(4%(

\# \+\ & (\+4(( ) )\" + )""4)$ ) *(\ ) &#+4+\ ) *%+ +$*4)*

)## \)" ( $+\4(+ ) )(\ + $\*4"\ ) *(% ) (%*4(( ) *%+ +&$4$)

注' 因病致贫标准为(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医疗支出'低保标准m#) %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年N[EH数据自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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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和医疗同时救助的效果模拟

表%显示' 在界定方法*下' 生活救助时间越长( 医疗救助报销比例越高'

降低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的效果越明显* 同时' 生活救助和医疗救助起付线
设置越高' 受益面越窄' 人均报销金额越高' 对发生高额医疗支出的家庭越有
利1 反之亦然* 当起付线设置为$ 万元时' 只有极少数家庭能够摆脱因病支出
型贫困状况* 同时' 不论生活救助和医疗救助制度如何组合' 所需的资金量都
是极其巨大的*

表%!生活和医疗同时救助对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减贫效果模拟

生活
救助
月数

报销
比例

不设起付线 起付线)万元 起付线$万元 起付线$万元
封顶线*万元

因病
致贫
户数

资金
需求

因病
致贫
户数

资金
需求

因病
致贫
户数

资金
需求

因病
致贫
户数

资金
需求

月 ^ 户 亿元 户 亿元 户 亿元 户 亿元
# # ) *%% # ) *%% # ) *%% # ) *%% #

) )# ) )%( ) "%\4## ) *&% $\$4*& ) *%% *#(4\+ ) *%% )%*4*&

* *# ) #%\ * ((%4#) ) *$% ) )\#4$" ) *%( +)$4%( ) *%( "#*4+\

" "# \%% + )&(4#) ) *+* ) (%$4(\ ) *%& &*"4%) ) *%& "%\4$&

+ +# %\( $ $$&4#) ) **% * "%)4#& ) *%$ %")4(+ ) *%$ +&$4\"

$ $# ((% & \+$4#* ) *)) * \(&4"* ) *%$ ) #"\4&% ) *%$ $*"4$%

& &# &&$ % ""+4#* ) )\* " $()4$\ ) *%+ ) *+(4&* ) *%+ $(\4#\

( (# $+\ \ (*"4#* ) )%# + )&&4%$ ) *%) ) +$$4$$ ) *%" &"#4%&

% %# +"& )) ))*4#* ) )&& + (&*4)* ) *(( ) &&"4+\ ) *%* &($4)+

\ \# "#$ )* $#)4#" ) )+) $ "$(4"% ) *(( ) %()4+* ) *%* ()\4#+

)# )## )&+ )" %\#4#" ) )** $ \$*4&$ ) *(" * #(\4"& ) *%* (&*4#\

注' 因病致贫标准为(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医疗支出'低保标准m#) % (封顶线*

万元) 仅指医疗救助封顶线为*万元%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年N[EH数据自行计算%

对比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 医疗救助以及生活和医疗同时救助三种不
同的社会救助制度设计' 可以发现' 单纯从降低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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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医疗同时救助效果最优' 其次是单独实行生活救助' 最次是单独实行医
疗救助* 但是' 如果考虑到筹资可行性' 则单独实行生活救助效果最好' 其次
是生活和医疗同时救助' 最次是单独实行医疗救助*

比如' 在表$( 表( 和表% 中' 当不设置起付线时' 生活救助)) 个月时'

将花费& \(+4"*亿元' 因病支出型贫困户将减少为$)+ 户1 医疗救助\#^时'

将花费& (\+4((亿元' 因病支出型贫困户将减少为\+\ 户1 生活救助$ 个月同
时医疗救助$#^时' 将花费& \+$4#* 亿元' 因病支出型贫困户将减少为((%

户* 即在花费相同资金时' 单独的生活救助制度要比单独的医疗救助制度更能
降低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 部分原因就在于' 大量因病支出型贫困户的主要
问题是收入过低' 而不是自付医疗费用过高*

六& 讨论与结论

'一( 讨论

本文基于已有因病致贫研究( 支出型贫困研究和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
救助政策文件' 归纳了+ 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界定方法' 并计算了不同界定方法
下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以及第* 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界定方法下的因病支出型
贫困致贫率* 结果发现' 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和致贫率较高* 通过模拟
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制度( 医疗救助制度以及生活和医疗同时救助制
度的减贫效果' 结果显示' 单独实施的生活救助制度比单独实施的医疗救助制
度更能有效降低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 但是' 不论是何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社
会救助设计' 都难以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在上述研究结论下'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制度至少需要讨论三个问题!

$)% 为何按照当前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中普遍采用的界定方法$即界定方
法*% ' 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和致贫率分别高达*#4*&^和$4\#^) $*%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制度的政策目标是什么) $"% 如何化解中国因病支出
型贫困风险)

针对第一个问题' 可能的原因有三! $)% N[EH调查数据可能存在高报个人
自付医疗费用( 低报医疗保障制度报销费用的倾向* 根据对*#)+ 年N[EH全国
代表性样本的数据清理' 发现*#)+ 年N[EH调查的医疗总费用$含医疗费用和
非医疗费用% 的医疗保障总体报销比例仅为"*4+$^* $*% 大量因病支出型贫
困户属于因收入过低而非自付医疗费用过高而致贫* 仅从收入核查的角度$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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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子女抚养( 资产等条件限制% ' 目前' 低保制度的漏保率和错保率较高*

$"% 自付医疗费用分布极不均衡* 剔除家庭收入和自付医疗费用缺失数据后'

*#)+年N[EH调查中的% +$( 户家庭中' 自付医疗费用为# 元的家庭有) #%)

户' 小于) ###元的有" *"&户' 大于)# ### 元的有&\" 户' 大于$# ### 元的
有&+户* 因此' 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报销比例以及提高低保制度瞄准
率' 有助于降低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

针对第二个问题'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需要在受益面和保障力度
上进行权衡* 如果政策目标是尽可能降低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 那么' 应以
生活救助制度为主' 且不宜设置救助起付线* 如果政策目标是解决极少部分家
庭的高额医疗费用负担' 防止出现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现象' 那么' 应该以医疗
救助制度为主' 且设立较高的起付线* 从风险'保险理论出发' 保大病更具有
经济效率' 管理成本低' 且更能化解高额医疗费用风险1 反之亦然* 因此' 在
受益面和保障力度的权衡上' 本文建议向后者倾斜' 突出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
救助政策的保大病特征*

这意味着' 当前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广为采用的因病支出型
贫困界定方法*' 即+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医疗支出'低保标准m#, 标准
过于宽松' 应该使用更加严格的界定方法* 比如' 可以采用界定方法)' 即+人
均收入'人均医疗支出m#, 或界定方法+' 即+年度人均纯收入'单个家庭医
疗支出m#, * 同时' 应以医疗救助制度为主体' 并设置一定的医疗救助起付线*

针对第三个问题' 由于资金有限' 目前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制度
无力兜底解决因病支出型贫困问题* 要解决因病支出型贫困必须有充足的资金
来源* 因此' 必须以资金充足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为主体来解
决因病支出型贫困* 目前'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实际报销比例较低' 尤其是门诊
报销比例极低' 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同时' 还应该考虑多渠道筹资' 比如鼓
励单位互助( 商业健康保险和慈善救助等制度合力提升因病支出型贫困保障力
度* 同时' 还应提高低保制度的瞄准率' 以医疗救助为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
助制度的主体并设置一定的医疗救助起付线*

'二( 政策建议

就政策建议而言' 首先' 应将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目标定位于
提高少数因病支出型贫困户的救助力度' 而非撒胡椒面* 为此' 在界定方式上'

应以更加严格的标准界定因病支出型贫困' 以医疗救助制度为因病支出型贫困
社会救助政策的主体' 并设置一定的医疗救助起付线* 其次' 应多渠道筹集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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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尤其是要提高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 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解决因
病支出型贫困问题* 同时' 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 多渠道筹集资金* 再次' 应
提高低保制度的瞄准率' 以更高效( 公平地利用社会救助资金降低因病支出型
贫困风险*

'三( 研究展望

由于本文主要属于一项探索性研究' 未来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比如' 未
来研究可以考虑利用其他数据' 分解门诊自付费用和住院自付费用对因病支出
型贫困发生率的贡献* 并且' 未来研究还可以考虑借鉴贫困相关研究' 测算因
病支出型贫困的广度( 深度和强度* 同时' 还可以考虑使用跨时段数据分析中
国因病支出型贫困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此外' 由于因病支出型贫困救助
制度属于事后救助' 本文假定家庭自付医疗费用为静态的' 并未考虑医疗费用
随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介入而变化* 当然' 这一问题的解决' 仍取
决于是否存在更高质量的微观数据* 最后' 医疗保险制度( 大病保险制度等医
疗保障制度以及医疗服务供方改革' 比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医疗服务供给体
系等' 对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影响' 仍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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