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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为什么要实现全民覆盖

促进与保护健康对于人类福祉和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30 多

年前《阿拉木图宣言》的签署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宣言》指出，“人人

享有卫生保健”不仅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因此，人们把健康列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也不奇怪，在许多国家，对健

康的关注仅次于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如失业、低工资以及生活成本过高等 [1, 2]。

因此，在政府设法满足人民期望时，健康问题往往成为一项政治问题。

促进和维持健康有很多方式。有一些方式已经不在卫生部门的权限范围

之内。“人们生长、生活、工作以及变老的环境”对人们的生死状况有着非

常大的影响 [3]。教育、住房、食物以及就业等问题都会对健康产生影响。解

决这些方面的不公平将会减少健康的不公平。

但是，能够及时获得卫生服务也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健康促进、疾病预防、

治疗和康复等。除了少部分人群之外，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卫生筹资体系的

话，这一点很难实现。这决定了人们在需要时是否能够获得卫生服务，同时

也决定了卫生服务是否存在。

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于 2005 年承诺建立本国

的卫生筹资体系，从而保证其国民能够获取卫生服务，同时不会因为支付这

些卫生服务费用而遭受经济困难 [4]。这一目标被定义为全民覆盖，有时也称

为全民健康覆盖。

在为这一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各国政府面临三个主要问题。

1．卫生系统如何筹资？

2．卫生系统如何保护人们因为疾病和支付卫生服务费用而导致的经济

后果？

3．卫生系统如何促进可利用资源的最佳使用？

所有国家必须保证覆盖是公平的，同时采取可靠方法来监督和评估工作

进展。

在本报告中，世界卫生组织概括了各国应如何修改其卫生筹资体系，从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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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快地实现全民覆盖的目标，并维持目前已取得的成就。报告将最

新研究和各国所取得的经验综合成为一系列的可行性行动，所有不同

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可以考虑采用这些行动，并可根据本国的需求进行

调整。同时报告为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些支持低收入国家来实现全民覆

盖的方法。

当今全球都在应对经济低迷问题，与经济全球化并存的疾病全

球化问题以及随人口老龄化而来的对慢性病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加的问

题，各国对实现全民覆盖以及卫生筹资的需求变得前所未有的紧迫。

现状

2005 年世界卫生大会 58.33 号决议称，人人都应该能够获得卫

生服务，同时不会因为支付卫生服务费用而遭受经济困难。对于这两

点，世界各国距离实现全民覆盖还有很长的距离。

从服务覆盖面来说，一些国家特别的低，例如，由专业卫生人员

接生比例最低的一些国家只有 10%，而在一些孕产妇死亡率最低的国

家，这一比例接近 100%。在同一国家内，这种差别同样存在。富裕

女性获得服务的覆盖率通常与此相近，不论她们居住在什么地方，而

贫穷女性则没有这种机会。人群中最富裕的 20% 女性由专业卫生人

员接生的比例比贫穷女性高 20 倍。

从现在到 2015 年，如果在 49 个低收入国家缩小富裕与贫穷人群

之间卫生服务覆盖率的差距，将能够挽救 70 多万女性的生命 [5]。与

此相同，富裕儿童寿命远长于贫穷儿童 ；缩小 5 岁以下富裕儿童与贫

穷儿童卫生服务覆盖率的差距，特别是开展常规免疫接种，将挽救

1 600 多万儿童的生命。

但是收入并不是影响卫生服务覆盖率的唯一因素。在许多情况下，

移民、少数民族以及土著人享受卫生服务都远低于其他人群，尽管他

们的需求可能更高。

另一方面，当人们利用卫生服务时，他们通常需要为接受的服务

支付很高甚至有时是灾难性的支出。

在一些国家，每年最高有11%的人群都要遭受这么重的经济困难，

5% 的人群被迫变得贫穷。从全球来看，每年有大约 1.5 亿人要遭受

灾难性支出，而有 1 亿人被推向了贫困线以下。

生病给人（通常包括看护人员）带来的另外一个经济危机就是失

去收入。在大多数国家，病人的亲属在病人生病期间可以提供一些经

济支持，不论数量多少。对那些因病而不能工作的人，获得更多的正

规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却很少见。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称，世界

上只有 1/5 的人享有全面的社会保险，可以覆盖因病失去收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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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群没有任何一种正式的社会保障。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和南亚只有 5% ～ 10% 的人群被社会保障覆盖，而在中等收入

国家，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为 20% ～ 60%。

卫生筹资是医疗卫生保障措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为此，世界卫

生组织和联合国下设的国际劳工组织作为领导机构联合发起行动，帮

助世界各国建立综合性的社会保障平台，包括本报告中讨论的经济风

险保护类型和当人们生病时收入替代性保障与社会补助等 [6]。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有三个最基本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限制了各国实现全民覆盖。第

一个是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富裕，都没有

能力确保人人能够立即获得可以改善其健康状况或者延长生命的每一

项技术和干预措施。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最贫穷的国家，几乎不能提供什么卫生服

务。

实现全民覆盖的第二个障碍是过度依赖人们在获取卫生服务时的

自付费用。这些费用包括药费、咨询及诊疗费用。即使人们具有某种

形式的医疗保险，他们可能还需要以共付、共险或起付线形式进行支

付。

人们一定要在接受卫生服务时以自费的形式支付费用，这阻碍了

数百万人在需要卫生服务时对服务的利用，不论这种付费是正式的还

是非正式的（私下交易）。而对于那些不得不进行治疗的人群，这一

点最终将导致他们遭受经济困难，甚至贫穷。

迅速实现全民覆盖的第三个障碍是卫生资源使用的效率低下和不

公平。据保守估计，被浪费的卫生资源占资源的 20% ～ 40%。减少

这种浪费将极大改善卫生系统提供优质卫生服务的能力，改善人类健

康状况。提高卫生系统效率通常还可以使卫生部更容易从财政部获得

额外的资金支持。

这样，实现全民覆盖的道路就变得相对简单——至少从理论上是

这样的。各国必须筹集足够的资金，减少对卫生服务自费支付的依赖，

并改善卫生服务的效率和公平性。这些问题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进行讨

论。

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在过去 10 年中已经证明，实现全民覆盖不是

高收入国家的特权。例如，巴西、智利、中国、墨西哥、卢旺达以及

泰国最近在解决以上三个问题方面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加蓬已经

引进创新方式来筹集卫生经费，包括对移动电话使用进行征税 ; 柬埔

寨引入健康公平基金，覆盖了贫穷人群的卫生费用，黎巴嫩已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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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初级卫生保健网络的效率和质量。

同时，很明显每个国家都可以在以上三个关键领域中的至少一方

面做得更好。即使富裕国家现在也认识到，在面临费用和期望升高的

情况下，他们需要不断地重新评估如何才能向前发展。例如，德国已

经认识到，该国人群老龄化现象意味着，就业人口在总人群中的比例

已经减少，因此依靠传统的以工资为基础的保险筹资机制筹集社会健

康保险资金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德国政府开始从一般性财政收入

中为社会健康保险系统投入额外的资金。

为健康筹集足够的资源

尽管依靠国内财政支持实现全民覆盖对其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但

是，期望低收入国家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实现全民覆盖有点不切实际。

为迅速提高卫生服务可及性，最贫穷国家仍需要国际社会的财政支持

来支持其国内所做出的努力。

要实现这一点，了解可能需要的费用非常重要。最近的一项对所

需费用的估计表明，要实现卫生千年发展目标（MDGs），保证重要

干预措施的可及性，包括 49 个低收入国家对非传染病的控制，这些

国家到 2015 年人均（未加权）需要投入 60 多美元，远高于目前投入

的 32 美元。2015 年的这个数字包括扩大的卫生系统的费用，以便卫

生系统可以提供指定的干预服务。

因此，实现全民覆盖的第一步是保证最贫穷国家拥有这些资金，

同时经费支持在未来的年份中可以持续增长，从而保证这些国家可以

扩大卫生服务覆盖面。

但是，即使目前的卫生经费已经超过估计的最低卫生费用的国家

也不能掉以轻心。要达到卫生千年发展目标并保证针对非传染病的重

要干预措施的可及性（上述估计的费用中已经包括了这些干预措施），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随着卫生系统的不断发展，对于更多服务、更高

质量和（或）更高水平经济风险保护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

高收入国家也在不断地寻求资金来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期望，

同时为促进健康而迅速增加的技术研发买单。

如果政府和人民都来努力，各国在国内筹集到更多的卫生经费还

有很大的余地。有三种主要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点，同时还有第四种方

式，即增加卫生发展援助，使之更好地为健康服务。

1. 增加国家征税的效率。即使在一些高收入国家，避税和低效

的税收及保险费征收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征收税款和健康保险费的

实际困难是有案可稽的，特别是在有很大一部分非正式部门存在的国

家。改善征收的效率可以增加经费的筹集，从而用于提供卫生服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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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人民购买服务。印度尼西亚已经全面修订了该国的税收体系，为

整个政府经费，特别是卫生方面的经费带来了显著的好处。

2. 调整政府预算优先顺序。在分配政府预算时，一些政府通常

将卫生预算安排在相对较靠后的位置。例如，很少非洲国家达到了

2001 年《阿布贾宣言》中非洲各国首脑认可的目标，即将政府预算

的 15% 用于卫生 ；该地区签署这一宣言的国家中的 19 个国家现在政

府卫生投入甚至低于 2001 年。不过，坦桑尼亚卫生投入占财政总预

算的 18.4%，利比亚为 16.6%（该数字包含外部伙伴通过政府投入的

份额，很难从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整体，49 个低收入国家政府卫

生投入的比例如果可以增加到 15%，这些国家每年将从国内多筹集到

150 亿美元的卫生费用。

3. 改革筹资途径。目前人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帮助富裕国

家为贫穷地区筹集更多的卫生经费。卫生系统创新国际筹资高级别专

题小组通过增加机票、外汇交易和烟草的税收方式，每年为全球卫生

系统多筹集到 100 亿美元的经费。高、中、低收入国家都可以考虑采

用其中的一些机制作为国内经费筹集方式。在一些国家，征收外汇交

易税可以筹集到大量经费。例如，印度有一个非常大的外汇交易市场，

每天的交易额达到 340 亿美元。如果印度认为这一途径合适，对现有

货币交易量征收 0.005% 的税收每年将可以收到大约 3.7 亿美元的费

用。其他方式包括海外债券（卖给国外移民）以及对一些产品和服务

征收固定税，如移动通讯。每一种税收对经济都有某种类型的负面影

响，同时可能会受到那些有既得利益的人的反对。各国政府需要采取

那些最适合本国经济发展并可能获得政治支持的方式。另一方面，对

那些有害健康的产品征收税款可以降低该产品的消费，同时筹集更多

的资金，因此对改善该人群的健康具有双重收益。在 22 个有相关数

据的低收入国家，对烟草多征收 50% 的消费税将可以多筹集 14.2 亿

美元的资金。如果这些经费都用于卫生，可使有些国家政府卫生投入

增加 25% 以上，最高可以增加 50%。对酒精饮料税收比例提高到零

售价的 40% 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在 12 个有数据提供的低收入国家，

估计显示，酒的消费量将降低 10% 以上，而税款将增加 3 倍，达到

这些国家卫生总费用的 38%。许多国家都有提高烟草和酒精税款的潜

在可能性。即使只有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卫生方面，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也会大大增加。一些国家还考虑向其他有害产品收税，如含糖饮料、

高盐食品或者富含反式脂肪的食品 [7, 8]。

4. 卫生发展援助。尽管所有国家，不论富裕或者贫穷，都可以

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卫生经费或者扩大经费来源，但前述 49 个低收入

国家中只有 8 个国家可以单独依靠国内资源筹集到 2015 年可以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的经费。全球团结一致必不可少。这些低收入国家仍面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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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巨大的经费差额，这也突出了对高收入国家的需求，高收入国家需

要兑现官方发展援助（ODA）承诺，并努力提供支持改善援助的效果。

虽然创新筹资方式可以为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提供补充，但如果各国

马上兑现当前的国际承诺，低收入国家的外部资金将比以前增加 1 倍

多，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估计所需经费差额将得到根本解决。

消除获取卫生服务的经济风险和障碍

尽管充足的资金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人们由于必须立即支付服务

费用而遭受经济困难或者不能使用卫生服务，全民覆盖就不可能实现。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患者就要遭受因支付服务费用而导致的经

济困难。他们必须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支付和获得卫生保健服务，而

这样通常意味着他们要在支付卫生服务费用还是支付其他必需品的费

用之间进行选择，其他必需品包括食物或者儿童教育等。

在需要支付医疗费用的地区，不论经济状况如何每个人都要支付

同样的费用。在病人和健康人之间，或者富人和穷人之间没有实现正

规的社会互助互济。直接付费还使卫生服务费用无法分布到人生的不

同阶段。在直接付费体系下，人们无法在年轻和健康的时候储蓄他们

变老和需要的时候提取的健康基金。结果，遭受经济困难和贫穷的风

险很高，同时，全民覆盖也不可能实现。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某种形式的患者直接支付费用，有时称为

分担费用，国家越穷，卫生总费用中患者直接支付费用占的比例越高。

在 33 个收入最低的国家中最极端的例子为，2007 年病人患者直接支

付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

减少对患者直接支付依赖的唯一方式是政府鼓励风险共担、预付

款方式，这也是大多数即将实现全民覆盖的国家采用的方式。当人们

开始采用预付款和统筹机制，实现全民覆盖也将变得更加现实。这些

机制的基础是在疾病发生前通过某种形式进行融资，并用于为每一个

被覆盖的人支付卫生服务费用——包括患者和残疾人的治疗和康复以

及所有人的预防与健康促进。

只有当患者直接支付费用降低到卫生总费用的 15% ～ 20%，经

济困难和贫穷发生的机会才能降低到可以忽略的水平。这是很难实现

的目标，较富裕国家有望达到，但其他国家可以设立更适当的短期目

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区域的成员国最近设立的

目标是将患者直接支付费用降低到卫生总费用的 30% ～ 40%。

资金可以通过多种资源筹集收入和工资税、烟草和酒精产品的扩

大增值税或消费税，以及（或者）保险费。预付费管理制度比资金来

源更重要。这些费用是否应该强制收取？谁来支付？支付多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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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支付？无力支付保险费用的人怎么办？统筹资金的管理也需要政

府来决策，资金是作为统一政府税收管理？还是以一种或多种健康保

险金进行管理？是社会的、私人的、社区的还是小额资金方式管理？

一些国家的经验为这类政策制定提供了三个教训。

首先，各国都有一定比例的人群因为太穷而不能支付收入税和保

险费。他们需要从统筹资金中得到补贴，通常是从政府税收中获取。

这类援助可以采用直接向其提供政府资助服务的形式或者通过补贴保

险费的形式。那些所有人群都可以获取一整套卫生服务的国家通常统

筹资金的水平相对较高，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5% ～ 6%。

其次，参保必须采用强制方式，否则富人和健康人可能会选择不

参加，这样将筹集不到足够的经费来满足穷人和病人的需求。虽然采

取自愿保险方案可以在缺少广泛预付款和统筹基金的情况下筹集到一

些资金，同时也有助于使人民了解保险的益处，但是为无力支付保险

费的人群覆盖卫生服务的能力有限。因此制定长期计划，增加预付款

并将社区和小额保险整合成统筹基金非常重要。

再次，从长期来说，采取保障一部分人群健康需求的融资方式并

不可行。几种花费昂贵的疾病就可以使其消耗殆尽。多个融资方式，

每个都有自己的管理机制和信息系统，这样效率不高且很难实现公平。

通常来说，任何一种统筹资金都将为相对富裕人群提供较高收益，而

这些相对较富裕人群又不愿意为穷人往往是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进行

补贴。

有多种融资方式共存时 , 可以采用交叉补贴的方式，但还需要有

政治意愿和技术和管理能力。例

如，在荷兰和瑞士，不同保险计

划之间可以进行资金转拨，可以

从卫生服务需求较少的保险人群

（发生费用也较少）向更多卫生服

务需求较多的高危保险人群转移。

即使在已经有预付费和融资

机制的地方，仍需要在提高覆盖

人群比例、扩大可提供卫生服务

的范围以及承保更高比例的卫生

服务费用之间进行权衡（图 1）。

图中的盒子表示“当前的统筹基

金”，描述了在一个虚拟的国家内

的情况 ：这个国家内大约一半的

公民通过医疗保险可以享受大约

一半的现有服务，但是这些服务

概要

图 1 实现全民覆盖需要考虑的三个方向

Direct costs:
proportion 
of the costs 
covered

Population: who is covered?

Include
other 
services

Extend to 
non-covered

Reduce 
cost sharing 
and fees

Current pooled funds

Services:    
which services 
are covered?

来源 ：改编自参考文献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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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半的费用由统筹基金承担。为了更接近全民覆盖，这个国家将

需要扩大医疗保险范围，提供更多的服务，并且（或者）让统筹基金

承担更多的卫生服务费用。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历史悠久的欧洲

国家，这种“当前的统筹基金”几乎覆盖了整个国家。但是通常所说

的实现了全民覆盖的高收入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让本国的所有国民通

过医疗保险免费地且在不需等候的情况下享受所有现有的卫生服务。

各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选择，均衡各种服务并利用统筹基金来支付卫

生服务费用。卫生服务排队时间因国家不同而存在着很大差异，可能

不会提供一些昂贵的服务，公民可能以直接付费的形式自己承担不同

比例的卫生服务费用。

然而正是由于有了预付费和集资，这些国家的每个人都能使用一

系列卫生服务（预防、促进、治疗和康复），并且几乎每个人都可以

免于面对卫生服务费用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即使由于公民和卫生服

务提供者的期望、政治环境以及可用资金导致具体细节有所不同，但

是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各国将通过不同的路径实现全民覆盖，具体取决于各自的起点以

及开始的方式，沿着图  1 内列出的三个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例如，

在一些只有社会精英覆盖在卫生服务范围内的地区，首要任务是迅速

实现让人人都有医疗保险的制度，无论贫富，即使统筹基金承保的服

务范围和医疗费比例相对较小。与此同时，在一个基础广泛的体系内，

只有少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险，那么该国家可能最初选择有针对性的方

法来确定哪些人是被排除在医疗保险体系外的，从而采取措施确保他

们获得医疗保险。在此类情形里，这些国家能够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医

疗保险，并且（或者）承保更高比例的卫生服务费用。

最后，实现全民覆盖需要恪守覆盖 100% 人口的承诺，并且在一

开始就制定针对这一目标的计划，即使这些目标可能不会马上实现。

获取卫生服务的其他障碍

消除患者直接支付中潜在的经济障碍可以帮助贫穷人群获得卫生

服务，但是并不能完全确保其获得服务。最近针对患者不能完成慢性

病治疗原因的研究结果显示，交通成本与失去收入可能比卫生服务费

用对患者的影响更大。此外，如果某项卫生服务无法获得或者无法就

近获得，那么即使服务是免费的，人们也难以利用。

许多国家都在寻找克服这些阻碍的方法。有条件的转移支付，即

如果人们采取某些促进健康的行为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现金补助（通常

是与预防有关的行为），这一方式相当于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卫生服

务的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包括采用按期结账和报销的方式补偿交通费

用，同时小额贷款的方式也可以使贫穷家庭的成员（通常是女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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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钱机会，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包括寻求或者获取卫生服务的过程。

提高效率并消除浪费

筹集足够的卫生经费势在必行，但是只有资金并不能保证实现全

民覆盖。通过预付款和建立统筹基金来解决经济障碍也不能保证实现

全民覆盖。最终需要确保卫生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所有国家都有利用现有的卫生资源获得更高产出的可能性。目前

的情况是，虽然有便宜的、效果相当的药物可供使用时，却通常使用

昂贵的药物。在一些机构，抗生素和注射过度使用，库存缺乏但浪费

现象普遍，同时购买机构和供应方的谈判的价格差别巨大。减少药物

方面不必要的开支，更合理利用资源，加强质量控制，可以为各国节

省最高 5% 的卫生费用。

报告中概述了造成效率低下的最常见原因，其中药物问题占了三

项。其他六项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发挥技术和卫生服务的最大功效。

 激发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提高医院工作效率。

 提供及时正确的卫生保健服务以减少医疗过错。

 消除浪费和腐败。

 认真评估所需卫生服务。

保守地说，用于卫生保健的资源中 20% ～ 40% 都被浪费了，这

些被浪费的资源可以重新得到有效利用，将有助于实现全民覆盖。

所有的国家，不论收入水平如何，都可以采取措施减少无效资源

使用，这需要根据报告中提出的分析方法，对当地无效资源使用的现

状和原因进行早期评估。无效资源使用有时可能是因为用于卫生的资

源不足，而不是太多。例如，由于工资水平低下，所以医务人员通过

做兼职来补充收入，从而降低了其本职工作的产出。因此，我们很有

必要对卫生费用进行评估，同时评估合理解决方法对费用可能产生的

影响。

可以采用激励措施来提高效率，这种激励可以成为医务人员工资

的组成部分。按项目付费的方式容易使医务人员诱导需求，为那些可

以负担起费用的人或者费用由统筹资金（如税收和保险）支付的人提

供过度医疗服务，为那些不能支付医疗费的人提供的服务又不足。

许多其他备选方案都已经尝试过。每种措施各有利弊。在以按项

目付费方式为主导的国家，政府和保险公司不得不引入控制措施以控制

过度服务。这些控制措施可能实施起来耗资巨大，需要额外的人力资源 

和基础设施，从而对服务使用（以及可能的过度使用）进行评估和监督。

xvii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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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些地方，按项目付费方式在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层面已经

被按人头收费制度所代替，或者被按病种收费形式所代替，例如在医

院中的按照疾病诊断相关组付费。按人头付费指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

内向到某医生就诊或者某机构治疗的每个病人收取固定的费用，不管

提供的服务种类和数量。按病种收费指的是对每种疾病收取固定的费

用，同样不论治疗的强度或持续时间。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减少对过度服务的诱导。但是，有争论认为疾

病诊断相关分组支付方式（也就是说，对每个治疗过程收取标准的费

用，不论患者在医院停留的时间长短）可以诱使医院让患者提前出院，

然后很快又要住院治疗，这样一个患者就成了两个患者。

向服务提供者的付费方式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一些

国家建立了综合支付体系，认为这种方式比单一的付费模式更有效率。

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购买服务也是有可能的，通常称之为战略

性购买。按照传统做法，卫生服务提供者按照其所提供的服务获得补

偿并且 / 或者由中央政府根据上一年的预算向其他各级政府、部门和

项目实施单位拨付预算。这种做法即被称为被动购买。而更加主动的

购买则能够通过对国民的健康需求以及其在各国之间的差异的审查来

提高购买的质量和效率 ：哪种干预措施和服务可以在既有的资源下最

好地满足患者需求和期望？用哪一种方式来组合促进、预防、治疗和

康复服务更合适？这些干预和服务如何购买？如何提供？向谁购买？

谁来提供？

战略性购买在被动购买和主动购买之间绝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问题。各国需要根据其各自的对必要信息的收集、监控和诠释能力决

定可以运作购买模式的范围，同时鼓励并执行相应的质量和效率标准。

被动购买往往会导致效率低下。各国越接近实现主动购买，该国卫生

系统的效率可能就越高。

覆盖中的不公平问题

政府有责任保证所有的卫生服务提供者，不论公立的还是私营的，

采取适当措施用经济高效的方式有效地满足患者的需求。他们还需要

确保一系列针对预防和健康促进的人群服务项目的使用，例如通过大

众传媒项目来宣传降低烟草消费，鼓励母亲带自己的孩子进行免疫接

种。

政府还有责任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服务，并且保

证每个人不会因为使用服务而遭受经济风险。这可能与提高效率相矛

盾，因为利用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往往不是最公平的。例如，通常将卫

生服务场所设置在人群集中地区更有效，但是要使农村贫穷人群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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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就需要将卫生服务场所设置的离他们近一些。

政府还必须认识到，免费的公共服务可能被富人所享受，尽管他

们的需求可能较少，但是却比穷人使用的多。在一些国家，只有最富

裕的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服务，而在另一些国家，只有最穷的人被排除

在外。某些人群可能被很多系统的缺口漏掉，他们被排除这些公共服

务的形式也有所差别。我们必须重视妇女、少数民族和移民人群在获

取服务时面临的困难，以及土著人群的特殊问题。

行动纲领

在卫生服务筹资的道路上，没有哪个国家是从零开始的。所有国

家都具有一定形式的筹资体系，且必须按照其价值观、约束条件和机

遇来构建。这一过程可以且应该从国际、国内经验中得到启示。

只要有政治意愿，各国都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提高卫生筹资数

量、使其筹资渠道多样化、通过预付费和统筹基金来降低对患者直接

支付的依赖，并更有效公平地使用资金。

在提高效率和公平性方面，卫生系统可以成为一个先行者。卫生

决策者可以采取很多措施来减少漏洞，尤其是购买过程中的漏洞。他

们也可以采取措施，改善卫生服务的提供和整个系统的效率，包括采

用制定法规和立法的方式——其他部门可以跟着遵循这些模式。

简单地从现有模式中选择或者引进在其他领域有效的模式是不够

的。卫生筹资策略需要根据本国情况来制定，在现有的形势下来推进

全民覆盖。因此，各国都需要提高其分析了解本国现有系统优势和劣

势的能力，从而对其卫生筹资策略进行相应的改革，并实施、监测和

不断完善其卫生筹资改革策略。

推动并支持改革

以上所述的经验教训主要是关于卫生筹资改革的技术挑战。但技

术层面只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促进

思考和改革的行动也必不可少。

图 2 描述的卫生筹资决策全过程只是一项指南，不可当作蓝图。

我们所构想的过程在描述时具有概念不连续的特点，但事实上这些过

程会相互重叠，并在不断进化。

这里描述的 7 项行动不仅仅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经济风险保护

能力和卫生服务覆盖范围达到相当高水平的高收入国家也需要不断开

展自我评估，确保筹资系统在面对不断变化的诊疗实践和技术、日益

增长的需求和逐渐加重的财政限制时能够一如既往地实现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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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筹资策略的设计和执行，讲究的是不断变更，而不是一味朝

着某个设想的完美目标前进。首先要明确卫生筹资体系的原则和目标，

确定全民覆盖在特定国家的含义。这些内容构成了形势分析的基础（行

动 2）。行动 3 确定了经费需要及其随时间如何变化的情况，这需要

考虑有多少人是自己支付费用，有多少费用用于非政府部门。行动 4

分析了潜在的约束实现全民覆盖计划制定和实施的因素，行动 5 和行

动 6 概述了具体策略的设计和实施。

图 2 卫生筹资决策过程

行动 1

建立长期目标

行动 7

监测和评价

行动 2

现状分析

行动 3

财政评估

行动 6

实施

行动 5

变革战略

行动 4

约束条件评估
见表 5.1

扩大到未覆

盖的人口

覆盖其

它卫生

服务

降低成

本分摊

和费用

直
接

费
用

：
费

用
覆

盖
的

比
例

人口 ：覆盖多少人口？ 服务
：覆

盖哪些服务？

目前的统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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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开始总结自己朝着预定的目标（行动 1）前进了多远

时，说明卫生筹资决策过程已经全部完成（行动 7），这时国家可以

重新评估自己的战略，制定新的计划，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一个持续

学习的过程，根据系统运作现实情况的反馈，不断进行再评价和调整。

卫生筹资系统必须进行变革，这不仅是因为该系统始终存在进步

的空间，而且是因为这些系统所服务的国家也在改变 ：疾病模型在变

化，资源不稳定，卫生机构在发展或衰落。

外部伙伴的实际行动

如上所述，许多最贫穷的国家很多年内都很难依靠自己国内资源

实现全民覆盖——即使是卫生保健服务需求不太大的国家。为了使最

贫穷国家迅速扩大规模，外部伙伴需要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增加

捐助份额。单独这一行动将可以基本弥补前述 49 个低收入国家卫生

费用的缺额，并在 2015 年前挽救 300 多万人的生命。

创新资金来源可以对传统官方发展援助（ODA）进行补充。正

如卫生系统创新国际筹资高级别专题小组所建议的那样，前面讨论的

某些创新筹集资金方式可以应用于国际水平。其中一些方式已经得到

实施，例如千年基金会的大众善行（MassiveGood）行动。许多创新

筹资机制并不需要全部得到国际的一致认可。如果每一个高收入国家

只引进前面讨论的一条方案，那么就可以多筹集相当大数量的资金，

支持最需要支援国家更快地实现全民覆盖。

外部伙伴还可以帮助受援国进一步加强其筹资体系。当前援助国

通常采用多个资金捐助渠道，这使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交易成本大大增

加。与目前国内需要大量会计师、审计师及精算师相比较，和谐的筹

资系统可以没有许多审计、监督和评估机制，同时还可以解放卫生行

政部门和一些其他政府职员，使之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扩大卫生服务

覆盖面上。

国际社会通过实施《巴黎宣言之援助效率》以及随后的《阿克

拉行动议程》的相关措施，取得了较大进展。国际卫生伙伴组织及相

关机构也力图根据实施宣言和议程中的原则开展行动。但是，仍有许

多问题要解决。2009 年，有超过 400 个国际卫生代表团到越南考察。

卢旺达政府须向各捐助者报告超过 890 项卫生指标，其中仅与艾滋病

病毒（HIV）和疟疾有关的指标就高达 59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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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希望

世界卫生报告中第一个关键信息是，在实现全民覆盖的进程上，

没有捷径。尽管如此，全世界大量的经验表明，各国都可以比过去更

快地向前发展，并采取行动保持已经取得的成绩。各国都有可能筹集

更多的资金并扩大资金来源。各国都有可能抛弃患者直接支付方式而

实施预付费和建立统筹基金的策略或者确保卫生费用的增长从根本上

不再过高的依赖患者直接支付，更有效更公平地使用资源。

世界各国已经确立了很好的筹资原则，那些将原则付之实践的国

家也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目前是吸取并发展这些经验教训的时候了，

因为各国都有空间可以通过进一步地采取措施，加快或维持实现全民

覆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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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a  在本报告中，名词“卫生服务”包括健康促进、预防、治疗和康复，包括针对个体的服务（如

儿童免疫或结核病治疗）以及针对群体的服务（例如大众戒烟运动）

世界卫生报告全文.indd   23 2010-11-16   11:49:10



世界卫生报告全文.indd   24 2010-11-16   11:49:10



第 1 章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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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键信息

  改善医疗不仅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而且是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必

备条件。要想实现世界卫生组织章程内所说的让人人都享有 “最高的

现有医疗标准”，需要许多国家开始或继续推进全民覆盖进程，并且

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保持其他国家已经取得的成果。

  为了实现全民覆盖，各国需要能够让人们在不会陷入经济困境的情况

下使用所有类型包括促进、预防、治疗和康复的卫生服务的筹资体系。

  现在有数百万人由于在治病的时候必须支付卫生服务费用而不能去看

病。由于必须在治病的时候支付卫生服务费用，许多人在治病后却陷

入了经济困难的境地，甚至变得贫困。

  取消在治疗时患者直接支付，而变为预付费的方式，对于避免由于患

者直接支付而导致的经济困难是一项重要措施。把预付费集中起来就

可以提高人们使用所需卫生服务的水平，并且让所有人共同承担疾病

治疗带来的经济风险。

  统筹基金永远也无法让所有人都通过保险来免费获得所有需要的卫生

服务。各国仍将不得不对如何以最佳方式利用这些基金做出艰难的选

择。

  从全球范围来看，实现全民覆盖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是不同个人收入

水平的国家最近通过筹集更多的医疗资金，更有效地整合这些资金以

分散经济风险和提高效率等策略，已经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取

得了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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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这起事故发生于 2006 年 10 月 7 日，Narin  Pintalakarn 在骑摩托车转

弯的时候摔了下来，撞到了一棵树。由于没戴安全帽，他的头部承受了所有

冲击力。在事故发生一段时间后，从此经过的司机发现了他，将他带到了附

近的一家医院。医生诊断他的头部严重受伤，将他转院到了 65 公里以外的

外伤中心。外伤中心确认了之前的诊断。检查结果显示他出现了硬膜下血肿，

并伴随大脑镰下疝和钩回疝症状。Pintalakarn 的颅骨多处骨折。他的大脑

已经肿胀和移位，并仍在流血，医生决定手术。他被推进了急诊室，外科医

生去除了他的部分头盖骨，以减轻脑内部的压力。同时也清除了血块。5 个

小时后，他用上了呼吸机，被送入重症监护室 , 他在重症监护室待了 21 天。

住院 39 天后，他痊愈出院。

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的不是它所描述的高水平现代医疗 , 而是此事件

不是发生在人均卫生费用接近 4 000 美元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

家，而是发生在泰国这样一个人均卫生费用仅为 136 美元的国家，这一费

用支出仅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7%(GDP)[1]。并且这名患者也不是精英阶

层，也就是说他不属于无论在哪里居住都能获得良好治疗服务的那一类人。

Pintalakarn 只是一个临时工，一天的收入只有 5 美元。

Witaya  Chadbunchachai 博士谈道 ：“泰国法律规定，无论地位如

何，所有受伤的人都应得到标准化治疗。”Chadbunchachai 博士是为

Pintalakarn 做过开颅手术的孔敬地区医院的外科医生，孔敬是泰国东北的

一个省份。据 Chadbunchachai 所说，无论治疗费用多么昂贵，医务人员都

不用考虑谁来支付手术费用，因为泰国的医疗保障体系覆盖到每个人。

每当包括中国和美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审视自己为满足本

国人口的医疗保健需求所走的道路时，全民覆盖是什么，卫生费用多少以及

以何种方式支付等都是卫生服务提供主要讨论的内容。在这份世界卫生报告

中，我们从筹资角度出发，为所有富国和贫国提供了多种建议，各国利用这

些建议既可改善人们获得优质卫生服务的途径，又不会让人们因为必须支付

卫生服务费用而遭受经济困难（专栏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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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筹资的三个关键点如下。

1. 为卫生筹集足够的资金。

2. 消除人们获得卫生服务的经济障碍并减少疾病带来的风险。

3. 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详见专栏 1.1）。

卫生服务需要资金。无论如何，医务人员的工资、基本建设、药

品购置都必须有资金保障。目前，全球每年的卫生费用大约是 5.3 万

亿美元 [1]。世界一些地区的传染病治疗费用居高不下，并且世界各地

的心脏病、癌症和肥胖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不断攀升，在这

种情况下，卫生费用只会继续上升。现在人们为了治疗疾病正在开发

更尖端的药品和疗法，这也将加剧卫生费用上升的趋势。

专栏 1.1  卫生筹资系统 ：术语解释

卫生筹资不仅是为卫生筹集资金，还涉及到向哪些人筹资、何时缴费以及如何使用筹集到的资金等问题。

征收资金用于卫生服务是大多数人对卫生筹资的理解。资金一般来自家庭、组织或公司，有时来自国外援助（被称为“外

部资源”）。资金征收的方式可以是一般性税收或专项税收、强制性或自愿性医疗保险缴费；患者直接支付，如向使用者收费；

以及捐赠。

统筹是指筹资到的经费的集中和管理，从而避免因卫生服务费用而导致的经济风险。由统筹基金内的所有成员共同分

担，而不是由得病的个人承担。统筹的主要目的是分散与使用卫生服务需求相关的经济风险。如果资金被统筹在一起，那

么就必须在疾病发生前预付资金，例如通过纳税和（或）保险的途径。大多数卫生筹资体系包括通过预付费筹集的统筹资金，

它与个人提供给卫生服务提供者的患者直接支付相结合，有时被称作“费用分担”。

购买是支付卫生服务的过程。有三种主要途径来实现这一过程。第一种是政府利用一般性政府收入以及保费（有时）

直接向自己下设的卫生服务提供者下拨预算（买卖双方一体）。第二种是制度上独立的购买机构（如医疗保险基金或政府机

关）代表一个人群（买卖双方独立）购买卫生服务。第三种是个人直接向卫生服务提供者购买服务。许多国家都使用组合

的卫生服务购买形式。

卫生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得到支付，具体详情请参阅第 4 章。购买还包括决定应该资助哪些服务，包

括预防、促进、治疗和康复的组合。这方面的内容将地在第 2 章深入探讨。

名称可以让人误解 ：每个国家在如何进行资金征收、如何统筹收入以及如何购买服务上有不同的选择。事实上，一些

国家决定从强制性医疗保险保费中筹集部分收入，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来统筹资金。一些国家只有一个

统筹基金，例如全国医疗保险基金，而另外一些国家有多个基金，它们有时是私营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健康保险。即使有

类似的筹资体系的国家，在提供和购买卫生服务的方式上的选择也会存在着显著差异。两个同样很大程度上基于医疗保险

的体系，在它们筹资的方式以及使用资金确保人们获得卫生服务的方式上也会不同 ；同样的情形也会出现在都是以纳税为

基础的两个体系。这就是传统的将筹资体系分为以纳税为基础 (Beveridge)和以社会医疗保险为基础 (Bismark)的分类方法，

对政策制定者已不再具有实用意义。

在实现全民覆盖的过程中，考虑从征收资金、统筹资金，再到使用资金的每一步的选择则重要得多。这些选择决定了

筹资体系是否有效、高效和公平，具体内容请见随后的章节介绍。

以人为本 ：在这项技术性工作的所有事项中，重要的是要记住以人为本。一方面，支付卫生服务所必须的资金来源于

民众。另一方面，筹集这些资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人们的健康和福祉。卫生筹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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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富裕的国家提供负

担得起的卫生服务，这一点似乎

更符合逻辑。的确，最接近实现

全民覆盖的国家一般卫生费用都

较高。例如 OECD 国家拥有的

人口仅占全球的 18%，但是卫生

费用却占世界的 86% ；几乎所有

OECD 国家每人每年的卫生费用

都超过了 2 900 美元。

但是低收入国家的医疗保障

覆盖范围并不总是很低。泰国就

是一个典型例子，尽管该国的卫

生费用比高收入国家低得多，但

是它大大改善了卫生服务的保险

覆盖范围，从而防止人们因治疗

而遭受经济困难。泰国通过改变

卫生筹资方式以及取消如向使用者收费这样的患者直接支付而做到了

这一点（专栏 1.2）。这也许是制定全民覆盖筹资体系的最关键要素 ；

许多国家仍然过分依赖患者直接支付给卫生服务提供者的方式来保障

医疗体系的自身运行。

患者直接支付

患者直接支付对健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人们在接受卫生服务

时，患者直接支付阻碍了他们利用卫生服务（尤其是促进健康和疾病

预防的服务）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延迟医疗检查。这意味着他们没有

在疾病的早期，也就是治疗的最佳时机接受治疗。据估计，世界上高

达 13 亿穷人无法利用卫生服务，只是因为他们无法在需要的时候支

付费用 [2]。他们面临着贫困和走向更为贫困的风险，因为他们病情严

重，无法工作。

患者直接支付还危及着家庭的经济状况。许多寻求治疗的人们

由于在治疗时患者直接支付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3-6]。我们对 89

个国家因病而遭受经济困境的人数（即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患者直

接支付的卫生服务费用占家庭收入的 40% 以上的人数）进行了估计。

这 89 个国家的人口总和近占全球总人口的 90%  [7]。其中一些国家每

年有多达 11% 的人口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多达 5% 的人口由于在治

疗时必须支付治疗费而被迫变成穷人。最近的研究显示，自费支付在

1 年内就将肯尼亚和塞内加尔的 10 万户家庭推到贫困线以下。南非

专栏 1.2 什么是患者直接支付

在医疗卫生方面，费用一般都是为医务人员提供的诊疗服务、医学或检查

程序、药品和其他物品，以及试验室检验服务而收取的。

不同国家卫生服务费用的收取方可能不同，可能是政府、非政府组织、宗

教机构和私营医疗机构。有时有官方批准的费用，有时有非正规的或所谓的“私

下”付费。有时候两种都存在。

即使这些费用都属于保险范围内的地区，患者一般也会被要求分担医疗费，

通常是以共同保险、共同支付和（或）起付线形式。有保险的人由于一些费用

不在保险范围内而不得不在使用卫生服务的时候直接支付现款。

起付线就是患者必须自己支付的起步费。保险公司仅赔付超过起步费以上

的费用。共同保险是参保人必须现款支付的费用的比例，而共付是受益人对每

项服务支付必须自费支付的的固定金额。

我们使用患者直接支付这个术语来统称所有这些要素。但是由于自费支付

这个术语常常用于表达相同的概念，因此我们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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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 29 万户家庭经历着同样的命运 [8]。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都会遇到此类灾难性支出问题，但是过份依

赖患者直接支付来筹集卫生资金的国家是最经常发生此类危机的国家
[9]。从全球范围来看，每年约有 1.5 亿人因类似向使用者收费这样的

患者直接支付而面临灾难性支出，有 1 亿人被推到贫困线以下 [7]。

灾难性卫生支出并不一定是由高费用的医疗处置或单个的昂贵项

目造成的。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即使相对较少的付费也可能导致经济

困难 [10]。例如，长期服药所需要的费用可以将慢性疾病患者或残疾人

逼入贫困境地 [11-13]。

自费支付不仅阻碍了人们利用卫生服务，造成了经济压力，而且

还导致资源利用上的无效率和不公平。自费支付鼓励有支付能力的人

过度享有卫生服务，而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却不能享有卫生服务（专栏 

1.3）。

统筹基金

实现全民覆盖的进度取决于是否能从足够多的人群中筹集足够的

资金，能否在必要的时候获得捐助和一般性的政府收入，以及能否将

这些资金用在人们需要的卫生服务上。以这种方式分担经济风险的人

数越多，任何一个个人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就越低。一般来说，统筹基

金的规模越大，它对抗经济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同样的道理，参加成

员过少的统筹基金可能经历“利用和索赔的极端波动”这个保险术语

所描述的情况 [16]。

要想使统筹基金存在，就必须缴费，这也正是需要预付费体系

的原因。预付费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在生病之前支付，然后在生病的时

候从统筹基金中提取。有几种不同的针对有能力支付的人的预付费组

织方式（见第 3 章），但是任何国家都有人没有能力向保障基金缴费。

最接近实现全民覆盖的国家使用

税收来满足这些人的医疗需求，

从而确保人人在需要治病的时候

都能获得卫生服务。

全民覆盖的进程以及筹资体

系的发展阶段因国家而异。例如，

卢旺达的纳税制度仍处于发展阶

段，它拥有三个医疗保险组织（专

栏 1.4）。该国今后可能会合并

单个的基金以建立一个较大的统

筹基金。

专栏 1.3 为实现全民覆盖而筹集资金

筹资体系需要具备以下具体功能。

 为所有人提供获取所需的高质量和有效卫生服务（包括预防、促进、治

疗和康复）的可及性 ；

 确保使用这些卫生服务不会让使用者遭受经济困难 [14]。

2005 年，世界卫生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各国制定自己的卫生

筹资体系，以实现这两个目标，当时制定的目标是实现全民覆盖 [15]。那些依赖

于向使用者收费等患者直接支付而资助卫生体系的国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难

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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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援助

预付费系统不发达或效率低

下、医疗需求巨大的低收入国家

存在着许多不利于通过预付费和

融资来筹集足够资金的障碍。因

此国际捐助者伸出援手就显得必

不可少。捐助者能够帮助各国摒

弃向使用者收费，改善卫生服务

的获取和经济风险保护能力的最

佳方式之一 [21, 22] 是投资于预付

费系统和融资体系的建立，而不

是单纯地资助单一项目或计划。

在过去的 5 年，许多双边机

构已经开始着眼于实现全民覆盖

的目标，帮助各国发展自己的卫

生筹资体系。这些机构还着手于

确定他们的外部经济援助怎样才

能起到支持作用，而不是妨碍这

一进程。这一点体现在《巴黎宣

言之援助效率》的采用以及随后的《阿克拉行动议程》上。国际卫生

伙伴组织以及相关方寻求将这些原则应用到卫生领域的实践当中，从

而动员捐助国以及其他伙伴发展一个单一的、由国家主导的国家卫生

战略 [23,24]。

实现全民覆盖的道路

在实现全民覆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正在改革卫生筹资方式，其

中包括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 ：中国和美国。

2009 年 4 月，中国政府宣布到 2020 年将向所有城乡居民提供

“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卫生服务 [25]。如果得到彻底执行，那

么这项改革将终结 1978 年推出的众多以市场为基础的医药卫生机制。

1978 年之前，中国政府已经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免费的基本卫生服务，

但是 1978 年之后执行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卫生体制导致患者直接支付

大幅增加，1980 年—2000 年，患者直接支付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

从 20%左右提高到 60%，让许多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灾难性的医疗支出。

这种市场机制还意味着医院不得不依靠患者的缴费来生存，同时迫使

专栏 1.4 共同分担疾病带来的风险 ：卢旺达的互助医疗保险

卢旺达政府报告称，该国 91％的人口参加了三个基本医疗保险计划当中

的一个 [17]。第一个是卢旺达医疗疾病保险，它是针对公务员的强制性社会医疗

保险计划，同时在自愿的基础上允许私营企业员工参加。第二个是军人医疗保

险计划，覆盖了所有军人的医疗卫生需要。第三个对全民覆盖来说最为重要，

是社区医疗保险组合，即互助医疗保险计划，参保人员基本上生活在农村地区

或在非正规行业内就业。这些互助医疗保险计划在过去 10 年里迅速扩大，现

在覆盖了超过 80% 的人口。大约有 50% 的互助医疗保险计划资金来自于成员

的保费，另一半由政府通过一般税收和外援捐助 [18]。

这些保险计划并不能覆盖所有卫生服务费用 ：家庭仍然要用现款支付一定

比例的医疗费，可用的卫生服务范围显然不及较富裕国家。然而，这些保险计

划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均卫生费用从 1999 年的 11 美元增加到 2007 年

的 37 美元 ；参加某种形式医疗保险的较高的人口比例已经转化为较高的卫生

服务利用率，最重要的是，健康状况已经出现了诸多改善，例如儿童的死亡率

有所下降 [19]。

在卢旺达发展全民医疗保险的早期阶段，诸多挑战仍然存在。这些挑战包

括 ：为最贫困的人提供负担得起的保费水平 ；增加可利用的卫生服务范围以及

参保总费用的比例；以及改善财务管理。卢旺达还在努力协调不同的筹资机制，

措施之一就是制定治理社会医疗保险的全国法律框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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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在开处方和开展治疗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他们的创收潜力，而不

是临床疗效。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2003 年，中国推出

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计划，以此来满足农民的看病需要 ；2007 年，

在 79 个城市开始了试点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计划。这些计划

是中国最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中国政府的目标是降低对患者

直接支付的依赖程度，到 2011 年将参加正规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从

2003 年的 15% 提高到 90%，并逐步扩大卫生服务获取途径，提高经

济风险保护的能力 [26]。

美国最近的医疗卫生筹资改革的目标是到 2019 年让之前没有医

保的 3 200 万美国人参加医疗保险 [2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实

施多项策略。例如，私营保险公司将不能够以健康状况为由拒绝参保

申请人，并且低收入个人和家庭将得到保费补助 [28]。

为实现全民覆盖的目标，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在筹资体系建立方面

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成功的例子，如智利 [29]、哥伦

比亚 [6]、古巴 [30]、卢旺达 [20]、斯里兰卡 [31] 和泰国 [32]，还有巴西 [33]、

哥斯达黎加 [34]、加纳 [35]、吉尔吉斯斯坦 [36]、蒙古 [37] 和摩尔多瓦 [38]。

与此同时，加蓬 [39]、老挝 [40]、马里 [41]、菲律宾 [42]、突尼斯 [43] 和越南 [44] 

拓展了各种预付费和融资形式，以便提高经济风险保护，尤其是针对

穷人。

从高收入国家的角度来看，27 个 OECD 国家利用统筹基金的一

系列干预措施实现了全民覆盖，而另外两个国家，即墨西哥和土耳其

则分别利用 Seguro Popular 自愿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转型计划正在朝

着实现全民覆盖的目标迈进 [45,47]。

各国都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努力实现全民覆盖的目标。他们的体

系发展有时既漫长又艰难 ；有时则既迅速又顺利 [21, 48]。

例如，韩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致力于实现全民覆盖的目标。

早期投资着重于建设基础设施，然而 1977 年在韩国高层领导人大力

支持下，与之相关的计划显著扩大 [49]。最后稳步拓展以雇主为基础

的医疗计划，从员工超过 500 人的企业开始执行，然后逐渐把企业链

条延伸到仅雇佣 16 名员工的企业，最近延伸到那些只有一名全职员

工的企业。1981 年公务员和教师被纳入该计划内，他们在提高其他

民众的参保意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反过来又对 1988 年韩国政府

将实现全民覆盖目标列为政治议程的核心起到了推助作用，当时社会

福利纲要是总统竞选的核心议题。1989 年，医疗保险范围拓展到剩

余人口，即穷人、自由职业者和农民 [50]。从那时起，筹资体系开始寻

求扩大提供的卫生服务范围和提高卫生费用覆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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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现有的成就

快速地实现全民覆盖目标并

非易事，但是保持已有的成就可

能同样困难。一些国家在面对不

断变化的情况下调整了自身的筹

资体系。例如，加纳在 1957 年

独立后开始通过政府资助的医疗

机构在卫生服务点向本国国民提

供免费的卫生服务。在最近推出

全国保险形式之前，由于遇到了

严重的资源限制，加纳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放弃了这个体系（专

栏 1.5）。

智利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在国家资助的国家卫生服务运

营 30 年后，2000 年智利选择了

公 / 私合作的办式来资助医疗保

险，保证全体国民都能获得一系

列明确规定的疾病的优质卫生服

务。疾病的种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增加，穷人已经成为主要的受

益者 [29]。

所有国家都面临不断增涨的优质卫生服务的需求、疾病威胁以及

一个用来维持和改善健康的不断增加的昂贵技术和药品的清单。卫生

服务费用的持续增长远远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就迫使政府

不得不限制各项费用。

实现全民覆盖 ：两个关键要素

经济发展速度不同的许多国家的实践已表明，实现全民覆盖目标

是有可能的。尽管如此，如果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它要实现全

民覆盖目标则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想了解我们的现状，我们就必须

重点关注之前描述的实现全民覆盖的两个关键要素 ：获得关键卫生服

务的经济可及性以及为使用卫生服务的人们提供经济风险保护的程度

（专栏 1.3）。

正如前面所述，每年全球大约有 1.5 亿人因患者直接支付遭受了

经济困难，1 亿人被推到贫困线下。这表明全球普遍缺少经济风险保

护机制，它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是最大的，但是决不仅限于低收入国

专栏 1.5 加纳 ：卫生筹资改革的不同阶段

1957 年独立后，加纳通过初级卫生保健机构网络为本国人民提供卫生服

务。医疗卫生体系的资金来源是一般税收以及一些外国捐助者的捐赠。卫生服

务都是免费的。由于加纳的经济状况在 20 世纪 80 年代持续恶化，作为国家机

构改革的一部分，加纳放开了医疗行业，私营卫生服务提供者数量的急剧膨胀，

同时为了分担政府医疗机构的费用推出了向使用者收费，这两种因素共同导致

卫生服务的利用率急剧下降，尤其是穷人对卫生服务的利用率。那些倾尽自己

的财富而寻求治疗的人们常常因此而遭受经济困难 [51]。

最近，由于加纳试图扭转这些发展趋势，自费支付在医疗支出总额中的

比例已经开始下降。这个下降的过程是从免除了治疗麻风病和肺结核等某些疾

病的治疗费用以及疫苗接种和产前护理的费用开始的。加纳还免除了极低收

入人群的治疗费用。2004 年该国推出了全民医疗保险计划，到 2009 年 6 月，

67.5% 的人口已经参保 [35]。2005-2008 年，全国门诊患者数量增加了 50%，从

大约 1 200 万增至 1 800 万人次，而住院人数增加了 6.3%，从 80 万增至大约

85 万人次。

目前，全民医疗保险计划内的每个区域互助医疗保险计划有效地构成了一

个独立的风险统筹基金。因此，分散性和持续性一样仍然是该国面临的问题，

但是加纳致力于纠正过去几十年里脱离实现全民覆盖目标轨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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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6 个 OECD 国家占总人口的 1% 以上，即接近 400 万人，因患者

直接支付经历了灾难性支出，而在另外 5 个国家则是每 1 000 人中就

有超过 5 人有同样的命运 [7]。

此外，在美国，卫生服务费用的债务是个人破产的主要原因。

2008 年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医疗费账单导致的破产数量

占在上一年的破产总数的 62%  [52]。其中的许多人有某种形式的医疗

保险，但是他们从中得到的赔偿不足以抵消高额的现款卫生服务费用。

这种现象和最近的经济危机无关 ；早在 2001 年，美国所有的破产案

例中有一半就是医疗账单所导致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因医疗费而破产还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

题，要么是因为获取卫生服务的经费充足，要么是因为大多数人无法

获得正式的贷款 [53,54]。然而，如果患者直接支付仍然居高不下，信贷

途径增多的话，这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减少与患者直接支付相关的经济困难的发生率是实现全民覆盖的

关键指标。然而，一些国家研究表明，灾难性支出后因病致贫在贫困

人口中有时很少出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钱去治疗 [55,56]。因此，人

们利用所需卫生服务的能力程度同样是评价筹资体系的重要指标。

与卫生服务的经济可及性相关的数据极少，但是我们有一些关键

干预措施的覆盖范围的信息。这些信息将提供一些阻止人们使用卫生

服务的经济障碍的线索。例如，为不满 1 岁的儿童接种白喉、破伤风、

百日咳混合疫苗 (DTP3) 挽救了无数儿童的性命，而由专业卫生人员

接生对于挽救新生儿和母亲们的

性命也是至关重要的。完全接种

了 DTP3 疫苗的儿童的比例以及

由专业卫生人员接生的新生儿的

比例的相关信息得到了广泛地报

道。

图 1.1 显示了所报道的这两

种干预措施的覆盖范围，每个数

据点代表一个国家，在横轴上从

低到高排列。许多国家在这两项

干预措施上实现或接近实现了全

民覆盖，尽管国家之间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一个极端的例子，在

16 个国家里，不到 40% 的妇女

分娩是由专业卫生人员接生，这

些专业卫生人员可以在分娩出现

并发症时挽救她们的生命。7 个

图 1.1  最近一年 a 各国在专业卫生人员接生以及注射白喉、破伤风、百

             日咳疫苗 (DTP3) 疫苗的的覆盖范围

a 覆盖范围从低到高排列

消息来源 ： 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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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 DTP3 接种覆盖范围不到 40%。这表明覆盖范围的不公平程度

因国家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对卫生服务的需求上升要求建设更多的

基础设施以及聘用更多的专业医务人员（如分娩），这是相对于其他

干预措施（如接种疫苗）而言的 [57]。

覆盖范围的不公平在各国内部同样存在。人口和卫生调查显示，

许多低收入国家的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在上述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同

样，在分娩时要比在儿童接种疫苗时拥有专业医务人员的服务上存在

着更大的差异。无一例外地，即便是低收入国家内的最富有的人，他

们也有机会使用到类似于高收入国家才有的卫生服务。然而穷人几乎

总是比富人享有的东西要少，只不过程度有所差异而已。在某些地区，

DTP3 在穷人中的覆盖范围可能只是富人的 10% [58]。

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在卫生服务的使用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 [59, 

60]。对 52 个涵盖所有收入水平的国家开展的《世界卫生调查》得到

的数据显示，在调查之前的 4 周内卫生服务利用的比例从不到人口的

10% 到超过人口的 30% 不等 [58]。在某些地区，报告表明富人使用服

务的数量是穷人的 2 倍，尽管穷人比富人更需要这些服务。

尽管引用的数据给出了覆盖范围值，但是这些数据没有反映卫生

服务的质量。现有证据表明，不公平性更多地体现在所提供的服务标

准上。换句话说，穷国的穷人不仅从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这些服务之

外，而且在他们接受治疗的时候，他们所获得的服务质量可能低于较

富有的人 [61]。

这些主要指标让人们看到了一幅令人悲伤的画面，数以百万计的

人，主要是穷人，不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卫生服务，同时数百万人由

于支付医疗费而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显然，覆盖范围低而且不公平

并不能全部归咎于筹资体系，但是我们在这份报告中认为，如果有更

多的资金，降低对患者直接支付这种筹资方式的依赖程度并提高效率，

也就是说如果解决掉所有筹资问题，那么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就可能得

到进一步的扩大。

一些国家在人们由于健康问题，如患病或怀孕，不能工作的时候

增加经济风险保护，这种保护是不涵盖在卫生筹资体系提供的经济保

障之内。国际劳工组织（ILO）收集了与带薪病假和带薪产假相关的

信息。2007 年，145 个国家规定了就业人员带薪病假的权利，尽管病

假时间和收入补偿因国家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只有 20% 的

国家规定病假期间的薪水和正常工作期间一样，而大多数国家则是规

定病假期间的薪水是正常工作期间的 50% ～ 75%。大多数国家规定

每年重病假的时间为 1 个月或更长时间，但是超过 40 个国家规定只

有低于 1 个月的病假才能是带薪病假 [62]。

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规定就业人员可以享受带薪产假，但是带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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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时间以及支付的性质同样存

在显著差异。即使法律规定了带

薪产假的权利，中低收入国家很

少有对孕产妇提供任何经济补助

的报告（专栏 1.6）。

对因病或怀孕而无法工作的

人提供经济保障一般仅限于就业

人员。通常在低收入国家内，超

过 50% 的就业人员在这段时间

内没有任何替代性的收入保障
[63]。

尽管本报告重点关注支付卫

生服务费用所需要的经济风险保

护，与健康相关的社会保障的各

项措施同样重要。因此，世界卫

生组织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合作伙

伴，同时还是联合国倡仪帮助各国制定全面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参与

者。这些包括本报告内讨论的经济风险保护类型以及更广泛的内容，

如当人们生病时收入替代性保障和社会救助 [64]。

做出正确选择

实现全民覆盖不能仅靠单一的筹资方式。所有国家必须权衡利弊，

做出选择，尤其是统筹基金的使用方式。如何平衡优先领域是各国面

临的一个永恒的挑战 ：资金常常短缺但人们的需求却在不断地膨胀，

卫生科技水平也在持续提高。这些矛盾迫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在三个

核心方面进行权衡（图 1.2）：医疗保险覆盖人口的比例 ；可利用的

卫生服务范围，以及满足需求的纳入医疗保险的卫生服务费用的比例。

《当前的统筹基金》专栏描述了在一个虚拟的国家内的情况 ：这

个国家内大约一半的公民通过医疗保险可以享受大约一半的现有服

务，但是这些服务不到一半的费用由统筹基金承担。为了更接近全民

覆盖，这个国家将需要扩大医疗保险范围，提供更多的服务，并且 /

或者让统筹基金承担更多的卫生服务费用。

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历史悠久的欧洲国家，这种“当前的统

筹基金”几乎覆盖了整个欧洲。但是通常所说的实现了全民覆盖的高

收入国家，没有一个能让本国的所有国民通过医疗保险免费地享受且

在不须等候的情况下享受所有现有的卫生服务。各国以自己的方式进

行选择，均衡各种服务并利用统筹基金来支付卫生服务费用。卫生服

专栏 1.6 产假期间的经济风险保障和收入补偿

产妇保护就是要保证产妇在生育期间有一段休息时间（以及养活自己及其

家人的支持手段以及随后能够恢复工作的保障），而它的核心要素是让母亲在

规定的怀孕期间和生育后拥有可以替代平常收入的现金津贴。现金津贴并非替

代之前的收入，但是即便如此，它还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措施，如果没有它，

怀孕和生育可能让许多家庭遭受经济困难。应运而生的产假和收入补偿体系也

还可能有间接的健康影响 ；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女性可能会被迫在生育后比医

生建议的时间更早地返回到工作岗位上。

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将大量的资源用于给带薪产假。2007 年，挪威在这方

面的支出高于任何一个国家，每年为每个婴儿分配了 31 000 美元，总支出为

18 亿美元。与此相比，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报告在产假上没有任何保障措施，

尽管一些国家已经立法要保障这一资金的到位，这可能是由于法律没有贯彻下

去，还可能是由于一些国家里的产假没有任何收入补偿资金。

消息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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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排队时间因国家不同而存在着很大差异，可能不会提供一些昂贵的

服务，公民可能以患者直接支付的形式自己承担不同比例的卫生服务

费用。

然而正是由于有了预付费和融资，这些国家的每个人都能使用一

系列卫生服务（预防、促进、治疗和康复），并且几乎每个人都可以

免于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即使由于公民和卫生服务提供者的期望、

政治环境以及可用资金导致具体细节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原理是一样

的。

各国将通过不同的路径实现全民覆盖，具体取决于各自的起点以

及开始的方式，沿着图 1.2 内列出的三个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例如，

在一些只有社会精英覆盖在卫生服务范围内的地区，首要任务是迅速

实现让人人都有医疗保险的制度，无论贫富，即使统筹基金承保的服

务范围和医疗费比例相对较小 [21,66]。与此同时，在一个基础广泛的体

系内，只有少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险，那么该国家可能最初选择有针对

性的方法来确定哪些人是被排除在医疗保险体系外的，从而采取措施

确保他们获得医疗保险。在此类情形里，这些国家能够为穷人提供更

多的医疗保险，并且 / 或者承保更高比例的卫生服务费用。

许多国家将实现全民覆盖道路的起点设在所谓就业人群，这是由

于这类人群比较容易被确认。但是这种确定目标的方法存在诸多缺点：

它可能导致双重体系，让那些没有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状况更加糟糕；

并且在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它可能放缓推进更重大的改革。

第 3 章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

勇往直前

世界卫生组织章程描述了每

一个人享受“最高的现有医疗标

准”的基本权利。实现全民覆盖

是让人人都能获得这种权利的最

佳办法。它是 30 多年前《阿拉

木图宣言》提出人人享有健康的

基本原则。该宣言指出，健康促

进和保护对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

发展是同样重要的，它有助于提

高生活质量，维护社会稳定与和

谐。全民覆盖的原则在与初级卫

生保健相关的《世界卫生状况报

告》，以及随后的世界卫生大会

图 1.2 实现全民覆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三方面

Direct costs:
proportion 
of the costs 
covered

Population: who is covered?

Include
other 
services

Extend to 
non-covered

Reduce 
cost sharing 
and fees

Current pooled funds

Services:    
which services 
are covered?

消息来源 ：参考文献 [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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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中得到了重申 [67]，并且得到了 2008 年成立的健康问题社会决

定因素委员会以及随后的世界卫生大会对这一议题做出的决议的支持 

[68]。

本报告重申了这些长期以来坚持的信念，这些信念随着国家为自

身的卫生筹资体系奋斗得到了深化。在阐述与卫生体系筹资具体相关

的技术问题的同时，该报告将公平和博爱放在该事项的核心地位。这

个着重点是切合实际和乐观的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可采取措施

加快实施全民覆盖目标并保持现有的成就。

在准备开始实施全民覆盖的过程中，有三点需要牢记。

1. 卫生系统是“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其中的关系是不可预测的，

各个环节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作用。医疗卫生系统内的参与者在面

对变革阻力时常常需要不断地学习和适应 [69]。尽管我们为实现全民

覆盖提供了各种路径，但是各国仍需要预见到意料之外的情况。

2. 规划实现全民覆盖的过程需要各国首先估计自身的现状。社

会和社区是否对实现和维持全民覆盖做出了足够的承诺？这个问题虽

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将意味着不同的内容，但是能反映出大多数人对社

会稳定和自力更生的态度。鉴于任何有效的全民经济保障体系都依赖

于富人资助穷人、健康人资助病人的意愿，因此全民覆盖的实现同样

离不开社会稳定。最近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也就是并非所有的社会，

在谈到卫生服务和卫生服务费用时都会有社会和谐的概念，尽管这些

感觉的性质和程度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 [70]。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每

个社会都有社会公平的概念，它限制着可接受的不公平程度 [71]。

3. 从长远来看，政策制定者需要决定统筹基金支付卫生服务费

用的比例，同时在使用统筹基金的过程中如何平衡不可避免的冲突，

在人口的覆盖、卫生服务项目的覆盖和卫生费用的覆盖进行权衡。一

些国家巩固一些来之不易的成就，在面对迅速发展的技术和不断变化

的年龄结构以及疾病方式时，持续监控和不断调整将变得十分重要。

接下的 3 章概括了与下列内容相关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必要的时候筹集更多的医疗卫生资金或者在面对供需竞争时

继续提供医疗卫生资金 ；

 提供和维持适当的经济风险保护能力，以便人们在需要卫生服

务时不会因经济问题而不去治病，也不会因看病而承受灾难性支出或

陷入贫困 ；

 改善资金使用的效率和公平性，有效确保可利用的资金朝着实

现全民覆盖的目标而努力。

最后一章概括了所有国家和国际合作伙伴可以采取的筹集足够资

金、优化统筹基金以及有效利用资源来实现全民覆盖目标的切实可行

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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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保证每个人立即获得维持或改善健康所需的服

务。他们都面临着这种或那种资源限制，尽管这些情况在低收入国家

最严重。

  每个国家只要愿意，都能给卫生筹集更多的国内资金或实现筹资来源

多样化。

  意见包括政府在预算分配时，给卫生设定较高的优先等级 ；更有效地

征收税款或保费 ；并通过各种创新型筹资方式筹集更多资金。

  对烟酒等有害产品的征税就是这样一种方法，这样就减少了有害产品

的消费，改善了健康并增加了政府可用于卫生事业的资源。

  即使采用这些创新型筹资方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援助资金的增加

对于大多数最贫穷国家而言还是很有必要。援助国也可通过创新筹资

方式筹集更多的资金，捐助给较贫穷的国家，但他们也应更加努力，

实现他们做出的关于官方发展援助（ODA）的国际承诺，并提供更多

可预测的长期援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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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卫生筹集资源

2009 年，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技术优化研究所宣布，国家卫生系统不

承担肾癌治疗所用的一些昂贵药物的费用，因为这些药物不具有成本效益 [1]。

这激起了一部分公众的愤怒 [2]，但研究所回应称，尽管这很困难，但这是定

量配给资源和设定优先项目的必要步骤 [3]。而事实是，新研药物和诊疗技术

的出现比新的财政资源要快得多。

不管富裕还是贫穷，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筹集国民需要或要求（需要和

要求有时意思是不同的）的卫生服务所需要的资金。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富，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给其全体国民提供能够改善健康或延长寿命的每种技术或

干预措施。尽管富裕国家的卫生系统可能会面临预算限制——通常在老龄化

和劳动力收缩的双重压力下加剧——但是卫生投入还是相对较高的。美国和

挪威每年人均卫生费用为 7 000 美元以上，瑞士则在 6 000 美元以上。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整体人均卫生费用约为 3 600 美元。而在

收入水平的另一端，某些国家还在努力确保提供最基本的服务 ：即使将国外

合作伙伴的捐助计算在内，31 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每年的人均卫生费用

不足 35 美元，4 个国家不足 10 美元 [4]。

但所有国家都有机会扩大经济风险保护，并以更公平的方式获得卫生服

务。卢旺达，人均国民收入约为 400 美元左右，通过医疗保险系统给其公民

提供了一整套基本服务，而人均成本仅为 37 美元 [4]。当卢旺达从国际捐助

团体的财政支持中受益时，政府也将每年总收入的 19.5％投入到卫生系统

中 [4]。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有 182 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

卢旺达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或超过（某些国家是远远超过）卢旺达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但是许多国家却离实现普遍卫生覆盖很远 [4]，这种情况

需要改变。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外，国家没有理由延迟改善人们对优质卫生服

务的获取，而同时增加经济风险保护。这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政府需要开

始思考需要多少资金以及资金的来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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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现全民覆盖需要多少卫生经费

全民覆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实现所有人的覆盖也不意味着

覆盖每一个项目。正如第 1 章所述，要实现全民覆盖目标，意味着在

统筹基金的覆盖人口、覆盖的服务内容及覆盖多少卫生服务费用三个

重要方面找出最好的扩大或维持覆盖范围的方法。在此大框架中，决

策者必须决定如何筹集和管理资金。

泰国免费向病人提供处方药、流动护理、住院治疗、疾病预防和

健康促进服务，以及更贵的癌症放射治疗和化学疗法、意外事故和急

诊情况下的外科手术和重症护理服务。它设法用低于人均 136 美元的

费用——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卫生费用为 153 美元，实现这一切

服务 [4]。但泰国并未覆盖所有项目，例如，直至最近泰国才将晚期肾

病患者换肾治疗纳入该方案中（专栏 2.1）。其他国家将在其他方面

有覆盖服务项目的限制。

要了解本国在以上三方面扩

大覆盖范围的实现程度，必须知

道服务有多大成本。2001 年，宏

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估计，可实

现基本服务的人均费用约为 34 

美元 [6]，接近卢旺达目前的水平。

然而，该数值的计算没有包括抗

反转录酶病毒治疗或非传染性疾

病治疗的全部成费用，也未完全

考虑加强卫生系统使其覆盖范围

延伸至偏远地区所需的投资。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系统创

新国际筹资高级别专题小组做出

的最新的估计表明，49 个被调

查的低收入国家 2009 年需要的

人均费用（非加权）平均值仅仅

不到 44 美元，到 2015 年提高至

60 多美元 [7]。这一费用估计涵盖

了扩大的卫生系统的费用，从而

使国家能够提供他们所有规定的

干预措施，其中包括针对非传染

性疾病的干预以及千年发展目标

（MDGs）重点关注问题的干预。

专栏 2.1 泰国重新划定卫生服务覆盖面

2002 年泰国采用全面覆盖方案（当时称为 30 泰铢方案）时，其提供的综

合卫生服务不仅包括基础服务，还包括放射线治疗、手术以及意外事故和紧急

情况下的急救护理服务。但这并不包括换肾治疗。负责方案管理的国家卫生安

全局副秘书长 Prateep Dhanakijcharoen 博士说 ：“当时担心 [ 换肾治疗 ] 会对

系统造成负担，因为引发肾病的主要卫生风险——如糖尿病和高血压等——还

未得到良好控制。”换肾治疗很昂贵 ；在泰国，每位病人每年的血液透析花费

约为 40 万泰铢（12 000 美元），是安全局药品和医疗福利项目分委员会在方案

内设定的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 10 万泰铢的 4 倍。

也就是说，Dhanakijcharoen 认为该方案应从一开始就涵盖肾病。这个

观点也得到了 Viroj  Tangcharoensathien 博士（公共卫生部国际卫生政策项

目组组长）的认可。在 Tangcharoensathien 看来，这就是简单的公平问题 ：

“在泰国有三套卫生保健方案，”他说，“只有这套方案未包括换肾治疗。同时，

方案中将近半数的人属于泰国经济中最贫穷的 1/5。”他认为的不公平性也得

到了其他人的认同，例如 Subil  Noksakul，一位 60 岁的病人，他在 19 年中

将一生的积蓄都用于换肾治疗。“我曾经试着攒七百万泰铢，”他说，“但我的

储蓄现在全没了。”2006 年，Noksakul 成立了泰国肾脏俱乐部，唤醒了肾脏

病人的权利意识，并对国家卫生安全局施加压力，要求提供治疗费用。最终，

2008 年 10 月，当时的公共卫生部长 Mongkol  Na  Songkhla 将换肾治疗纳入

方案中。

来源 ：摘录自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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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数字仅仅是 49 个国家在两个时间点上的单纯（非加权）平

均值。每个国家的实际需要可能有所不同，该研究中，其中 5 个国家

2015 年需要的人均卫生费用在 80 美元以上，而 6 个国家需要的人均

卫生费用还不到 40 美元 a。

这并不意味着人均卫生费用不到 35 美元的 31 个国家就应放弃努

力实现全民覆盖的资源筹集。他们需要根据自己的资源情况而制定他

们自己的覆盖扩大计划。这也意味着虽然他们近期有能力从国内来源

筹集额外资金，但正如我们在以下两节所述的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需

要国外的援助。即使国内增长水平相对较高，将卫生作为国家预算优

先项目的 49 个国家，仅有 8 个国家有机会在 2015 年从国内来源筹集

到当时卫生服务所需的资金 [7]。

许多较富裕的国家也需要筹集额外资金，满足不断增长的卫生需

求，而需求增长的部分推动因素包括人口老龄化和服务于老年人口开

发的新药、新疗法等。这一复杂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某些国家就业

人口正在减少。个人所得税或者基于工资的医疗保险的扣除（工资税）

的缴费逐渐减少，将迫使决策者考虑其他筹资来源。

一般来说，有三种方法来筹集额外资金或建立多元卫生投入机

制。第一，提高卫生投入在政府预算中的优先等级 ；第二，寻找新的

或多样化的国内筹资渠道 ；第三，增加国外的财政支持。我们依次回

顾了这些方法，前两种对于各发展阶段（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的国

家都很重要。本章通过考虑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卫生发展援助做出 

结论。

确保政府在卫生投入的公平份额

即使在国外援助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国外援助的资金也远远小于

国内筹集的卫生资金。例如在低收入国家，2007 年国外来源的资金

平均（非加权）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略低于 25％，剩余的部分都是

来自国内资源 [4]。因此，即使在最穷的国家维持或（必要时）增加国

内卫生资源也很关键 [8]，在收入较高的国家同样重要。

政府改善卫生系统投资的方式可以通过直接方式即政府在卫生方

面的投资或间接方式即在社会决定因素上投资（例如减少贫困或提高

妇女教育水平等）。虽然只是直接方式所表现的方面，政府在卫生方

面的投入比例体现了政府对卫生的重视程度，这一点各国千差万别。

图 2.1 说明了按 WHO 区域统计的 2000 － 2007 年，政府在卫生投入

上的平均比例（这是可利用的最近一年的数据）。分子和分母包括来

自国外合作伙伴并通过政府预算渠道投入卫生方面的捐助部分，因为

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对其单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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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欧洲和西太平洋地

区国家政府平均在卫生的投入比

其他地区政府要多。非洲国家也

像欧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政府一

样，整体上增加了对卫生的投入。

在东南亚，虽然 2004 － 2005 年

在卫生上的相对优先权有所降

低，但目前又开始增加，而世界

卫生组织地中海东部地区政府自

2003 年起，就减少了对卫生的

投入。

各地区之间的某些差异可解

释为国家财富的差异。一般来说，

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卫生投入

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就

越高。智利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1996 年政府卫生投入占政府总

支出的 11％，而 10 年后，随着

经济的强劲增长，这一比例增加到 16％ [9]。

但一个国家的相对财富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收入水平类似

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了政府在卫生投入上的水平差异。这可用多

种方法证明，但在此我们引用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的数据，

因为欧洲有各种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图 2.2 中，纵轴表明卫生投入

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而横轴上的长条代表该地区的国家（按照人均

GDP 从低到高排列）。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卫生投入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从 4％到

20％不等。重要的是，虽然卫生在政府整体预算中的优先等级随着国

民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但一些政府尽管国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仍选

择高比例地投入卫生方面 ；而其他相对富裕的国家在卫生上的投入比

例却较低。

在全世界同样存在这种现象。虽然政府在卫生投入承诺趋向于随

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但一些低收入国家卫生投入占政府总支出

的比例甚至比某些高收入国家还要高 ；2007 年，世界上 22 个低收入

国家在卫生投入比例＞ 10％，而另一方面，11 个高收入国家卫生投

入所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 10％。

虽然非洲地区并未呈现出图 2.1 中最低的结果，但某些国家相对

较低的政府卫生投入也特别引人关注，因为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

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度最慢 [10,11]。2007 年，仅有 3 个非洲国

图 2.1 2000 － 2007 年世界卫生组织各地区政府卫生费用占政府总费用

            的比例 a

a  以上数字都是非加权平均值。政府卫生费用包括所有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卫生

  花费，另外还包括来自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费的开支

来源 ：参考文献 [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2000 2001 2002 2005 2006 20072003 2004

百
分

比

年份

美国 欧洲

西太平洋

非洲

东南亚

东地中海

世界卫生报告全文.indd   26 2010-11-16   11:49:16



27

第 2 章  增加对卫生的投入

家 ——利比里亚、卢旺达和坦

桑尼亚——贯彻了 2001 年阿布

贾宣言；宣言中，非洲国家领导

人保证“至少有 15％的年预算

用于卫生投入”[12]。令人失望的

是，2007 年 19 个非洲国家卫生

投入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比《阿

布贾宣言》之前还要低 [4]。

因此，政府若牢记卫生的

重要性，可选择重新审查预算

优先性。虽然筹资需要根据卫

生费用、年龄结构和疾病模式

的差异而不同，但许多富裕和

贫穷国家的政府能够将现有资

源更多地进行卫生投入。这一

投入的收获将是非常巨大的。整

体上，低收入国家可将卫生投

入占政府总支出（扣除国外援

助后的净额）的比例提高到 15％，从而将国内来源的卫生资金（至少）

每年额外增加 150 亿美元。因此，2009 年—2015 年，这些国家在卫

生投入上增加的资金将约为 870 亿美元 [7]。

国家在预算中并不优先考虑卫生系统有多种原因，有些是财政原

因，有些是政治原因，还有一些可能与财政部门认为卫生部门效率低

下有关。另外，政府给予卫生系统的预算优先性反映了政府对国民健

康的关注程度。解决全民覆盖的问题同样意味着将解决贫困和社会边

缘人群、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士和缺乏代表性人士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使卫生问题成为主要政治问题如此重要的原因，也

是为什么支持全民覆盖的社会精英所在的社会团体可帮助说服政客将

全民覆盖卫生筹资变成政治议程中首要事项的原因 [13]。效率的改善和

责任感也可让财政部门和越来越多的捐助者相信，更多的资金将得到

良好的利用（此内容在第 4 章将进一步探讨）。

掌握经济学家语言以及使其相信需要额外筹资的辩论方式能够有

助于卫生部门与财政部门的磋商。另外还有助于他们理解卫生筹资方

式改变的复杂性，然后增加卫生筹资的机会。例如，卫生部掌握国外

捐助者和财政部关于债务免除和总体预算资助的谈判进程是很重要的
[14-16]。这不仅需要卫生部了解这些过程，并且能够有效地与财政部长

探讨并协商这些资金可用于卫生的比例。

图 2.2  2007 年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地区政府总费用中分配给卫生系统的

            比例

a  按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排序

来源 ：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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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

增加国内卫生筹资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从财政资源增加更

多卫生投入（如之前章节所探讨的）；另外一种就是找到新的筹资方

式或多元化的筹资来源。

更高效地征收税款和保险费用可以有效地筹到更多资金。提高税

款征收可能是所有国家都需要考虑的方法，虽然这对于拥有大量非正

规部门的许多低收入国家会是一个问题[17]。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完成。

虽然这是一个复杂而令人畏惧的任务，但多个国家在征收税款方面都

有所改善，包括拥有大量非正规部门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典

型例子（专栏 2.2）。

印度尼西亚采取的改革要求投资、技术及基础设施水平超过某些

国家，另外还要求提高公司而非个人的纳税。在以资源开发产业为主

的低收入国家，这会是一个问题。少数大型潜在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性

较低会导致大量的税收损失。

不管是通过无意识的合法漏洞还是通过个人非法使用隐藏账户，

海外公司资产的全球化和场所（通常的逃税方式）的增加提高了税收

损失的可能性。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如今接受 OECD

税收协定范本的第 26 条（涵盖了信息的交换），并且已签署了 360 多

个税收信息交换协定 [19]。希望这些全球公司和服务于他们的金融机构

未来的交易将更加透明，海外公司所在国将得到更公平的税收，希望

其中某些税收会用于卫生领域。

但当公民相信他们从政府获

得许多利益时，也会促进纳税遵

从性。2009 年的一份研究总结

说，虽然侦察和惩罚的威胁是纳

税遵从性的关键因素，但对管理

质量的认可也很重要 [20]。在博

茨瓦纳，纳税遵从性要比其他周

边国家高得多，因为人们认为政

府服务不错 ；而在认为政府服务

质量较低的一些邻近国家，纳税

遵从性就较低。

短期来说，拥有大量非正规

部门的低收入国家趋向于将重点

放在相对容易征收的税种上，如

对正式部门的员工和公司征税，

各种类型的进出口税和增值税

专栏 2.2 印度尼西亚通过鼓励纳税遵从性而增加税收

甚至在 1997 －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印度尼西亚的非石油税的征收

一直在下降，2000 年降至 GDP 的 9.6％。税收政策体制复杂，税务管理薄弱。

2001 年末，税务总局（DGT）决定简化税收系统和管理，目标就是鼓励自愿纳税，

纳税人将自我评估后根据公布的收入缴纳税款。一个国家的自愿纳税一般占总

税收的90％，是寻求增加税收的政府的最容易途径。相比之下，强制性征税费劲、

花费大量劳力和资本，而且产生相对很少的回报。

税务总局起草了清晰、可理解且连贯实施的税收法律法规，并对腐败采取

零容忍政策。税务总局还引入了快速、公平、廉价解决争议的程序，使税务局

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接受公众监督，从而鼓励税务透明。通过将之前基于书面材

料的程序数字化，部分程度上提高了性能和效率。在实施这些措施后的 4 年内，

税收占非石油 GDP 的比重从 9.9％增加到 11％，并引发了其他积极的结果。

额外的税收意味着可增加整体政府资金，而卫生费用的增长比其他领域更快。

来源 ：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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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等 [21]。例如，加纳的普通税收能够满足国家医疗保险方案

70％～ 75％的筹资需要，特别是对增值税征收 2.5％的国家医疗保险

税，从而使其达到 12.5％。剩余的资金来自其他的公共基金和发展

合作伙伴，而传统的保险收入来源——保险费——仅占总收入的 3％。

基于增值税的国家医疗保险方案能够通过国内产生的统筹基金支持卫

生费用总额的增长。同时，还减少了卫生系统对作为资金来源的患者

直接支付（例如向使用者收费）的依赖性 [22]。

智利，一个中上等收入国家，2003 年也将增值税提高 1％，用

于卫生筹资。甚至更富裕的国家也都被迫在扣除传统形式的所得税

和基于工资的保险费外，实现筹资来源多样化。老龄化意味着就业

人口比例的降低，而基于工资的保险费缴纳不再能够满足所有的卫

生服务费用。例如，德国最近开始通过一个新的中央基金（称为

Gesundheitsfond），将普通纳税收入注入社会医疗保险系统。法国国家

医疗保险计划征收一般性社会缴纳金（Contribution sociale généralisée，

CSG）已有 30 年，即除传统形式的收入所得税等征收外，还征收房

地产税和资本收益税提供部分资金 [23]。

探索国内卫生筹资的来源

自 2000 年起，国际社会已采取多个重要措施筹集额外资金，从

而改善贫困国家的卫生条件。以下简单介绍这些措施，以启发国内资

金的筹集思路。

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通过征收机票税资助国际药品购买机构

（Unitaid）——一个 HIV/AIDS、肺结核和疟疾相关的国际药品购

买机构 [24,  25]。自 2006 年起至今，该机构已筹集约 10 亿美元，结合

更多的传统的发展援助组织，国际药品购买机构已资助 93 个国家总

计 13 亿美元的项目 [26]。同时，国际药品购买机构的购买力也导致特

定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增加了可用于改善健康的药品数量。最近， 创

新型卫生筹资千年基金会启动了名为“大众善行”（MassiveGood）

的自愿性团结税，个人购买旅游和旅游产品时通过自愿捐助，可补充

国际药品购买机构的资金 [27, 28]。

自 2006 年起，援助国担保的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销售债券估计

将可筹集 20 亿美元以上的资金 [29]。这些资金将被拨给与全球疫苗和

免疫联盟（GAVI Alliance）相关联的国际疫苗筹资机构。8 个国家

的政府已承诺，当这些债券到期时，将会用资金偿还这些债券，尽管

该机制是否能够为全球卫生筹集到额外的资源，主要取决于这些还款

是被视为预期将来援助支出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其额外补充。至少，

他们同意立即支付而不是延付援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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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卫生系统创新国际筹资高级别专题小组回顾了补充传统双

边援助资金的更大范围的措施 [30]。高级别专题小组做出结论，货币交

易税有潜力在全球筹集到每年超过 330 亿美元的更多资金，但也推荐

了几个其他的方法 [30, 31]。

这些举措帮助了确认筹资的新来源，并维持了国际社会在卫生筹

资上越来越团结的增长趋势。然而，创新型筹资的探讨迄今都忽视了

各国寻求用于本国用途的国内资金新来源 ：中低收入国家仅仅需要筹

集更多的资金 ；高收入国家面对卫生需要、需求和工作模式的变化而

需要进行创新。

为助于讨论，表 2.1 提供了一系列措施，给寻求增加国内筹资来

源或筹资来源多样化的国家提供选择。不是所有的方法都适用于每个

国家，各个国家适用的方法所可能产生的收入也不尽相同，但我们对

国家可能筹集到的资金水平给出了一些建议。例如，虽然高级别专题

小组提议的货币交易税可能会筹集到很多资金，但作为货币交易税基

础的金融交易和产品都集中在较高收入的国家。事实上，10 个高收

入国家占到传统外汇贸易的 85％ [35]。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的交易量

很小，因此这种特殊税可能不适用于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但也有一

些例外，印度有一个重要的外汇交易市场，日营业额达到 340 亿美元
[35]，若选择实施该措施，根据上述交易额，如果征收 0.005％的货币

交易税，则印度每年可产生 3.7 亿美元左右的收入。

对特殊商品和服务征收所谓的团结税是另一个有前景的措施，它

已证实能产生大量收入，有相对较低的管理成本和可持续性。在政治

支持下，这种税款的征收可很快地实施。例如对机票强制征收团结税

的实施可能需要 2 ～ 12 个月 [30]。

采用征税的机制具有政治敏感性，因此总是会受到特殊利益相

关体的反对。例如，外汇交易的征税可视为对银行业的限制或对进

出口商的抑制。加蓬 2009 年为了筹集补贴低收入群体卫生保健的资

金，对转账征收税款，就有人抗议称这构成了交换限制。然而，加蓬

还是对汇款办理公司的税后利润征收 1.5％的税，并对手机运营商征

收 10％的税。2009 年，两个税种都给卫生筹集到相当于 3 000 万美

元的资金 [36, 37]。同样，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多年对制药公司的利润征税，

用于资助部分卫生经费 [38]。

同时，所谓的烟酒税在减少烟草或酒精等有害产品消费的同时，

还筹集了资金并改善了健康。80 个国家的研究发现，调整了购买力后，

烟草的实际价格在 1990 年—2000 年下降了。虽然自 2000 年起烟草

价格又有所增加，但该领域有巨大的筹资空间，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里倡导的那样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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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国内创新型筹资方法

a $ 表示较低的筹资金额 ；$$ 表示中等筹资金额 ；$$$ 表示较高的筹资金额

选择方法

对大公司和高利润公司征收特殊

税——对本国某些大型经济公

司强制征税

对货币交易征税——对货币市场

的外汇交易征税

国外债券——向居住在国外的国

民销售政府债券

金融交易税——对所有银行账户

交易或汇款交易征税

手机自愿团结费——团结费可让

个人和公司通过每月话费账单

做出自愿捐助

香烟消费税——对烟草产品征收

的消费税

酒精消费税——对酒精产品征收

的消费税

非健康食品（糖、盐）消费税——

对非健康食品和成分征收的消

费税

特许产品或服务销售——类似于

全球基金的 ProductRED，公

司据其得到销售产品的许可，

一部分利润流入卫生领域

旅游税——主要对国际游客相关

的活动征收旅游税

假设 / 举例

澳大利亚最近对矿业公司征税 ；加蓬

已引入针对手机公司的税种 ；巴基

斯坦对制药公司长期征税

拥有重要货币交易市场的一些中等收

入国家可产生大量新资源

降低国家借款的成本（爱国折扣）；

已在印度、以色列和斯里兰卡使用，

但不一定是为卫生系统筹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巴西对银行交易

征收银行税，但后来被出入境资本

流动税取代 ；加蓬已对汇款交易实

施征税

全球后付费手机服务市场为 7500 亿

美元，因此即使征收 1％的税也将

筹集到很多资金 ；与低收入、中等

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均相关 [33]

大多数国家都对烟酒征收消费税，但

许多国家在不降低收入的前提下仍

有大量筹资空间

罗马尼亚正提议对富含油脂、盐、添

加剂和糖食品征收 20％的税 [34]

销售特许产品或服务，其中的一部分

利润流入卫生领域

机场离境税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可增

加卫生相关构成或税种

备注

特定背景

若大规模实施，可能需要与其

他金融市场协调

针对拥有大量国外人口的国家

与其他税种相比，利益团体对

该税种的反对更加强烈 [32]

制定和运营成本可为收入的

1％～ 3％ [33]

减少烟草和酒精消费，对公共

卫生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减少对有害产品的消费，促进

健康

这种方案可在中低收入国家以

不与全球基金构成竞争的方

式实施

各国收益差异很大，取决于各

国旅游业的实力如何

可能筹集到

的金额 a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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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不可能提供各个创新

机制给每个国家筹集资金金额的

预估。但世界卫生组织对 49 个

低收入国家中的 22 个国家增加

烟草税所产生的潜在收益进行了

分析 ；对于这 22 个国家，有足

够的数据能够计算出相关金额。

这些国家的消费税从最流行品牌

香烟零售价格的 11％到 52％不

等，也就是 20 支一包的香烟的

消费税范围为 0.03 美元～ 0.51

美元 [37]。我们预计，这些国家消

费税增加 50％将会多产生 14.2

亿美元的资金——这是很大的一

笔数目。在老挝、马达加斯加和

越南等国家，如果额外产生的收

入都分配到卫生领域，则将表现

为卫生总费用增加 10％或更多，

政府卫生投入增加 25％以上（专

栏 2.3）。从另一个角度看，在

某些特定国家，这种简单的措施

可产生的额外资金是目前国外卫

生援助水平的 2 倍以上。

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酒精消

费对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造

成的经济结果，而定价政策可以

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核心。

例如，1985 年 8 月，莫斯科的

酒精价格上涨了 20％，随后一

年又上涨了 25％。结果就是随后 18 个月中酒精消费的急剧下降（下

降了 28.6％）。因与酒精相关的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而导致的住院及

因肝硬化、酒精中毒和其他暴力等导致的死亡大大减少。这些措施于

1987 年终止，在随后的期间，酒精价格的上涨比其他价格上涨的速

度要慢许多，这个情况翻转了之前表现出来的积极趋势 [44]。

在对所选国家酒精饮料消费、征税和定价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

如果消费税至少提高到零售价格的 40％，可产生大量的额外收入，

并可降低饮酒的有害效应。对于样本中的 12 个低收入国家，消费水

平将降低 10％以上，而税收收入将增加 3 倍以上，达到这些国家卫

专栏 2.3 是否实行专项税

专项税是指定用于具体项目或用途的税种。例子包括用于资助公共广播的

电视许可费以及用于道路维护和升级的养路费等。西澳大利亚健康促进基金会

的 Healthway 就是在此基础上于 1991 年成立的，最初是由烟草产品不断增加

的税收资助，而韩国在 1995 年成立了国家健康促进基金，通过烟草税获得部

分资助 [40]。2001 年成立的泰国健康促进基金是通过对烟草和酒精征收 2％的附

加费获得资助的 [41, 42]。

卫生部通常都支持这些税种，因为它们能保证筹资，尤其是在健康促进和

疾病预防方面的筹资。这些活动很难在筹资上与医疗服务展开竞争，部分程度

上是因为人们觉得没那么紧急，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些活动要在较长的期限内

才能看到成果，因此对于重视选举周期的政客或是对金融可行性感兴趣的保险

基金而言，就没那么大的吸引力。

但是，财政部很少征收指定用途税，因为他们觉得这会破坏他们在预算分

配上的权力。因为开支在政府预算之外，所以指定用途税收会限制政府处理经

济周期的能力。

实际上，将某种特殊形式的税种——例如烟草税——指定用于卫生事业并

不能保证政府在卫生上的整体资金投入就会增加。大多数政府收入本质上都是

可替代的 ；因指定用途税而增加的卫生资金可能会被预算部分的减少而抵消。

因此指定用途税是否会导致卫生资金或某特殊活动资金的净增加是一个须根据

经验判断的问题。

实用的方法可能会是给卫生事业支付较高的津贴，而不是坚持专项税。若

可劝说政府将本章中探讨的新筹资来源全部分配给卫生领域则更好。若不能劝

说成功，卫生资金上仍有可能增加，因为政府费用的增长总会带来一部分的卫

生投入。虽然这种方式的增加可能低于指定用途税的实施，但卫生倡导者需要

知道，坚持专项税并不导致财政部完全反对新的税种，因此就不会收到任何的

新的来源资金。

来源 ：[43].

世界卫生报告全文.indd   32 2010-11-16   11:49:18



33

第 2 章 增加对卫生的投入第 2 章 增加对卫生的投入

生总费用的 38％ [37]。

这些数字是不可忽略的。若所有国家即使只选择表 2.1 所提供方

法的一种，并在政府预算中给予卫生更高的优先等级，将会给卫生系

统筹集到大量的额外资金。

国外财政援助

在 2008 年末开始的全球经济低迷之前，较富裕的国家向较贫穷

的国家提供的卫生发展援助以稳定的速度不断增长。低收入国家从

国外来源筹集到的资金从 2000 年占卫生总费用的 16.5％平均增长到

2007 年的 24.8％ [4]。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维护

的数据库，双边援助国声称政府承诺投入卫生的资金 1995 年约为 40

亿美元，2007 年约为 170 亿美元，而 2008 年达到了约 200 亿美元 a。

如果委员会的数据库没有捕捉到来自非经济合作成员国政府（如

中国、印度和一些中东国家国家）的捐助，或报告的数据仅仅是少数

多边制度的国家，或还未整理卫生领域重大私人捐助者（如比尔与梅

林达 e 盖茨基金会、其他私人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金，这

可能大大低估了数据。一份近期研究表明，所有这些来源的资金结合

在一起，可能达到约 218 亿美元，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07 年报

告的数据要多将近 50 亿美元 [45]。

然而，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看来，受援国的前景却没有这些数字

看起来那么美好。

首先，除了国外支持的增长外，卫生总支出仍然低得可怜——在

许多国家甚至不足以确保实现基本卫生服务的全民覆盖。我们早前报

道过，高级别专题小组分析涉及的 49 个低收入国家中，仅有 8 个国

家有希望从国内来源筹集必需的资金，到 2015 年满足千年宣言的卫

生目标。2015 年，其他国家需要国外来源的额外人均资金从 2 美元

到 41 美元不等。

其次，即使国外资金持续增加，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发展

援助支出的国家中，也仅有一半左右的国家步入正轨，可实现他们向

国际社会承诺的（包括卫生在内的整体发展）目标 [46]。其他国家都未

能实现他们承诺的目标，有些甚至距离目标的实现遥不可及。实现这

些目标的缓慢步伐造成了巨大的人力成本 ；如果所有捐助者都恪守承

诺，2015 年前，可多拯救三百万条生命 [7]。

再次，上述报告的卫生发展援助金额仅代表承诺金额 ；而实际支

付额要低得多。另外，受援国并未收到某些捐助者声称已支付的资金。

有时相当大一部分的援助都投入所谓的技术合作。例如，在 2002 年—

2006 年，委员会数据库表明 40％以上的卫生官方发展援助（OD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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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技术支持的形式吸收，也就是资助援助国的国民向受援国提供援

助或培训 [47]。虽然技术支持可能也有效果，但公布的支付金额夸大了

受援国改善当地卫生条件的可用资金。

最后，最近有人还担心，某些到达受援国的援助会受到支出限制。

针对通货膨胀和外汇储备而制定宏观经济和货币目标是以审慎的宏观

经济管理理念为基础的。有人说，这妨碍了援助的充分利用，因为有

一部分到达受援国的捐款相信会被限制流通，从而避免通货膨胀，或

被用于建立外汇储备 [48-50]。

关于受援国制定的通货膨胀和外汇储备目标是否过于严格，是否

限制了捐助者提供的卫生和发展资金的使用，目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39,51,52]。而且，目前还不清楚，若放宽宏观经济目标，会多产生多少

资金可用于卫生 ；近期工作表明，这样多出来的资金，与政府在预算

分配时提高卫生的优先等级而增加的卫生投入资金相比较，可能会比

较少 [53]。

重新审查宏观经济审慎性目标可能是增加可用于卫生援助的一

种可选方法。赤字开支也是另外一种方法。某个国家可向其他国家借

钱满足当前需要，或实施最近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印制钞票，满

足当前开支需要。但两者都不是可行的长期策略，因为现在产生的借

贷将来还需要归还，而印制钞票将在未来某个时间增加通货膨胀的 

压力。

一个更具有持续性的方法就是，国外合作伙伴保证他们援助的资

金流。这至少可让政府放宽在卫生上的最高预算限额，因此更多的援

助可用于提高健康水平。最近有人提出更积极的议程，捐助者和受援

国都可检查一下援助架构和管理 [54,55]。目标就是，不再使捐助者将援

助视为慈善，而是将其变成一个全球具有相互责任的系统，使得更多

可预测的、可能更大的援助资金流流向有需要的人群。

经济低迷对发展援助的影响

2008 年开始的金融和经济低迷究竟会对卫生发展援助产生怎样

的影响，还无从可知。然而，人们担心，当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需

要增加国外财政对卫生的支持时，这种低迷可能会成为障碍。

整体的双边发展援助趋势更多地反映了援助国的经济增长。而对

于卫生发展援助，这种论调并不总是有效，在最近一些经济危机中，

卫生发展援助就受到搁置处理，尽管整体的发展援助在下降 [56]。但是，

作为传统主要双边卫生发展援助国的许多政府如今与过去的低迷时期

相比，承受着更重的债务，大部分都是为了缓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并促

进本国的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其中某些政府如今试着通过削减开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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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债务。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说，虽然某些援助国保证维持 2010 年

对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但一些大援助国已经降低或延迟承诺的实现
[46]。预计总的官方发展援助在 2010 年还会有所增长，但增长率比原

先预测的要低。这不是什么好消息，希望主要援助国不仅仅维持向较

贫穷国家提供当前援助水平，还会增加到其承诺援助水平。同样，也

希望他们不会通过削减本国的国内卫生服务来应对高额的政府债务。

即使在目前的全球经济低迷之前，也有理由担心全球的卫生援助

资金的走向。援助投入到众所周知的卫生计划中，而其他计划却受到

忽略，这就是其中担心之一。在 2002 年—2006 年，对低收入国家的

财政承诺集中于千年发展目标 6（与 HIV/AIDS、疟疾及肺结核等其

他疾病做斗争），占到国外卫生援助总额的 46.8％。预计这样每年只

会给其他方面——儿童和孕产妇保健（千年发展目标 4 和 5）、营养（千

年发展目标 1）、非传染性疾病和卫生系统的加强——留下人均 2.25

美元的资金 [47]。仅加强卫生系统所需的资金就已超过这个数字（每年

用于培训额外的卫生工作者费用人均达到 2.80 美元），这甚至还不包

括支付他们的薪水所需的资金 [57]。

如果我们考虑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以及全球防治艾滋病、肺结核

和疟疾基金对支持卫生系统发展和能力建设所做的努力，画面就显得

没这么暗淡。但是，列入基金名称以外的疾病却继续受到捐助者的忽

视，其他的卫生系统事宜也是如此，如管理、物流、购买、基础设施

和劳动力开发等 [58]。

按照国家来看，援助分配的不平衡也很明显 ；某些国家得到大量

资金援助，而其他国家实际上却一点援助资金都没收到。图 2.3 表明，

2007 年国外卫生援助人均超过 20 美元的受援国都是中等收入国家，

而大量低收入国家收到的人均仅有 5 美元。与很多富裕的邻国相比，

许多最穷的国家收到的卫生发展援助要少很多。例如，纳米比亚——

一个中低收入国家，2007 年收到的卫生援助约为人均 34 美元，而相

比之下，莫桑比克为 10美元，刚果为 4.40美元，几内亚为 2.80美元 [4]。

似乎除需求之外，许多其他因素决定着援助资金的分配。

高级别专题小组暗示，许多国外合作伙伴集中于少数众所周知的

项目和国家，这与 2005 年巴黎援助成效宣言的精神相违背 ；该宣言

寻求使得受援国按照本国的优先等级，制定并实施自己的国家计划 [59]。

在本报告中，高级别专题小组号召脱离“项目申请在发展合作伙伴的

全球总部或中心审批的国际筹资机制”[60]。所须做的就是重新集中于

向国家卫生计划提供约定的财政捐助，而非继续在项目基础上援助。

我们有待观察这些理想措施在官方数据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根据为挪

威国际合作开发署制定的一份研究，2002 年—2007 年，卫生相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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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增长到 20 000 个，而不是下

降。大多数项目都是小型项目，

平均支出仅为 550 000 美元 [61]。

大量小型项目的管理、监督和汇

报需要对受援国造成了高处理成

本。

巴黎宣言还强调，资金应为

可预测的长期资金。当国家不能

依赖稳定筹资时——在布基纳法

索，2003 年—2006 年，人均卫

生发展援助在 4 美元到 10 美元

之间波动，最后回到 8 美元——

就不可能对将来做出规划。少数

低收入国家 2/3 的卫生总费用

都依赖于国外资源，因此援助资

金流的可预测性就成为他们重点

关注的问题 [4, 62]。

一些发展合作伙伴通过调

整捐助结构，已经开始脱离传统的短期官方发展援助承诺。欧盟千年

发展目标合约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合约规定在今后 6 年时间内提供基

于绩效的灵活预算支持。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种承诺，因为它与将来

的援助预算联系在一起。在“2008 年阿克拉行动议程”上，经济合

作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者承诺向受援国提供“3到 5年滚动支出和（或）

实施方案”的相关信息——这也许是长期承诺的开始 [59]。

结论

各国需要不断地调整筹资系统，为本国的卫生系统筹集足够的资

金。许多高收入国家正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降低，并且必须考虑

传统收入来源（向工人及其雇主征收所得税和医疗保险费）以外的替

代方案。在许多收入较低国家，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比在正式部门

工作的要多，使得难以征收所得税和基于工资的医疗保险费。

给卫生系统筹集额外资金有多种选择，详见表 2.1。但不是每种

方法都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产生收入的可能性以及适用方法的政治可

行性各国都不一样。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根据某种方法或多种方法

可产生大量的额外收入，可能远远高于目前的援助资金。但这些创新

机制及其他机制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不管是在富裕还是贫穷的国家，

许多政府在分配资金时仍然将卫生放在相对较低的优先等级上。因此，

图 2.3 2007 年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卫生发展援助比较（按收入水平）a

a  不包括小岛国家

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各国国家卫生费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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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卫生部门有很好的能力和财政与规划部门，甚至与国际金融机构进

行协商就很重要。但本章信息想表达的是，各国都可在国内筹资上更

加努力，从而为卫生系统多筹集一些资金。

但创新型筹资不应视为援助国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的替代品。要求

受援国更透明、更高效地使用国外资金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担

心不应阻止较富裕的国家继续恪守在巴黎宣言和阿克拉行动议程上所

做的承诺。国际免疫筹资机构和千年基金会所采用的征收行动对筹集

全球公共卫生产品非常宝贵，但各国不需要在行动前等待更多的全球

协作。如果援助国政府保持当前的国际援助承诺，以支持国家领导下

的国家卫生计划的方式分配资金，则国际社会就已朝着实现 2015 年

千年发展目标推进了一大步。另外，如果各援助国即使仅采纳本报告

所述创新型筹资方法的一种，并将征收的资金作为对官方发展援助的

补充，也将会为实现全民覆盖和将来的健康改善的持续性发展奠定良

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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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a  高级别专题小组包括已证实的对以下行为的干预：降低母亲、新生儿和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

儿童护理、生殖健康服务、主要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目前情况的诊断、信息、说明和

缓和治疗，以及健康促进。

b  一般而言，术语官方发展援助（ODA）用于描述政府官方提供的援助。卫生发展援助更广泛，

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多边发展银行的贷款、主要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汇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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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要求人们在需要医疗的时候患者直接支付（包括使用费和药费）的体

系阻碍着人们使用卫生服务，并导致超过数百万人陷入经济困境，甚

至倾家荡产。

  各国通过减少对患者直接支付的依赖程度可以加快实现全民覆盖的进

程。这就需要推出或加强各种形式的预付费和资金统筹。

  最接近实现全民覆盖的国家通过纳税以及强制性保险来使有支付能力

的人缴纳参保费用。

  从理想状态上来说，强制性预付基金应整合为一个基金，而不是存放

在众多单独的基金内。通过减少分散的基金的数量，在一定的预付费

水平下，保险基金的经济保护潜力就能得到提高，也就更容易实现公

平目标。

  当来自强制性保险的资金占所有预付费资金比例比较低时，自愿参保

计划（如社区医疗保险或微型保险）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如果这些计

划能够将他们的患者直接支付转移到预付费基金，那么它们就能进而

帮助人们避免由于治疗疾病带来的经济风险，有助于人们理解参保的

好处。

  即使取消了患者直接支付，一些人还是会面临获取卫生服务的经济障

碍 ；例如就诊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和住宿餐饮费。各国政府必须考虑

各种选择，包括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CCT），从而减少这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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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直接支付的问题

卫生服务的支付方式是影响卫生系统绩效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卫生系

统如何筹集充足的资源对于卫生系统的运转来说显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如

何使用这些资源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也同等重要。换句话

说，“钱如何花”与“钱怎么来”同样重要。目前，世界

各国最常见的支付形式之一就是直接购买需要的药品和

卫生服务。特别是在较贫困的国家，目前大都还依赖于

这种支付形式 [1]。

最近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卫生费用数据、医疗系统类

型调查和关键知情人访谈的基础上对 50 个中低收入国家

进行的研究表明，只有 6 个国家的公立卫生机构不需要

某种形式的患者直接支付 [3]。

但是，患者直接支付不仅限于低收入国家或较不成熟的卫生筹资系统（图

3.1）。在人们需要卫生服务时，向使用者收费是 33 个国家的主要筹资机制，

另有 75 个国家的卫生筹资来源中，至少 25% 的费用是通过患者直接支付这

种途径筹得 [4]。如第 1 章所述，患者直接支付有多种形式，包括医生诊疗费、

处置费、药品费、其他物品费以及实验室化验费。这些费用以起付线的形式

支付，比如对于有保险的人也可能采用共同保险和共同支付的形式。

患者直接支付不适宜作为支付或者提供卫生服务的原因之一在于这种支

付方式限制了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这一点在较贫穷的人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因为他们常常必须选择将钱花在什么方面，看病还是购买其他必需品，

如食品和房租。对于那些因为乳房肿块越来越大或孩子高热不退而不得不接

受治疗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着变得贫困或更加贫困的风险。布隆迪 2002 年

推出“向使用者收费”的机制。2 年后，4/5 的患者要么靠负债，要么靠出

售自己的财产来治病 [5]。许多国家的人们都被迫借钱或出售资产来筹集卫生

服务费用 [6,7]。

如果将卫生服务费用占家庭有效支付能力（家庭有效支付能力可以用家

3

“向使用者收费

正在困扰着

贫困人群。”

陈冯富珍博士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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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收入扣除生活必需支出，比如

食品支出后剩余部分来衡量）的

40% 以上定义为家庭灾难性支出

的话，那么从国家水平来看，与

患者直接支付相关的灾难性支出

发生率可以高达 11%。而低收入

国家的该比例一般都在2%以上。

出现这种状况并不令人感到奇

怪，在各国，灾难性支出的发生

率一般在富有的人中较低。但是，

对于最贫穷的人来说，如果在这

种特定的定义下，他们的状况并

不是最差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

有钱去使用卫生服务，也就不会

产生卫生服务费用，自然也就不

会出现灾难性支出。最近的研究

还表明，有残疾人和有儿童或老

人的家庭更有可能遭受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 [8-11]。

只有当患者直接支付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低于 15% ～ 20% 的时

候，也就是说对患者直接支付的依赖下降到这种程度时，由此导致的

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在通常情况下才下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水

平（图 3.2） [1]。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已经达到这一水平，中低收入国

家可能希望为自己制定更易实现的短期目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

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最近为自身设定了 30% ～ 40% 的目标 [12, 13]。

即使收费水平相对较低，直接向家庭收取任何费用都可能会阻碍

人们使用卫生服务或者将接近贫困线上的人们推到贫困线以下。在肯

尼亚开展的一项实验研究表明， 如果把之前免费的驱虫蚊帐变成收取

0.75 美元的价格，那么相应的需求将减少 75% [14]，而对驱虫药收取

少量费用相应需求将则减少 80%  [15]。无论数额有多小，患者直接支

付也可能鼓励不当的自我治疗和自我用药，如服用过期的或不合格的

药物，或者不足量服药，或者常常使人们推迟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早

期且关键的诊疗 [16]。

限制人们使用卫生服务的因素不一定是正规的患者直接支付。例

如在亚美尼亚，直到最近，在公立卫生机构中，使用者的患者直接支

付中，直接支付给医院的正规费用只占 10% 左右。其余的 90% 则是

患者向医务人员支付的非正规费用（例如给医生的“红包”）。亚美尼

亚政府已经制定出消除非正规付费的策略，以此承认这些非正规支付

的确妨碍了人们获得所需要的卫生服务，并且承认由于非正规支付费

图 3.1 2007 年自费支付的费用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来源 ：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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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存在不可预见性，因此这些支

付增加了患者及其家属的焦虑程

度  [17]。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

存在非正规支付现象 [18-20]。

患者直接支付是最不公平的

卫生系统筹资形式。经济学者称

之为“累退式”费率。这种形式

允许富人花费与穷人同样的金额

获得同样的服务。社会经济背景

并非是不平等的唯一原因。在男

尊女卑的文化内，妇女和女孩常

常必须等家庭内的男人的治疗费

支付后才能治病，因此她们使用

卫生服务的可能性较低 [21]。

从患者直接支付中获益的仅

限于得到卫生服务的个人和收费

的卫生服务提供者。直接向村诊所的护士付费确保了付费个人获得服

务或药品。这件事本身并不坏，但是如果卫生部长想让同样在山区居

住的无力支付卫生服务的人们获取卫生服务，那么这样做就不是一个

好主意。患者直接支付不利于卫生服务费用分布到不同性质的人群，

例如富人和穷人或健康人和患者之间。患者直接支付还使卫生服务费

用无法分布到人生的不同阶段。在患者直接支付体系下，人们无法在

年轻和健康的时候交纳他们变老和需要的时候提取的健康基金。人们

在生病的时候就必须自费支付卫生服务费用。在最脆弱的时候必须自

付卫生服务费用。

如果说患者直接支付这种卫生筹资机制存在诸多缺点，那为什么

它还会这样普遍存在？

首先，当政府不愿意在卫生方面做出更多的投入，或者他们不相

信他们有能力扩大预付费和筹资体系的时候，对患者直接支付的依赖

程度就较高。这就导致人们必需的卫生服务服务覆盖水平和政府设法

提供的卫生服务覆盖水平之间出现了差距。通常情况下，医务人员被

夹在中间，不仅薪水低（有时利用非正规收费来进行补贴），而且还

要在医疗器械和药品有限的情况下尽量提供卫生服务。在这些情况下，

许多国家的政府选择实施直接向患者收费或患者共同支付来补贴医务

人员的工资，同时提供更多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其次，患者直接支付使得那些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医疗机构能够

得以维持。这些机构可能根本就没有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或者说不

能持续地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比如在刚果，许多地区由于地理位置

图 3.2 自费支付对家庭财务危机和贫困的影响

来源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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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零星冲突和自然灾害造成它们时常与外界隔离，或者是暂时的

隔离。这些地区无法获得政府的支持和控制，尤其是东部省份内的那

些地区，这就使得直接向患者收费成为维持卫生服务的默认方法（除

了外部援助以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 [22]。患者直接支付一般在

危机余波中成为卫生系统筹资的默认方法，特别是在武装冲突之后。

在人们最需要获得卫生服务的时期，许多人却没有钱来支付卫生服务

费用 [23]。

再次，患者直接支付在经济低迷时期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事实

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医疗机构第一次大规模地实施“向使用者收费”

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经济低迷所推动的。全球债务危机催生出限制

政府支出的结构调整政策 [24]。当时的对策之一认为向使用者收费或许

能够额外增加收入 , 减少过度使用，鼓励提供费用较少、成本较低

的服务 [25]。

《1987 年巴马科倡议》就是基于这种认识下的产物。该倡议得到

了非洲各国卫生部长的批准，它的理论基础是在卫生部门长期面临资

源不足的国家内，患者直接支付将确保至少有一些资金可以支付所需

的药品，并且有时候还可以支付当地医务人员的工资 [26]。有证据表明，

《1987 年巴马科倡议》引发的改革改善了某些国家的卫生服务和药品

的供应情况，但有其他证据表明，患者直接支付也对人们，尤其是对

穷人，造成了获得卫生服务上的障碍 [27-31]。

最后，许多国家实施某种形式的患者直接支付，常常是为了遏制

人们过度使用卫生服务，是遏制成本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相对僵硬

的控制成本手段，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即会阻碍最需要卫生服务的

一些人群利用卫生服务。这部分内容将在第 4 章中进一步讨论。

免费是否有效

依赖患者直接支付的大多数国家试图通过免除特定群体（如孕妇

或儿童）的卫生服务费用或者提供某些免费处置服务从而避免患者直

接支付产生的排斥作用。2006 年，布隆迪政府不再对产妇和儿童护

理收费，包括分娩。执行这项免费措施之后的 3 个月内，不满 5 岁儿

童的门诊量增加了 42% [32]。塞内加尔 2005 年取消了分娩和剖宫产费

用，第一轮评估结果显示，这项政策导致公共医疗机构的分娩手术量

增加了 10%，剖宫产手术增加了 30% 以上 [33]。

个人收入还被用来评估是否符合免费资格。例如德国不仅对一些

服务实施共同支付，而且支付额度依据个人的收入有一个上限。法国

还向穷人提供免费的补充保险，即共同支付保险 [34]。但是建立在收

入基础上的免费项目已经被证明在较低收入国家的效果较差。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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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人没有正式工作或者是农民的国家里，研究方法的试验者们很难

确定哪些人是最贫困的。为了避免将最需要卫生服务的人群排除在外，

他们不得不选择广泛的人群类别，较宽松的方法会使得利益惠及并非

最需要卫生服务的人群，而过于严格的标准会导致一些人群不会被卫

生系统所覆盖，或多或少形成人们看病的障碍，这使他们左右为难 [35]。

在大多数国家，仅靠推出一些免费政策是不可能足够的。例如，

柬埔寨 20 世纪 90 年代推出免费政策，该国针对这些政策推出后 5 年

对患者费用的影响开展了一项评估，评估结果显示这些免费政策是无

效的 ：因为 50% 的患者直接支付的费用被重新分配给医务人员，对

病人的免费就意味着本已收入微薄的医务人员的收入损失 [36]。为了让

免费政策有效，免费政策需要有一个对医疗机构潜在收入损失进行补

偿的筹资机制。柬埔寨随后采取了这样一个补偿过程。健康公平基金

被推出，资金来自特定的捐助机构，用来补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因

对贫困者实行免费而产生的收入损失。

此基金与城市和农村地区内最贫困群体更多地利用医疗机构有关
[37、38]。健康公平基金还起到了经济风险保护的作用 ；与免费看病的

患者相比，健康公平基金的受益人借钱支付卫生服务费用的情况较少 
[39]。支持这种方法的人有所增加，健康公平基金现在多数都是通过“柬

埔寨卫生部门支持项目”内的共同捐助资金筹集的。尽管是从 2007

年开始的，它们已经吸引了财政部投入较多的国内资金。吉尔吉斯斯

坦采取了类似的办法 [40]。

对于贫困的人来说，尽管可以采用免费或者通过补贴的方式来保

证他们获得必需的卫生服务。但是仍有其他因素阻碍他们获得卫生服

务。这些因素更难以量化，比如人们可能将获得免费治疗或治疗费补

贴看做是一种耻辱，或者他们不接受医务人员对待穷人的方式。这些

因素使得经济困难的人不愿意去获取必需的卫生服务。如果医务人员

依赖或部分依赖患者直接支付来获取他们的收入，那么他们就有一个

明显的激励因素去拒绝免费治疗。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肯尼亚

的医疗机构每个月向全国人口提供的免费看病名额大多数情况下不超

过 2 个，而该国人口的 42% 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41]。虽然这种情况

会带来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医务人员经常是仅仅靠微薄的工资而

坚持下来的。

另一方面，某些地区似乎依据收入来确定免费对象可能是有效的，

尤其是在社区。例如在柬埔寨，要求社区负责人来确定哪些人应该可

以得到健康公平基金的资助免费治病。他们的评估被证明是正确的，

至少获得免费看病资格的人比那些未获得此资格的人更贫困一些 [42]。

在巴基斯坦，HeartFile 项目正在探索创新型免费机制，这些机制将

在不久后被评估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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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曾是苏联成员的国家政府卫生投入在 20 世纪 90 年代急剧下

降，随后非正规的现款支付迅速增加。这给那些无力支付治疗费的人

们造成了重大的经济障碍。因此，其中许多国家实行了正规收费或共

同支付，以此来减少非正规付费并筹集更多的资金。然后他们推出了

免费机制来确定和保护那些无力支付卫生服务费用的人们 [44]。尽管

如此，在许多这样的国家中，卫生服务患者直接支付导致家庭财政危

机的发生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 [45]。

取消患者直接支付

当决策者将免费政策扩大到全民的时候，以往如何确定特定受益

人群的问题就不存在了。6 个低收入国家最近取消了公立卫生机构的

患者直接支付形式，一个国家将这种政策扩大到非公立卫生机构 [46]。

在某些情况下，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寻求治疗的人数。例如，赞比亚

2006 年 4 月和 2007 年 1 月取消了农村医疗机构患者直接支付形式，

这导致公立卫生机构的就诊人数增加了 55% ；贫困人口较集中的地区

的增幅最大 [47]。2001 年乌干达取消患者直接支付时，该国医疗中心

的接诊率窜升了 84% [48]。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取消患者直接支付不是一个独立的措施；

增加农村医疗机构的预算是该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赞比亚增

加了国内资源配给，还将捐助者资助的资金分配给各个地区，这样一

来，各个地区所获得的预算支持较上一年从使用者患者直接支付得到

的要高 36%。乌干达政府增加了药品开支，允许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拥

有更大的预算控制权，这样他们不会失去之前从患者直接支付上获得

的灵活性。

一些观察家认为，政府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不做太多牺牲的情况

下取消患者直接支付，这是由于患者直接支付产生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比例是非常有限的 [49,50]。对撒哈拉以南的 16 个非洲国家的公立卫生

机构的正规收费开展的研究表明，正规患者直接支付产生的收入平均

占卫生总费用的 5%，其中不包括行政成本 [51, 52]。

然而，预算资金主要用来支付人员和基础设施相关的固定成本，

几乎没有用来购买关键医疗用品的资金，如药品和其他处置用品。这

正是向使用者收费收入常常扮演重要角色的领域。加纳的一个地区的

研究显示，尽管患者直接支付产生的收入在医疗中心和医院的总支出

中分别仅占 8% 和 27%，但是患者直接支付收入在非薪金支出中却占

66%（医疗中心）和 83%（医院），构成了医疗机构负责人可控制的

唯一相对灵活的资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53]。

无论患者直接支付产生的收入在医疗体系中的确切比例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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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到取消患者直接支付的后果。如果不针对当地情

况对增加的需求和损失的费用进行规划，那么取消患者直接支付可能

导致不足额发放或拖欠医务人员的工资、医务人员超负荷工作、无药

可用、设备维护不善或损坏的现象出现 [46,  54]。值得一提的是，在乌

干达取消患者直接支付之后，穷人的灾难性卫生服务费用的发生率并

没有下降，很可能是因为  2001 年后乌干达政府医疗机构经常出现药

品短缺的现象，这迫使一些病人不得不去私人药房购买药品 [55]。也有

可能是医务人员增加非正规支付以此来弥补由于取消患者直接支付后

导致的收入损失。

非正规付费的回归似乎是取消“向使用者收费”的伴随风险之一，

尽管这种回归究竟会到何种程度目前尚不明朗。另外，已经推出正规

付费并试图以此来遏制非正规付费的国家是否已经成功地消除了非正

规付费目前也不明朗，尽管一些国家已经在减少非正规付费上取得了

一些成绩 [56]。

这些经验表明，为了减少对患者直接支付（实现全民覆盖的主要

障碍）的依赖，从其他地方寻找资金来替代以前的正规和非正规付费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各国政府能够并愿意引导更多资金进入卫生领域，

那么就可以直接实现这种替代 [57]。也可采取其他简单支出的措施，但

是这涉及对筹资系统进行另外调整。

这些可以选择的措施不仅仅只是可以供大多数资源贫乏的国家考

虑。尽管患者直接支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内扮

演相对次要的作用，但是其中的许多国家甚至在全球经济低迷之前同

样出现了患者直接支付的上升趋势。许多国家已经通过患者直接支付

来提高患者成本分担程度，从而限制政府在卫生方面上的公共支出，

减少人们在不必要的时候就诊的情况 [58]。这些患者直接支付使某些

人出现了经济困难，减少了其他人享受卫生服务的机会。正如第 1 章

所述，患者直接支付每年导致 6 个 OECD 国家超过 1% 的人口，也就

是接近 400 万的人口，遭受灾难性支出。

统筹就是力量

解决因卫生服务费用造成家庭财务危机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共

同分担卫生服务费用，参与共同分担卫生服务费用的人数越多，避

免个体出现家庭财务危机的效果就越好。如果 Narin  Pintalakarn 

和他所在村的村民一起设立疾病或事故应急基金，那么他在 Khon 

Kaen 区医院的脑外科手术和护理将不会耗尽他的积蓄。幸运的是，

他和泰国的纳税人一道参与了实现全民覆盖的筹集资金计划。这并

非是自觉的决定 ；这是其他人几十年做出的决定并为之奋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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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talakarn 是参与该计划人群

中的一员，尽管他只是一个每天

挣 5 美元的临时工，即使他在需

要照顾时无力支付一个泰铢，但

他仍能接受治疗直到再次康复。

这正体现了凝聚就是力量的道理 

[ 专栏 3.1]。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通过自

发筹资的形式来避免因医药费用

而导致的家庭财务危机。学生健

康保险计划 1952 年在西孟加拉

邦开始执行， 而包括贝宁、几内

亚、马里、塞内加尔在内的一些

西非国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运作一些保险计划，但是这些计

划包括的人数常常不超过几百人
[64-67]。这些计划具有较强的地理

局限性，常常限定于一个村庄或

一个特定职业的人群范围。例如

在乌克兰，众多个人形成所谓的

疾病基金，这种基金在当地医疗

机构的预算资金有限的时候帮助

支付药品成本。 这种基金的筹

资强度一般是工资的 5% 左右，

而且经常通过慈善活动筹集资金

加以补充。如果相对于国家这个

层次来说，这种基金的覆盖范围

较小，但是在医疗机构资金不足

的一些小镇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68]。

在缺乏一个有效的选择即有

一套功能良好的公众调控筹资的运作机制时，此类个人基金计划常常

受到不同人群的欢迎。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共运营 49 个医疗社

区计划，印度的此类计划服务于非就业人员，如民工和少部分农民。

这些计划可能拥有数十万成员 [69]，但相对而言，它们的规模一般都较

小，无法作为风险基金有效地发挥作用，只能对手术这样昂贵的治疗

措施提供有限的保障。然而，这些个人基金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专栏 3.1 统筹就是力量

计划消除使用费和其他形式的患者直接支付的政策制定者有三种相关的选

择。第一种是利用多种形式的预付费代替患者直接支付，最常见的是纳税和保

险缴费的组合。第二种是将现有的集合基金合并到较大的集合基金内。第三种

是提高这些基金的使用效率（第 4 章的主题）。

预付费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要支付他们所接受的卫生服务的所有费用，但

是人们要提前支付。这意味着他们要为自己或其他人在患病时支付费用而缴纳

参保费用。在一些年内，他们可能获得价值高于自己缴费的服务，而在一些年

内可能获得价值低于自己缴费的服务。

无论统筹基金是否被并入统一的全国性医疗保险资金，或者保持独立来刺

激竞争，或者来反映不同地区的需求，这些统筹基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国家有

所倾向的。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中央政府负责征收和筹集资金，这两项职责

在财政部和卫生部之间分配。例如，韩国选择合并 300 多个不同的保险项目为

一个单一的国家保险基金 [59]。

但也有例外。瑞士公民投票决定维持多个统筹基金，而不是合并为一个为

少数人群统筹多个来源的唯一基金 [60]。荷兰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竞

争性基金体系 [61]。在这两种情况下，保险缴费都是强制性的，两国政府都试图

通过均衡风险来合并统筹基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在这两个国家内，

资金从服务于很大比例的低风险人群的保险基金转移到主要承保高风险人群的

那些成本较高的保险基金。

然而，经验表明，单一的统筹基金拥有多种优势，包括更高的效率（见第

4 章）以及对覆盖人群内部进行相互补贴的能力。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分散化

的统筹系统会影响到筹资公平性目标的实现，因为每个统筹基金都愿意吸收低

风险人群，而获得更多利益的人群不愿意与状况相对糟糕的人群分享他们的统

筹基金 [62]。

中央政府向各地方政府或不同地区的医疗机构分配卫生基金的时候也涉及

到风险均衡。富裕地区内健康问题较少的人们和企业缴纳了相对于他们需求来

说较多的费用，而较贫困区域则刚好相反，他们缴纳的费用比他们实际使用的

要少。一些国家还借助复杂的分配公式来决定对于不同的地理区域和医疗机构

来说什么才是公平分配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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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仅覆盖了基础卫生服务费用，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覆盖了住院

费用 ； 这些基金计划还让人们熟悉预付费和筹资的概念，并且能够

把人们团结起来，为实现更大范围医疗保障覆盖打下基础 [70]。

社区医疗保险，也叫微型保险，还可能是向较大的区域保险计划

迈进的制度基石，较大的区域计划可能进而被合并到全国医疗保险计

划内，尽管这几乎总是需要政府的支持。其中许多接近全民覆盖的国

家都是从较小的自愿医疗保险计划开始的，这些计划逐渐被并入特定

群体的强制社会保险内，最后在更大的保险计划内实现更高水平的经

济风险保护作用。自愿医疗保险计划在帮助德国和日本多年后实现全

民医疗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近，一些国家已经选择了一个比德国和日本在一个世纪前采用

的方法更直接的实现全民医疗的途径。泰国在 2001 年开始实行全民

医疗保险改革之前已经运营了一些单独的计划 ：面向穷人的医疗福利

计划、自愿医保卡计划、公务员医疗福利计划、面向正式行业的社会

保险计划以及私人保险。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迅速

扩大，但是到 2001 年约有 30% 的泰国人口仍未被覆盖进来 [71]。政府

还为参加公务员医疗福利计划的成员提供了补贴，相对于政府为针对

穷人的医疗福利计划提供的补贴来说，这些补贴强度要大得多 [72]。事

实上，这种做法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2001 年的全民医疗保险改革计划进展得非常快，以减少零星分

布的医疗保险计划以及政府为医疗机构提供的供应方补贴。政策制定

者拒绝通过保险筹资这种方法缓慢扩大覆盖率，认为仍未被医疗保险

范围所覆盖的大部分人口是非就业人口，并且其中许多人由于太过于

贫穷而无力支付保险金 [73]。相反，泰国政策制定者放弃以前的医疗

福利计划和自愿医保卡计划，而将以前流向这些人群和公共医疗机构

的一般预算收入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基金。因此该基金现在被称为全

民医疗保险计划（之前被称为 30 泰铢计划）。公务员计划和社会保险

计划仍然是独立的，但是全民医疗保险计划仍然为接近 5 000 万人筹

集资金，已经将未被医疗保险覆盖的人口比例从 30% 降至 4% 以下。

对于所有利用竞争性保险来强制扩大保险覆盖面的国家，他们通

过采用一些风险平衡体系来避免由于同时存在多个保险计划而产生的

负面影响。捷克最初的时候拥有几个医疗保险基金，但是只有其中一

个基金承担起数量众多的老人和穷人的保险。2003 年，捷克政府将

风险公平机制扩展到所有这些采用强制预付收入的医疗保险计划。有

效地将覆盖低风险人群的资金转移到覆盖高风险人群的基金。这次改

革还建立了向保险公司高成本个案进行补偿的机制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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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着手和采取何种方式来扩大人群的覆盖面

在逐步建立以预付费和融资为基础的卫生筹资体系过程中，政策

制定者首先必须确定哪部分人要被覆盖进来。从历史角度来看，欧洲

的许多高收入国家和日本已经从就业人员开始着手开展这个过程，这

是由于这部分人很容易确定，并且更容易通过定期的工资完成缴费。

然而，这种从正式部门入手的方式将会加剧今后保险发生分化和

不公平的风险，而不是将该体系转变成一个可以让补贴从富人流向穷

人、从健康人流向病人的大型风险基金。从 1980 开始，也许只有韩

国以这种方式实现全民医疗保险。在韩国，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在政府

的大力领导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持下，在就业人员的高度参与下

（相对于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逐渐由弱变强 [75，76]。

在其他地方，结果就不是那么理想。一般来说，最初参与保险的

人群试图争取更多的利益或减少缴费，而不是把保险范围拓展到其他

人，尤其是扩展到那些无力缴费的人们。由于就业人群在经济上一般

比其他人更稳定，这加剧社会的不公平。15 年前的墨西哥正是这样，

当时不同种类的保险基金覆盖了不同人群，每一个基金的福利水平都

互不相同 [77-79]。这种安排不但不公平，而且是无效的、成本高昂的 [80，

81]。这正是墨西哥近期改革中的基本考虑，墨西哥现在希望为最贫困

的人提供更有效的保险 [82]。

专注于贫困人群

在计划为全民医疗保险筹集资金时，政策制定者不能把没有缴费

的人排除在外， 这些人也许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收入所

得税或参保费用。关键问题是哪些权利应和是否缴费联系在一起。没

有缴费的人是否应该获得免费的治疗？与这一问题相关的仅有的研究

表明 ：尽管大多数人认为穷人应该得到卫生服务费用上的帮助，但是

他们同样认为不能对穷人的所有卫生服务费用进行免费 [83]。每个国家

将从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牢记

在考虑卫生筹资体系的公平性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实现长期可持续性。

可能被排除在保险覆盖之外的人群并不仅限于病人和穷人，例如

还有从事危险工作的贫困人群。在 Narin  Pintalakarn 发生意外事

故的地方，务工者就是那些最可能死在特护病房的人，如果没有治疗

费补偿规定的话，这些务工者甚或就在村停尸处等待死亡了。

无论采用哪种体系，政府都需要将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保证这些无

力缴费的人能获得卫生服务，例如可以对他们的参保费用进行补贴，

或者对卫生服务费用直接进行减免。如果来自政府国民收入和强制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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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缴费支出的总和不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5%-6% 的话，

那么国家就要努力确保穷人的卫生服务保险 [84]。世界卫生组织美洲区

域办事处倡议上述支出总额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6% [85, 86]。只有较富

裕的国家才能达到这种强制筹资水平。但是以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

国家需要制定扩大筹资来源的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惠及贫困人

群。贫困人群受益的方式有很多，包括提供保费补贴或提供免费卫生

服务。

尽管需要慎重考虑哪些人可以成为参保对象， 但是保费从哪里

来，是取自一般性政府收入，还是取自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医疗保险保

费，却不是问题。事实上，将资金来源分为纳税和社会医疗保险这两

种方式也许是无益的。在大多数卫生筹资体系内，都优先采用多渠道

组合的形式，资金的征收、集中和支出依赖于各种机制的组合。收入

来源不会必然决定筹资的方式或受益的对象。雇主和或雇员缴纳的保

费可以作为来自一般性政府收入放在相同的保险基金内。摩尔多瓦政

府 2004 年成立全国医疗保险公司，其主要依靠两种筹资途径 ：一是

按 4% 的比例对工资征收保费（2009 年增至 7%）；二是之前流入地方

和国家医疗机构的一般性预算收入被重新分配给该公司 [87]。

通过强制性保险方式来筹集一般性预算收入的这种做法事实上消

除了由于多渠道预算筹集制度造

成的分散性，当这种状况与支付

方式由以投入为基础向以输出为

基础的转变相结合时，就会使得

不同政府区域之间在人均政府医

疗支出上变得更加公平。尽管摩

尔多瓦仍然面临着把医疗保险范

围拓展至其各部分人口的挑战，

但占人口 20% 的最贫困人群的

自付费水平也有所下降 [88,89]， 

[ 专栏 3.2]。

即使是德国，这个被认为拥

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基于就业的社

会医疗保险的国度也已经增加了

一般性政府收入在保险基金内的

比重。这一举动是为了应对人口

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与工资挂

钩的医疗保险缴费规模不断缩小

带来的种种挑战。德国还必须考

虑 2008 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

专栏 3.2 摩尔多瓦人民享有健康保障的权利

摩尔多瓦 2004 年开始实施国家强制性医疗保险制度。法律规定从事经济

活动的人口通过就业税来缴纳参保费用，而自由职业者则缴纳固定金额的参保

费用。其余人口，包括登记为失业者或无职业者，免予缴纳参保费用，政府为

这些人提供保险，代表他们缴费。从只要是摩尔多瓦的公民就可以使用卫生服

务转变为缴纳参保费用的人才能使用卫生服务，这意味着大约 1/4 的该国人口

（27.6%，2009 年）没有足够的能力使用卫生服务。这些人大多数为居住在农

村的农民，可在基层卫生服务提供者获得救命服务和数量有限的诊疗服务，但

是所有其他服务都必须用现款患者直接支付 [87]。

政府要求许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支付保费，保费金额是固定的，所有

参保人员都要缴纳，包括医生、公证员和律师。

另一项法律于 2009 年 2 月通过，这部法律确保依据最近批准的《社会保

障法》登记为穷人的所有人将能够自动获得全额补贴的医疗保险。不管保险状

况如何，2009 年 12 月通过的法律进一步解决了保险覆盖范围问题，大大拓展

了所有公民的卫生服务选择范围（即所有初级卫生保健）。尽管存在一些一直

讨论的公平问题，但是自从 2004 年开展医疗保险改革以来，集中所有用于医

疗的公共资金以及将购买和提供服务分离开来已经让人均政府医疗开支在地区

的公平上有所改善 [90]。

世界卫生报告全文.indd   55 2010-11-16   11:49:23



56

世界卫生报告

卫生系统筹资 ：实现全民覆盖的道路

对就业和缴费比例的影响。之后，德国从一般性政府收入中拿出一些

资金注入保险系统，将与工资挂钩的医疗保险缴费比例从 15.5% 下

调至 14.9% [91, 92]。

影响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其他障碍

虽然从患者直接支付到预付费和统筹体系的转变能够帮助较贫困

的人群获得卫生服务，但是它却不能确保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患者直

接支付只是人们寻求卫生服务过程中面临的经济成本之一，在公立医

疗机构直接支付的费用可能只是这些成本中的一小部分。此外，经济

成本只是人们面临的潜在的获取卫生服务障碍之一 [93,  94]。多文化社

会存在着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例如在某些地区女性私自外出是不被

允许的。

对 39 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开展的世界医疗状况调查结果显

示，平均来看，门诊治疗的所有现款费用中只有 45% 是在公立医疗

机构支付的，包括医生的诊疗费、药费和检测费（图 3.3 的灰色部分）。

在一些国家内，这个比例还不到 15%。剩余的 55% 是在私人医疗机

构支付的，包括非政府组织，用于支付私人购买的药品和检测服务 [95]。

在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免费的卫生服务只能部分地消除获取卫生服务的

经济障碍 ；在一些国家，它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微弱的。

交通费可能是另外一笔不小的开支，尤其对于生活在偏远农村地

区的人来说。同样对 39 个国家开展的世界医疗状况调查显示，平均

来看，交通费在人们前往医疗机

构过程中产生的总现款支出中占

10% 以上 [95]。交通费还可能促

使人们拖延治疗 [96]。如果长期

住院的话，还需要增加陪护人员

的食宿费用，这同样增加了治疗

的成本 [97]。即使在患者不必缴

费或者只须缴纳少量费用的情况

下，交通费和其他患者直接支付

仍可能成为家庭接受及时治疗的

重大阻碍因素 [98]。

有一些消除这些额外经济障

碍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

是投资于初级卫生保健，确保每

个人无须奔波就能获得廉价的卫

生服务。这就是泰国实现全民医

图 3.3 39 个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医疗机构的直接收费情况

来源 ：参考文献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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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的关键因素。卫生筹资改革伴随着全国范围内初级卫生保健和

农村卫生服务的普及，医学院的新毕业生也必须服务于这些领域 [99]。

其他国家选择渐进式改革，即利用优惠券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

付（CCT）计划为人们提供获取卫生服务的经济手段，有时还会采取

一些具体的医疗举措，这些举措常常和疾病预防相关联 [100, 101]。

这些转移支付计划应用最广泛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巴西、哥伦比

亚、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尼加拉瓜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102-104]。

在墨西哥，Oportunidades  CCT 计划（原名为 Progresa）从 1997

年开始执行，利用接近 40 亿美元的公共支出覆盖了 500 万户家庭，

该计划改善了儿童的健康状况，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105, 106]。

包括孟加拉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

尼泊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和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也实施了 CCT 计划。

尽管这些计划在医疗筹资体系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在卫生服务

有限或质量差的地方却不能发挥作用，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

农村地区。

抵消卫生服务费用和补偿收入损失的 CCT 计划和优惠券计划只

有在针对有迫切需要的群体的时候才能起作用。如果不是这样，那么

这些计划就意味着浪费大量成本而且是无效的，例如资金流向非贫困

群体，由于这个群体拥有良好的教育经历或关系网，他们有能力更好

地获取这种福利。

然而在卫生服务可及性存在严重障碍的地区，如贫困的偏远农村

地区，CCT 计划和优惠券计划可能只是用来确保人们获得所需要的

及时治疗的短期措施。

结论

在过去 30 年中，卫生筹资体系中不乏“向使用者收费”这种直

接支付导致失败的经验教训。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建立起预付

费和资金统筹的卫生筹资体系，让尽可能多的人共同分担治疗疾病的

经济风险。但是这些措施需要仔细的规划，以避免加重世界上许多穷

人和脆弱人群的困境，尤其是那些住在偏远地区的贫困人群。专栏 3.3 

概括介绍了这一章节所提及的证据，这些信息可以供国家政策决策者

参考。

长期目标应该是将患者直接支付的比例降到卫生总费用的15%～ 

20% 以下，将政府和强制性保险的总费用在 GDP 当中的比例提高到

15% ～ 6%。一些国家实现这些目标将需要一定的时间，它们可能为

自己设定更容易实现的短期目标。这种过渡可能让人感到有些气馁，

但是许多国家最近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那些资源有限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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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力创造资金或缺乏技

术能力来支持这种过渡的那些国

家，外部经济援助将是至关重要

的。这种经济援助在《巴黎宣言》

的鼓舞下非常重要，该宣言允许

受援国按照自己的优先事项制定

和执行本国的计划。应避免捐赠

渠道多样化。发展合作伙伴还须

牢记，许多目前依赖“向使用者

收费”的国家推出的计划是为了

回应外部建议，有时是为了满足

捐助者的要求。

过渡到预付费和资金统筹体

系需要国家层面以及国际层面的

行动，以便维护过去 10 年里做

出的资金投入承诺的庄严性。成

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

能够持续稳定地获得当初政府承

诺所要动员的资源。如果没有对

卫生服务的投入，尤其是对基础

设施以及具有初级卫生保健能力

的卫生人力方面的投入的话，那

么也就谈不上如何购买卫生服务

的问题。如果根本就没有卫生服

务可用的话，用什么方法进行支

付也就不必考虑了。

最后，即使是在拥有规范

的预付费和资金统筹体系的国家

内，也总有非常贫穷的人群需要

真正的免费卫生服务。

专栏 3.3 减少经济障碍的核心

当今的政策决策者面临的关键问题 ：通过统筹力量如何改变现有的卫生筹

资体系或者维持已经取得的成就？下面的一些核心看法可供既想加强保护人们

免于因治病而陷入经济困难的境地，又想减少人们获取必要卫生服务时障碍的

政策制定者参考。

统筹支付

各国可以通过推出多种形式的预付费和资金统筹来加快实现全民覆盖的步

伐，从而发挥凝聚力量的作用。

合并或补偿

有多种渠道可以改善保险的覆盖范围，如整合零散的统筹基金或者寻找多

种可以让资金在风险不同的人群之间转移的风险补偿形式。

合并税收和社会医疗保险

资金的来源不一定能够确定筹资方式。税收和保险缴费可以合并在一起用

来覆盖所有人口，这比单独设置保险基金会更好些。

强制性缴费是有益的

无论医疗保险资金来自一般性政府收入还是来自强制性保险缴费，最接近

实现全民覆盖的各国都使用某种形式的强制性缴费方案。这使得统筹基金能够

覆盖所有社会内无力支付保费的人们。

最初采用自愿计划是有益的

如果较大范围内的经济财政状况决定了征税或强制性保险缴费只能处于低

水平上，那么自愿计划有可能为人们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防止人们因治病而

陷入家庭财务危机，还可能有助于人们理解预付费和资金统筹的好处。但是经

验表明这些措施的潜力是有限的。

停止患者直接支付

正如前面报告的一样，世界卫生组织的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区域的国家和地

区希望为自身设定中期目标。但是只有当家庭的患者直接支付占卫生总费用的

15% ～ 20% 的时候，“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才会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

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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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所有国家都可以开展或多或少的工作来提高其卫生系统的效率，从而

释放更多资源来服务更多的民众，提供更多的服务，并且（或者）支

付更多的费用。

  有些措施旨在提高卫生系统的某个特定方面的效率，如药品方面。而

有些措施则是解决卫生筹资系统中所固有的激励措施，尤其是卫生服

务的购买方式以及对医务人员的补偿方式。

  所有国家都可以通过在卫生服务的提供或购买过程中采取更具策略性

的方针来提高效率，例如，在了解民众的具体卫生需求的基础上决定

所要购买的服务，并且将卫生服务提供者的费用补偿与其绩效以及服

务成本、质量和效果等进行挂钩。

  所有的服务提供者补偿机制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但应特别注意按服务

项目收费的支付方式，该支付方式会提供特定的诱因，导致对有支付

能力或者获得医疗统筹资金保障的患者提供过度服务，而对没有支付

能力的患者却服务不足。

  减少医疗资金流通过程中的条块分割和加强卫生服务提供过程中的融

资也可以实现效率的提高。

  目前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能够表明私营医疗卫生机构比政府机构具有

更高或更低的效率。这主要视具体的环境和背景而定。

  通过制定特定的规则并且确保遵守此类规则，实施有效治理是提高效

率和公平性的关键所在。

  援助者还可以通过协助建立受援国的国内筹资机构，尽量避免体系零

散的资金援助方式和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方式为受援国提供帮助。援助

者还可以减少在国际层面上的重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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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资源

卫生系统存在着大量的资金浪费。据普华永道卫生研究机构最近发布

的一项研究报告估计，美国每年在卫生方面投入超过 2 万亿美元，其中一

半以上都被浪费了 ；汤森路透研究报告的这一数字较低，每年约为 6 000 到

8 500 亿美元，但仍是相当可观的 [1，2]。据欧洲医疗欺诈和腐败网络统计，

每年全球卫生费用约有 5.3 万亿美元，其中仅工作失误或贪污方面所耗费的

开支就占了将近 6%，约为 3 000 亿美元 [3]。

然而某些国家的浪费现象更严重，多数国家都未能充分利用可用资源，

并且存在购买执行不力、药品使用不合理、人力和技术资源错置与管理不善，

以及筹资和管理分散不集中等现象。但是，这一状况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并

且其中存在很多无效率现象。在同等资金投入情况下，某些国家已经实现了

比其他国家更高水平的覆盖以及更好的健康结果，而就同一资源的利用效果

而言，各国实际实现的效果与其可能实现的效果之间有时仍存在着较为巨大

的差距 [4]。图 4.1 中对此做出了说明，图中显示，即使是在卫生总费用接近

的国家之间，其在专业卫生人员接生的比例方面仍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

对于那些努力向全民覆盖这一目标靠拢的低收入国家来说，尽管筹集更

多资金是至关重要的，但使可利用资源发挥最大效率也同样重要。而对于那

些努力维持高水平覆盖的国家来说，在费用不断增加，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

下，如何寻求最有效的途径来应对卫生系统当前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也是其需

要考虑的问题。

提高效率可以有多种途径，并不仅仅意味着削减成本。正如我们在接下

来的内容中将要讨论的，效率是在特定的投入（即成本）水平下对产出（即

健康结果或服务）质量和（或）数量的一种衡量。因此，提高效率可以通过

降低和控制提供卫生服务的成本，而这是许多国家的重要目标。然而，谁都

不会愿意通过降低健康产出来控制成本，因此寻求效率的提升也应被视作一

种在相同的成本下扩大覆盖范围的手段。

本章内容的主题是各国如何改善其卫生系统的效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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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低效率的十大主要原因

各国都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推进实现全民覆盖目标。表 4.1 中列

出了 10 个问题领域，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效的卫生系统提出了建议。

消除不必要的药品投入

药品占全球卫生投入的 20% ～ 30%，在中低收入国家中略高，因

而构成了卫生服务费用的主要部分 [7]。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政府和个人

的支付价格公平合理，则支付负担会较轻。但是，到底什么才是公平

的价格？对于购买人员来说，国际参考价格是在购买洽谈中十分有用

的一个出发点。国际参考价格是通过计算具有可比性的国家相同药品

的中位数价格所得出的 [8]。如果没有此类跨国价格信息提供参考，药

品购买者们很难在既不透明也不高效，并且同种药品价格参差不齐的

全球药品市场中实现公平交易。据近期的一项药品价格研究显示，在 

美洲、东南亚以及东地中海等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公共部门购买仿制

药品的价格接近国际参考价格，而在非洲、欧洲和西太平洋区域，政

府在其需要支付价格的基础上平均额外支付了 34%～44%（图 4.2）[9]。

同一项研究表明，某些药品几乎一直是在大幅加价的基础上销售

的，其价格在不同的国家差异十分显著。例如，品牌环丙沙星（一种

广谱抗生素）的购买价格在发展

中国家之间有很大差异，有的国

家的价格甚至是国际参考价格的

67 倍 [9]。即使在高收入国家，药

品的定价也有相当大的可变性。

据报道，品牌环丙沙星在美国的

售价每个疗程在 90 美元到 100

美元 ；而其在英国的售价仅为该

价格的一半 [10]。

购买品牌配方而不是普通

配方也是导致效率低下的原因之

一。最近在 17 个主要中等收入

国家开展了一项涵盖 18 种药品

的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将

品牌药品更换为最低价格的普通

等效药品，可将患者的费用平均

减少 60% 左右 [11]。这就意味着，

图 4.1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按卫生总费用水平的专业卫生人员接生

            比例，最近有数据提供的年份（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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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导致低效率的十大原因

资料来源 [6]。

低效率源

1. 药品 ：仿制药品使用

不足，药品价格过高

2. 药品 ：使用不合格和

假冒伪劣药品

3. 药品 ：不合理和低效

用药

4. 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

过度使用或提供设备、

检查和诊疗措施

5. 医务人员 ：不适当的

或昂贵的人员组合，医

务人员没有积极性 

6. 卫生服务 ：不适当的

住院人数和住院时间

7. 卫生服务 ：不适当的

医院规模（基础设施利

用率低）

8. 卫生服务 ：医疗过失

以及不理想的医疗服

务质量

9. 卫生系统漏洞 ：浪费、

贿赂和欺诈行为

10.  卫生干预措施 ：低

效的策略组合 / 不当

的策略水平

导致低效率的常见原因

对药品供应链中的代理商、医生和配

药员控制不足，仿制药品的有效性 /

安全性较低，历史处方形态和低效率

的购买 / 配送系统，药品征税，药

品过度加价

药品监管结构 / 机制不完善，购买制

度薄弱

医生激励措施不合理和不道德的推销

行为，消费者的要求 / 期望，对药

品的治疗效果认识有限，不完善的监

管框架

医务人员诱导需求，按服务项目收费

的支付机制，诉讼担忧（防御性医疗

行为）

遵照预定的人力资源政策和程序，来

自医疗专业的抵抗，固定的 / 无弹

性的合同，薪资较低，徇私聘用

缺乏替代性的医疗护理机构，出院动

机不足，对最佳治疗措施的了解有限

用于协调控制的管理资源水平不足 ；

有些地区医院和病床数过多，而有些

地区却不够。这往往反映出卫生服务

基础设施的发展缺乏良好的规划

对临床护理标准和协议的认识和应用

不足，缺乏临床指南，监管不足

资源分配规范不明确，缺乏透明度，问

责制和管理机制不健全，薪酬过低

对高成本、低效性的干预而非低成本、

高效性的干预提供资助。医疗护理水

平之间，以及（或者）疾病预防、宣

传和治疗之间的不平衡

解决低效率问题的途径

改善处方规范、信息、培训和实践操作。就仿制

药品的替代要求、允许或提供奖励。基于对各

类购买方案开展成本和效益评估结果，来开发

主动购买模式。确保购买和招标过程中的透明

度。免除药品税收。控制过度加价。监控并公

开药品价格

加强药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标准的实施，进行产

品检验，通过供应商资格预审改进购买制度

将处方开具和配药职能分开，规范药品的促销宣

传活动，改善处方指导、信息、培训和实践操

作，向公众传播信息

改革激励机制和付费结构（例如，按人头收费或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收费），制定并实施临床

指南

开展需求导向的评估和培训，调整薪酬政策，实

行弹性的合同和（或）与绩效挂钩的薪酬，通

过职能转换和其他途径实现技能和需求的匹配

提供替代性的医护服务（例如日托服务），改变

对医院服务提供者的激励诱因，提高对高效住

院服务的认识

将投入和产出估计纳入医院规划中，做到管理能

力与规模的匹配，减少过剩床位和设施，将病

床使用率提高到 80% ～ 90%（同时控制住院

时间）

改善医院的卫生清洁标准，提高医疗护理连贯性，

开展更多的临床审计，医院绩效监控

加强监管 / 治理，包括实施严格的处罚机制，评

估透明度 / 发生腐败的可能性，开展公共支出

跟踪调查，推广实施行为准则

开展定期评估，并将有关卫生干预、技术、药品

和政策选择的成本和影响的信息纳入政策制定

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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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国家来说，仅上述药品限制使用即可以节省共计 1.55 亿美

元的支出。

而对于某些高收入国家来说，通过更加系统地使用仿制药品可能

获得更高的全球收益。例如，法国已实施了一项仿制药品替代战略，

据估计通过更广泛地使用仿制药品，仅 2008 年一年即节省了 13.2 亿

欧元，相当于当时的 19.4 亿美元 [12, 13]。

提高药品的质量控制

无论是不合格药品、假冒伪劣药品还是过期药品，“不良”药品

无论如何都过于昂贵，而且避免此类药品存在也是停止资源浪费的另

一途径。据报道，目前在东南亚市场上流通的据称含有抗疟疾青蒿琥

酯成分的药品中有一半以上都不含任何有效活性成分 [14]，而据对 3 个

非洲国家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对抗疟疾药品抽取的样本中有 26% ～ 

44% 的样本未通过质量测试 [15]。

由于目前所能获得的可靠资料过少，尚不足以估计此问题的严重

程度。但是，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估计，假冒药品占全球药品市场

的 10% 以上 ；如果我们采用该比例作为下限，则每年全球通过销售

不合格药品所获得的收入将超过 320 亿美元 [16]。而这 320 亿美元的

销售收入不可能产生什么健康改

善。

各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

杜绝不良药品的现象，其中最值

得注意的一条途径是在药品生

产过程中坚持采用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GMP），并且从采

用 GMP 的生产商处购买药品。

GMP 旨在确保药品始终按照一

系列特定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和

控制，以避免出现污染、错误标

贴以及活性成分水平不当等情况
[17]。许多国家已经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所开发的模型制定了各自对

GMP 的要求和规定，而其他的

一些国家已经采用此类要求和规

定并已实施到位。

为了保证用于 HIV/AIDS、

疟疾、结核病和生殖健康疾病的

图 4.2 按世界卫生组织不同区域的公共部门仿制药品购买价格中位数价

            格比率 a

a 中位数购买价格与卫生管理科学中心制定的国际参考价格的比率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9]

0

1

2

3

4

5

M
ed

ia
n 

pr
ic

e 
ra

tio

1.34
1.15 1.01

1.4

0.63

1.44

非洲 美洲 地中海东部 欧洲 东南亚 西太平洋

阿莫西林（250 mg）

环丙沙星（500 mg）

世界卫生组织区域

格列本脲（5 mg）

沙丁胺醇（20 U 次剂量吸入器，每次 0.1 mg）

15 种药品的中位数价格

世界卫生报告全文.indd   72 2010-11-16   11:49:28



73

第 4 章 卫生资源物有所值

各类药品能够符合统一的质量、安全和有效性标准，世界卫生组织于

2001 年设立了药品预认证项目。该项目最初旨在为联合国购买机构

提供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项目中已通过预认证的药品清单已

成为了包括国家购买机构在内的各类大宗药品购买的标准 [18]。

合理使用药品

药品的不合理使用不仅会导致患者的痛苦和死亡，而且会使卫生

资源脱离有效的循证干预措施。尽管许多国家已经采用了国家药品政

策和基本药物方案以鼓励药品的合理使用，但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只有

不到一半的患者所接受的卫生服务是按照初级卫生保健的常见病的临

床指南提供的 [19]。据估计，全球约有一半以上的药品是开具处方、配

发或出售不当 [19]，并且有一半的患者未能按处方或配发规定服药 [20]。

不合理的药品使用可能有多种形式，包括有害混合药品（多重用药）

的使用，抗生素和注射剂的过度使用，未按照临床指南开具处方，或

者不适当地自行用药 [21]。

过度使用和滥用抗生素是一个尤其严重的全球性问题，目前在

售的抗生素中有 2/3 是未经处方通过无管制的私营市场进行买卖的。

许多患者都不正确地执行处方，或用量不足或者未能完成规定的疗

程。在急性腹泻患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患者是使用廉价且极其有效

的口服补液盐进行治疗的，而一半以上的患者是通过价格昂贵且对其

病症无效的抗生素进行治疗的。以抗生素为例，在中低收入国家，在

治疗急性呼吸道感染时过度使用抗生素估计会平均增加医疗费用的

36%[22]。

发挥技术和服务的最大功效

医疗技术对于提供优质的卫生服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们

在科学证据和最佳实践的基础上得到正确的选择和使用 [23]。购买政

策常常会受到设备制造商行销压力而扭曲。对于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

都是一样的情况，如果购买的范围越大，这个情况越是严重。现代医

疗技术已经成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卫生费用不

断上涨的一大促进因素，并且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对现代医疗技术的接

纳程度并不总是以需求为根据的。在 OECD 成员国中，日本的人均

磁共振成像（MRI）以及计算机断层（CT）扫描仪拥有数最高，而

美国则是全球最高的影像使用诊断的国家 ：每 1 000 名患者接受 91.2

次 MRI 检查（OECD 成员国的平均检查数为每 1 000 人 41.3 次）；

并且每 1 000 名患者接受 227.8 次 CT 扫描（OECD 成员国的平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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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为每 1 000 人 110 次）[24]。这些检查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没有

医疗需要的。

不必要的购买和使用设备现象也可能出现在低收入国家，但一般

来说，在资源贫乏的环境下还会面临其他技术挑战。据估计，在发展

中国家至少有 50% 的医疗设备只是部分可用或完全不可用的 [25]。在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多达 70% 的医疗设备是闲置的。有研究表明，

这种广泛的系统性失效现象是由多个原因导致，其中包括对技术引进

过程的管理不善，以及缺乏对用户的培训和有效的技术支持 [26]。在医

疗技术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其常常会导致不合规格或有危险的诊断，

或者可能威胁到患者生命安全的治疗。不适当的医疗技术还会增加无

力负担此类技术的卫生系统性的财政负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低收入国家，导致医疗技术效率低下的最

大原因之一竟然是捐助。在某些国家，几乎 80% 的卫生医疗器材和

设备来自于国际援助者或外国政府，并且其中的大部分由于各种原因

被闲置。最近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的一项研究就为我们提供

了这样一个例子 [27]。在 2009 年 1 月战事冲突结束以后，大批卫生医

疗设备被送往了加沙地带。虽然其中的某些捐助设备得到利用，但是

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设备无法纳入当地的卫生系统中，因此只能被闲

置在仓库中。

如果发展伙伴能够与受援国进行协商以明确其需求以及应用捐助

设备的能力，则可以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此外，受援国政府也有责

任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按设备类别、型号和制造商等组织安排医疗

设备的入库存放，并且检查每个捐助物品的完整性、兼容性和质量。

技术方面出现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卫生服务方面。某项研究对患者

在美国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下所获得的卫生服务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

这样的结论“高消费地区的居民所接受的卫生服务比其他地区的居民

多出 60%，但其死亡率并没有降低，而其身体功能状态或满意度也并

没有得到改善”[28, 29]。在临床诊疗模式中出现的差异不能归因于医疗

需求的差异，如果产生高额费用的卫生服务提供者能够将其提供的服

务降低至安全且保守的治疗水平，则可以节省约 30% 的治疗费用 [30]。

在许多国家都存在这种类似的临床诊疗模式差异，这表明这些国家同

样有机会降低卫生服务成本并提高效率 [31-34]。

尽管在个人层面上人们往往难以确定医疗干预的确切需求，但决

策者可以在国家范围内对临床诊疗模式中出现的差异进行监控，并重

点关注那些相对其他卫生服务提供者或机构而言提供大量服务或者提

供较少服务的提供者或机构。减少上述差异不仅能够节省资源，还可

以改善健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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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激励机制

医务人员是卫生系统的核心，支付他们的费用通常占到一个国家

卫生总费用的一半左右 [35]。然而医务人员短缺往往是加强卫生系统的

一大障碍，招聘效率低下、培训不当、监管不力以及人员分布不均也

会破坏系统的效率，而人员收入补偿不足也导致了大量的卫生服务翻

折或削减 [36]。而上述各类问题掺杂在一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生产

力减低，绩效低下。

那么由于劳动力的效率低下所导致的损失究竟有多少呢？由于没

有可靠的综合数据，我们很难得出精确的结果，但是人们也曾多次尝

试在特定的情况下对医务人员的生产力进行测量。例如，据报道，在

坦桑尼亚，由于无故缺席，同时在休息、社交联系以及患者等候上所

花费的时间过多，导致生产力水平降低了 26%[37]。在巴西、苏萨等发

现，各个城市卫生保健人员实现的产前保健覆盖的效率从不到 20%

到 95% 以上不等 [38]。

通过固然有限的实例来推测全球趋势，并且应用保守的被报告低

效率的平均水平（15% ～ 25%）作为卫生总费用占人力资源支出的比

例（45% ～ 65%，取决于各地区和国家的具体收入水平），我们能够

大概地计算出全球每年由于劳动力的低效率而产生的费用超过 5 000

亿美元。

《2006 年世界卫生报告》对如何减少此类损失，即如何提高医务

人员的生产力和绩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除此之外还着重强调了适当

的薪酬以及实现技能与工作之间更好的匹配的重要性 [36]。接下来将就

医务人员薪酬及绩效薪酬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提高医院的效率——规模和住院时间

在许多国家，医院的医护费用占政府的卫生总费用的一半以上，

高达 2/3，而住院患者的人数以及住院时间（往往是过量的）是导致

此类卫生费用的主要原因。例如，在对加拿大卫生系统中的成年住

院患者开展的四项独立调查中发现，24% ～ 90% 的住院患者数以及

27% ～ 66% 的住院天数是不合理的 [39]。

导致效率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医院的规模以及所提供的服务范围

不适当。虽然扩大医院的规模和服务范围以达到现有的专业技术、基

础设施以及设备充分利用可能具有经济意义，但是在超过了某个点之

后却会导致效率的递减。同样的，小规模医院由于要在过少的患者数

中分摊固定的基础设施和行政管理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因而增加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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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住院费用。主要在美国和英国

集中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医院

的床位数在 200 以下以及 600 以

上即会产生低效率现象 [40]。显

示医院效率的一项良好指标是按

容积率计算的住院设施的使用情

况。据世界卫生组织对 18 个中

低收入国家开展的研究表明，在

地区医院中只有约 55% 的床位

被占用，远低于 80% ～ 90% 的

建议水平 [6]。

近期一项对 300 多个针对卫

生服务效率和生产力研究的回顾

分析中我们发现，医院的平均效

率约为 85%，这就意味着医院还

可以在同等成本下实现 15% 的

效率提升，或在同等服务水平下

降低 15% 的成本 [41]。虽然已经

证明公立医院的效率要高于私有

营利医院以及私有非营利医院，

但有趣的是，报告中显示，无论

是美国、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国家

的医院之间都不存在较大的效率

差别（专栏 4.1）。采用低效率比的中位数 15% 作为每个地区医院消

耗的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我们可以计算出每年由于与医院相关

的低效率而导致的费用损失有将近 3 000 亿美元。

正确地执行治疗方案

医疗差错不仅花费大量金钱，还会造成患者的痛苦。由于缺乏可

靠的流行病学数据，医疗差错的全球普遍性和严重程度目前尚不清楚，

但是据估计，在发达国家有多达 1/10 的患者在接受医院治疗时曾受

到伤害 ；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数字可能要高得多 [49]。在任何时候，全

球有 140 万人因院内感染而患病 [50]。卫生当局目前对这方面的费用尚

不清楚，但是在 1999 年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美国每年因可避

免的医疗差错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多达 98 000 人，耗费资金 170 亿～ 

290 亿美元 [51]。

减少医疗差错有一些个十分简单的措施，一是鼓励手部清洁卫生，

专栏 4.1 公立机构和私立机构提供服务的相对效率

公立机构和私立机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在卫生服务提供领域所扮演的

相对角色随着时间在不断发展，并且持续引起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争论。最

终，经验性证据可以帮助确定什么类型的机构在提供特定服务时是最具效率的。

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关注医院的效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

45% ～ 69% 的政府卫生费用流入了医院 [42]。Hollingsworth[41] 最近对有关效率

提升措施的 317 份文献进行了 meta 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公立机构提供的

服务可能比私营机构的效率更高。”然而，据国家性研究的结果表明，所有制

对效率所产生的影响是混合的。Lee 等人 [43] 认为美国的非营利性医院比营利性

医院的效率更高。而另一方面，瑞士医院的效率水平并不受所有制的影响 [44,45]。

有研究发现德国的私立医院在技术层面上的效率低于公立医院，但也有另一些

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或者未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 [46,47]。

很少有研究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公立和私立卫生机构之间的相对效

率进行比较。而 Masiye [48] 或许是唯一一个开展此类研究的人，其报告中指出，

私立医院对赞比亚医院的效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即私立医院的平均效率

为 73%，而公立医院的平均效率为 63%）。

这说明，在各个国家之间笼统地讨论哪一种所有制模式是最好的，这是不

可靠的。同时，有证据表明平均效率水平要大大低于其在所有不同类型医院的

实际水平。无论在何种所有制下，任何医院都可以通过减少浪费和实施具有成

本效益的医疗干预来提高效率。而为了确保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强有力的政

府领导和管理来制定并实施具体的操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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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促进安全的注射操作，三是确保诊断准确。

此外，使用核对表也是一个可以挽救生命的简单程序，如世界卫

生组织倡导的“提高外科手术安全，挽救更多生命”。目前在核对表

的使用方面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美国密歇根州，通

过在全州范围内倡议实行简短的核对表来降低与导管相关的血液感染

率。此外，核对表还能够帮助护士确保医生按照规定程序操作 [52]。在

已实行核对表程序的重症监护病房中，血液感染率已降至使用 1 000

天的导管出现 1.4 次感染，还不到实行核对表程序之前的感染率的

20%，估计 4 年中共挽救了 1 800 条生命。实行核对表这一举措目前

已被多个国家采纳，包括中国、约旦、泰国和英国。

另外还有一种更具惩罚性的（并且可能备受争议的）方法可以降

低医疗差错，即对于具体的医疗差错不予支付。该方法正在美国进行

试验，而美国自 2008 年 10 月起已停止通过其医疗保险计划（一项由

政府管理的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的社会保险计划）为

医院所谓的“绝不该发生的事件”，即被认为可以“合理预防的”医

疗差错买单。此类错误包括各类重大失误，如在错误的身体部位做手

术，同时也包括各类并发症，如严重压疮，以及患者跌倒所造成的受

伤。通过拒绝为医院的错误买单，医疗保险计划有望降低每年由于医

疗差错所导致的估约高达 98 000 人的死亡 [53]。

杜绝浪费和腐败

据估计，每年与购买（即诸如药品、设备以及基础设施等必要投

入的购买）相关的费用有 10% ～ 25% 被贪污舞弊行为所侵占 [54]。仅

就发达国家而言，据估计，卫生服务欺诈以及其他形式的滥用每年会

浪费各国政府费用 120 亿～ 230 亿美元 [55]。由于药品的生产和销售

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过程，这也给此领域中的诸多弊端提供了可乘之

机，而这个问题还延伸到有关购买的各个领域。

经验表明，要想坚决杜绝药品购买和销售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则

需要实施两项互补策略 ：首先，在立法改革的基础上实行自上而下的

惩罚措施，制定法律、行政结构和程序以确保药品管理和购买的透明

化 ；其次是实行自下而上的价值观念，通过道德价值观和原则促进制

度上的诚信建设，并且尝试激励公职人员的道德行为。

自 2004 年以来，已经有 26 个国家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实施了良

好的药品管控计划，从而降低了药品方面的支出 [56]。成立药品的透明

度联盟也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另一项措施，该联盟通过国家层级的行动，

尤其是通过透明度和问责制，来促进药品购买链中的效率，以确保优

质药品的可负担性和可用性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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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原则并不局限于药品的购买和销售，还可应用于卫生领

域中的所有活动。这些原则是以良好管控的核心原则为基础的，其中

包括问责制、透明度和尊重法治 [58]。核心监管职能包括服务提供者、

设施和产品（以提高质量）的登记注册、评审和许可，以及内部监督

和审计职能，这些职能可以有效地改善预算和其他方面的不足。加强

管理还需要智力以及更好地利用信息，从而可以识别各种违规的行为

并且对所有变化进行监控。

严格评估必需的服务

据估计，获得一个健康生命年的成本从不足 10 美元到 10 多万美

元不等，主要取决于卫生干预措施 [59,  60]。换句话说，如果选择成本

为 10 美元的卫生干预来获得一个健康生命，那么 100 万美元就可以

获得 10 万年的寿命。而如果选择成本为 10 万美元的卫生干预，则只

能获得 10 年的健康寿命。

目前还没有一条基本原则用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哪些干预措施是最

具成本效益的，而是要综合考虑该国的价格水平、疾病模式以及覆盖

水平等因素。而且预防也并非总是比治疗更具成本效益。某些形式的

预防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并且没有被充分利用，而有些则不然。尽管

WHO-CHOICE（选择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工作计划以及已

实施两轮的疾病控制优先项目已为不同环境下各种干预措施的成本效

益提供了指导，但从理论上来说，各国仍需要评估其各自环境下的成

本效益和效率 [61]。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高成本、低影响的干预措施

往往被过度使用，而低成本、高影响的干预措施却仍有待开发 [59,60]。

因此，从前者向后者的资源转换是实现更高效率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途

径。有研究将特定疾病综合症或状况下的干预现状与一组潜在地更

适当的干预措施组合进行了比较（表 4.2），而通过回顾分析此类为

数不多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当前支出的 16% ～ 99%（视情况而定）

所获得的健康收益是相同的，而由此节省下来的费用还可以通过其他

途径为健康改善作出重要贡献。

即使考虑进行必要的再分配时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表 4.2 中有

证据表明，在优先实施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的国家，可以实现约

20% 的效率提升。很明显，不同国家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也不同，

但是在低收入国家，多数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如孕产妇和新生

儿的预防性保健和治疗或者基本的儿童疫苗接种等，尚未得到充分的

实施，而此类国家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

在确定最佳干预措施组合时，成本效益并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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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平性、公正性或基本的正当行为处于争议的情况下，特定卫生干

预措施的社会价值可能不等同于其所产生的卫生效益的价值。以临终

关怀护理为例。这类服务是很昂贵的 ：例如在美国，患者在临终前一

年中所需的卫生费用几乎占全年医疗保险费用的 1/3，尽管这类患者

仅占登记人数的 5%  [68]。对社会价值而不是成本效益的考量决定了社

表 4.2 严格评估医疗干预的潜在收益

a US$ 为美元 ；BHT 为泰铢 ；EEK 为爱沙尼亚克朗 ；NGN 为尼日利亚奈拉 ；AUD 为澳元 ；I$ 为国际元。
b 世界卫生组织区域（按死亡率分组）：EurA 指成年人和儿童死亡率都非常低的欧洲地区国家 ；WprB 指成人和儿童死亡率

较低的西太平洋地区国家 ；SearD 指成年人和儿童死亡率较高的东南亚地区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地区是按儿童和成年人的死

亡率水平来进行划分的 ：A 指非常低的儿童和成年人死亡率 ；B 指较低的儿童和成年人死亡率 ；C 指较低的儿童死亡率以及

较高的成年人死亡率 ；D 指较高的儿童和成年人死亡率 ；E 较高的儿童死亡率以及非常高的成年人死亡率（http://www.

who.int/choice/demography/regions）。此分类方式不具官方性，仅为分析目的之用

研究项目

赞比亚抗疟疾药物治疗 [62]

（每治愈 1 例病例的费用）

泰国疾病与伤害预防 [63]

心血管疾病预防

道路交通伤害预防（酒精）

道路交通伤害预防（头盔）

爱沙尼亚酒精和烟草控制 [64]

酒精

烟草

尼日利亚神经精神病干预 [65]

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

癫

酗酒

澳大利亚精神健康保健方案 [66]

精神分裂症

情感性精神病（任何种类）

焦虑症（任何种类）

酒精类精神病

宫颈癌护理和预防 [67] b

高收入地区（EurA）

中等收入地区（WprB）

低收入地区（SearD）

货币单位 a

US$

BHT

EEK

NGN

AU$

I$

实际综合值

10.65

300 000

6 190

1 000

2 621

292

37 835

210 544

104 586

13 339

20 134

30 072

196 070

20 463

15 184

97 932

4 453

3 071

421

理想综合值

8.57

2 185

3 375

788

893

247

26 337

67 113

62 095

10 507

10 677

17 536

107 482

10 737

9 130

53 412

3 313

1 984

355

改善空间（%）

20

99

45

21

66

15

30

68

41

21

47

42

45

48

40

45

26

35

16

获得 1 年健康寿命的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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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还将继续提供临终关怀护理服务。再举一个较为普遍的例子，在偏

远的农村地区，卫生干预覆盖面越广，其成本效益则越低，而这是中

低收入国家的决策者们经常会面临的情况。正如第 1 章中所述，实现

全民覆盖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团结，即随时准备好作出选

择以实现效率和公平性之间的平衡。

虽然对公平性的考量是最重要的，但是各国政府继续保持对成本

效益的关注也是至关重要的，从而能够开展更加积极的服务购买，以

确保卫生系统在同等投入下获得最佳的价值。这一点将在本章后面的

内容中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提高效率的潜在收益

依据前面几节中确定的低效率的平均水平，用其乘以每一方面支

出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平均比例，我们就可以看出通过效率的提升所

能获得的利益（表 4.3）。该表中将导致效率低下的 10 个常见原因分

为了五大类 ：卫生人力资源、药品、医院、腐败和浪费所导致的资金

流失 ；以及干预措施混淆。

从表中可以看出，低收入国家通过提高医院或医务人员效率每年

可以节省 12% ～ 24% 的卫生费用，从而释放更多的资源以扩大潜在

的经济风险保护或者现有的服务。如果各国在同一时间设法改变导致

低效率现象的上述所有原因，其所能获得的具体结果目前尚不清楚，

但收获肯定不会是完全相加性的，举例来说，如果医务人员的效率有

所提高，那么也自动地被认为是医院效率的提升。据保守估计，有

20% ～ 40% 的卫生总费用没有改善人类健康。而通过更好的途径对

这些资源进行重新投入以改善人群健康状况将会获得巨大的潜在卫生

收益。

各国政府应首先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评估本国低效率现象的性质

和原因，随后评估各个可能的解决方法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正

如黎巴嫩近来所显示的成果（专栏 4.2）一样，可能实现效率的提升。

虽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获得与该国相当的成果，但是几乎每个国

家都能实现大幅的健康改善。

激励机制、卫生筹资与效率

前面的几节中针对 10 个已确定的问题领域分别提出了提高效率

的具体措施。在这一节中，将重点讨论不同的筹资体系中所固有的能

够促进效率的激励因素或削弱效率的障碍因素。

其中的关键考量因素之一是卫生服务提供者的支付方式。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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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系统中对医院、医疗设施以及医生、护士、理疗师等实行的支付

机制会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很多机制为低效率现象提供了动机。正如

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最基本的支付制度是由患者在需要卫生服务的时候

直接向卫生服务提供者进行支付。这种支付制度中所存在的许多缺点

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给穷人获

得卫生服务设置了经济障碍，并且会使那些被动使用卫生服务的人陷

表 4.3 按照成本和国家收入分类的潜在收益增加空间

a 通过一系列潜在收益增加比例（人力资源 15% ～ 25% ；药品 15% ～ 15% ；医院 15% ～ 25%）乘以其占不同国家收入组卫生

总费用的百分比计算得出 ；卫生系统漏洞和干预组合方面的潜在收益增加比例直接按照其占人均卫生费用的百分比估计 [6, 69]。
b 用潜在收益增加比例乘以人均卫生费用得到 [ 四分位数间距 ]：4013 [947-3871]（高收入）；139 [101-351]（中等收入）；22 [15-33]（低

收入）[6, 69]

收入类别

人力资源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药品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医院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卫生系统漏洞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干预组合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总计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潜在收益增加比例

范围（占卫生总费

用的百分比） a

 8 ～ 16

 7 ～ 14

 8 ～ 15

2 ～ 3

2 ～ 5

3 ～ 5

3 ～ 8

 5 ～ 11

4 ～ 9

3 ～ 8

 5 ～ 10

 5 ～ 10

10 ～ 20

10 ～ 20

10 ～ 20

20 ～ 40

20 ～ 40

20 ～ 40

均值

492

14

2

93

5

1

233

11

1

221

10

2

602

21

3

1 204

42

7

范围

 

78 ～ 629

  7 ～ 48

  1 ～ 5

 14 ～ 122

  2 ～ 16

  0 ～ 2

 30 ～ 325

  5 ～ 39

  1 ～ 3

 28 ～ 310

  5 ～ 35

  1 ～ 3

 95 ～ 774

 10 ～ 70

  2 ～ 7

189～ 1 548

 20 ～ 140

  3 ～ 13

均值

563

499

61

3

115

95

19

1

287

236

49

2

271

224

44

2

705

611

89

4

1 409

1 223

178

8

范围

110 ～ 851

 79 ～ 639

 29 ～ 206

  1 ～ 6

 24 ～ 193

 14 ～ 124

  9 ～ 67

  0 ～ 2

 54 ～ 503

 31 ～ 330

 23 ～ 168

  1 ～ 4

 51 ～ 468

 29 ～ 315

 22 ～ 150

  1 ～ 4

141～ 1 094

 96 ～ 786

 43 ～ 299

  2 ～ 8

282～ 2 188

192～ 1 573

 86 ～ 599

  4 ～ 17

人均潜在收益增加量

（US$）b

总人口潜在收益增加量范围

（US$1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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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此外，

这种按服务收费的支付制度还会

鼓励向有支付能力的病患提供过

度服务，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低

效率现象。

即使在资金已实现统筹的情

况下，按服务收费仍是一种较为

常见的支付形式，并且在保险计

划中最为常见。这种支付形式虽

然常见但是代价也高。由于费用

由保险人支付，因此医生和患者

都没有任何控制费用的动机，过

度服务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这种过度服务通常表现为处方药

的过度使用，但也并不仅限于此。

最近的一项对导致日益增高的剖

宫产率的各类因素进行调查和分

析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实

例。导致过度服务的决定因素有

很多，除了病人日益增加的服务

需求以外，还有医生每实施一次

医疗干预即获得报酬从而导致服

务提供的增加，这些都在其中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 [70]。尽管剖宫产与日益增高的产妇死亡率、产妇和婴

儿的发病率以及产后并发症相关 [71-73]，但是即使是在自然分娩不存

在任何特殊风险的情况下 [74] 剖宫产率仍然日益增加。在 137 个可获

得相关信息的国家中有 69 个国家的剖宫产率仍在不断上升，从而导

致这些国家每年在各种不必要程序上的支出高达约 20 亿美元（专栏

4.3）。

通过实施剖宫产手术获取经济利益的服务提供者向患者宣传推广

剖宫产的程度目前尚不明确，但根据同一供需研究结果显示，在由政

府提供卫生服务的国家和地区，其剖宫产率是直线下降的。具体而言，

当由政府卫生投入比例提高 1 倍时，相应的剖宫产率就会下降 29.8%

（9.6% ～ 50%）[70]。

大多数通过保险基金支付卫生服务费用的支付制度都通过对卫生

服务提供者实行控制措施以遏制过度服务现象。许多国家还采用了共

同支付或其他形式的费用分担支付制度来鼓励患者在使用某项服务之

前考虑其必要性。

专栏 4.2 黎巴嫩的改革 ：提高卫生系统效率，增加卫生服务覆盖，

       降低自付金额

1998 年，黎巴嫩卫生费用占其 GDP 的 12.4%，比东地中海地区的任何其

他国家都要多。其中自费支付比例占卫生总费用的 60%，这一比例也是该地区

最高的，从而对低收入人群构成了一个重要障碍。由此，卫生部实行了一系列

的改革措施来提高公平性和效率。

此次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包括 ：改造公立机构初级卫生保健网络，提高公立

医院的服务质量，促进医疗技术以及药品的合理使用。其中，最后一项包括增

加有质量保证的仿制药品的使用。卫生部还试图通过卫生和生物医学技术国家

监管机关和医院评审制度，并且通过与私立医院开展合作在指定价格下提供特

定的住院服务，从而进一步增强其领导水平和管理职能。卫生部还建立了一个

数据库来监控公立和私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提供情况。

通过改进初级和三级水平公立医疗机构卫生服务质量已实现了利用率的提

高，尤其是对穷人而言。卫生部作为日益重要的服务提供者如今能够更好地与

私立医院洽谈服务购买价格，并且可以使用数据库来跟踪各类医院服务的单位

成本。

自 1998 年起，该国民众尤其是穷人对疾病预防、健康促进及治疗服务的

使用率已有所提高，其健康结果也随之得到了改善。通过减少药品方面的支出

结合其他增效措施已使该国的卫生费用占 GDP 的比重从 12.4% 下降到 8.4%。

自费支付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也从 60% 下降到 44%，从而增强了经济风险保护

水平。

世界卫生报告全文.indd   82 2010-11-16   11:49:30



83

第 4 章 卫生资源物有所值

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代价是很高昂的且需要较高的监控能力和不

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即基于每提供一项服务获得报酬的支付制度而

导致过度服务的诱因。

能够限制过度服务的一种策略是通过按人头收费的支付方式对支

付给服务提供者的金额进行限制。按人头收费方式通常应用于初级卫

生保健水平，即医务人员收取的预先确定的费用应该涵盖每一位与其

签约注册的患者所有的卫生需求。使初级卫生医师或机构，实际上就

是机构的基金持有人，来负责支付他们向患者提供的或者由他们转诊

至较高水平机构的患者所接受的所有卫生服务费用，可以鼓励对疾病

预防的重视。对较严重的疾病实施预防能够减少转诊患者数并且减少

其所持有的基金的损失。然而，这一措施也会怂恿医师延误转诊。

按人头收费方式有时也被用于初级卫生保健人员或机构的服务报

酬支付，并且可以独立于二级和三级卫生服务的支付方式。而在这种

情况下，初级卫生保健人员很可能会产生尽早向上转诊或者在患者并

非真正需要更高水平卫生服务时仍进行转诊的动机，从而通过这种方

式来保证其预算。

在医院里，与按服务收费的支付方式相当的是根据住院天数收费。

与临床医疗服务中的按服务收费一样，根据住院天数收费往往会导致

较长的住院治疗时间，从而导致超出实际医疗需要的较高费用 [76, 77]。

还有一种更为有效的支付机制采用的是基于实际使用情况的支付

方式，如疾病诊断相关组（DRG）支付方式，在这种支付机制下，不

同的病种被合并在同质费用组中并收取平均治疗费用。因此，无论医

院决定对患者实行何种集中治疗或者无论患者的住院时间有多长，医

院所获得的费用补偿额将是固定的。这种支付机制的缺点是医院会让

患者提早出院，并让其重新入

院，从而可以在新一轮的 DRG

付费中对患者收取额外的费用。

许多国家和保险基金（且并不仅

限于高收入国家）已经在其医

院财务系统中实行了特定形式

的基于实际使用情况的支付方

式，以达到控制成本和促进效率

的目的。此类国家包括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泰国和土耳

其 [78-81]。

在瑞典开展的一项调查研

究显示已实行 DRG 薪酬支付方

式的县区与未实行该方式的地

专栏 4.3 剖宫产率的全球差异

剖宫产人数在各国之间的差别很大，较富有的国家以及转型中的国家实施

剖宫产术的人数过多，而在经济贫困的国家，主要是在非洲地区，其剖宫产术

却未能满足需求。2007 年 137 个国家实施剖宫产手术情况的有关数据显示，其

中的 54 个国家的剖宫产比例不足 10% ；69 个国家的剖宫产比例超过了 15%。

而只有 14 个国家的剖宫产比例在 10% ～ 15% 的推荐范围。

一项基于 WHO-CHOICE（选择具有经济效益的干预措施）方法的针对

各国的分析结果显示，全球每年过量的剖宫产手术费用超过20亿美元。2008年，

全球不必要的剖宫产数甚至超过了必要数。由于过高的剖宫产率大量集中在收

入水平较高（因此价格水平也较高）国家，因此 2008 年全球过量的剖宫产手

术所产生的费用是贫困国家的潜在必要手术所需费用的 6 倍以上。

资料来源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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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相比节省了约 10% 的费用  [82]。据报告显示，在美国实行 DRG 支

付方式与其他薪酬制度相比，医院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已有所减少 [83]。

但是，按人头收费方式以及 DRG 薪酬支付方式都需要在其实行之前

对费用进行准确的衡量，并且持续监控其效果。

对医务人员提供的每项服务或者每人次服务进行薪酬支付的另一

种方法是支付固定工资。但这种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向那些做好

做差都不会影响其经济利益的医务人员提供激励措施。英国的国民医

疗保健制度于 2004 年推出了一项针对全科医师的奖金激励计划，旨

在鼓励他们改善卫生服务，尤其是对特定健康状况（心脏衰竭、哮喘、

糖尿病等）的监控。奖金额每年可高达数千英镑，并且构成了医务人

员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 [84]。

根据实行合理的混合型支付方式将能够实现比单一支付模式更高

的效率和质量的假设，有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建立针对医院以及私人医

疗机构的混合支付制度 [85]。例如，德国的卫生系统将其预算与医院级

的 DRG 支付方式相结合以实施激励措施来控制费用支出。而在芬兰，

医生的薪酬是由工资、人头收费以及服务收费三个部分组成的。

按绩效付费

为良好的绩效付费在概念上是与美国老年医疗保险的所谓不支付

有医疗差错的服务相反，它是对提供正确服务的医生和护士进行奖励，

而不是拒绝支付有差错的服务。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已经实施了各种

形式的绩效激励方案，例如绩效工资、基于绩效的合同、基于绩效的

筹资以及基于结果的筹资等，而这些激励方案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通过

对提供某些具体的服务进行奖励来鼓励扩大服务覆盖率，提供医疗质

量或者促进健康产出 [86]。

除本章前面所概述的英国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外，其他一些高收入

国家也获得了积极的成果。美国目前已实施了200多项绩效薪酬方案，

法国实施了一项全国性的方案，而西班牙和意大利则开展了地方级或

小规模的试点项目 [84]。评价认为这些绩效激励方案有效地提高了医生

和（或）医院的绩效，这些评价依据不同场所的质量指标，例如，对

卫生服务规范的遵守情况，对患者血压水平的控制以及降低糖尿病并

发症发病率情况等进行评价 [87,88]。但是，有证据显示，此类激励措施

有时并不能改善卫生保健人员的绩效 [89]。即使其有时似乎产生了一些

影响，但也是以未考虑其成本效益为前提的。绩效的改善水平是否值

得为其支出费用？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来达到同样

的结果？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答 [90]。

近年来，这种类型的付费机制已通过各种形式在各个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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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沿用，而其主要形式是基于捐助资金的试点项目，通常应用于

儿童和孕产妇的医疗干预 [91]。这些国家包括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

刚果、埃及、海地、印度、尼加拉瓜和卢旺达。据报告称，卫生服务

绩效的改善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产前检查次数、住院分娩率以及儿

童免疫接种覆盖率等 [92, 93]。

但是，由于证据有限，而且评估研究结果不够稳健，所以我们应

该谨慎看待各国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但据近期开展的一项跨国调查显

示，上述绩效激励付费机制在正确实施的前提下可以作为提高效率的

有效途径 [94]。而这就需要明确此类机制的运作规则以及对每一个参与

者的期望。此外，有效实施此类付费机制可能还需要加强信息系统和

监控职能，以遏制不正当的激励行为，例如，避免卫生服务提供者通

过重点关注此类付费制度下的高收益项目和患者来提高其收入，或者

忽视仅能获得较低收益的项目和患者。据调查显示，这种不正当行为

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均有发生 [95-97]。

此外，关于绩效激励方案还存在两项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首先，

如果同时分别、独立的实施几种不同的按绩效付费方案，则其结果很

有可能是导致各项绩效激励方案之间的竞争，即各项方案的实施方都

将争相怂恿卫生服务提供者加入其计划中。如果涉及援助者，则受援

国需要作出决策，确定如何使该绩效激励方案与本国整体卫生筹资和

服务提供战略保持一致，以及确定如何、在哪里、向什么支付该激励。

其次，强调经济奖励可能会通过更加微妙的方式影响医务人员的

行为，例如可能会使个别医务人员认为自己的能力受到了质疑，或者

自己内心那种想要在工作中好好表现的愿望不被人欣赏或者遭到了拒

绝 [98]。此外，强调经济奖励还会促使医务人员在每一次提供服务时都

会期待能够获得奖金 [99]。

战略购买

按绩效付费只是确保向有需要的病患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保证

卫生系统高效运作而实施的资金分配方式之一。按照传统做法，卫生

服务提供者按照其所提供的服务获得补偿并且（或者）由中央政府根

据上一年的预算向其他各级政府、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拨付预算。这

种做法即被称为被动购买 [100,101]。而更加主动的购买则能够通过对国

民的健康需求以及其在各国之间的差异的审查来提高购买的质量和效

率 ；在已既有的可用资源下最好地满足此类需求以及社会期望的干预

措施和服务，以及促进、预防、治疗和康复的最佳组合 ；此类干预措

施和服务的购买或提供方式，包括合同机制以及本章前面讨论过的卫

生服务提供者的支付制度 ；以及干预措施和服务的购买对象，并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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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卫生服务提供者的可用性及其服务质量和效率水平的基础上进行选

择 [102]。

在被动购买和主动购买之间绝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问题。各国

需要根据其各自的对必要信息的收集、监控和诠释能力决定可以运作

购买模式的范围，同时鼓励并执行相应的质量和效率标准。被动购买

往往会导致效率低下。即便某些国家认为自己还不具备充分的技术和

信息能力来迅速实现主动购买，它们也可以先开发出主动购买的框架

并在将来逐步实现。此外，基于绩效的支付方式可以在主动购买模式

下发挥其作用，如果这种支付方式作为包含各种因素的整体措施的一

部分来实施的话，可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用于战略购买的各种措施和方法可能需要不断地变更和修改。如

前所述，大多数较为先进的卫生筹资系统会采用多种服务提供人员薪

酬方式，以试图获得最佳的激励措施组合。许多国家出于技术原因或

政治原因一直在各种支付方式之间来回变换。而卫生系统所面临的现

实情况是政策制定者必须同时尝试多种选择，并且就各种医务人员薪

酬方式以及服务购买方式的利弊开展较为广泛的（且往往具有政治性

的）讨论，从而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

体系割裂

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寻求一种务实的医务人员薪酬

方式和卫生服务购买方案。无论选择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各国政府都

应提供一定程度的预拨款和融资以构成卫生系统性的运作基础，从而

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国人民的卫生需求。风险资金统筹额度越高，则系

统的运作效果就越好。大量的资金能够提供诸多优势，尤其是能够获

得更高的支付能力以应对各种偶然性的、费用高昂的疾病。最有效的

卫生系统会避免在融资以及资金筹集和资源分配过程中出现管理体系

割裂的问题。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体系割裂会限制融资体

系中所必需的贫富之间以及健康与病患之间的交叉补贴的空间。在美

国，尽管有较高水平的卫生费用，但融资体系割裂被认为是导致不能

实现全民覆盖的原因之一 [103]。

体系割裂同样也会导致效率低下。拥有多种筹资渠道和统筹体系

的卫生系统运作成本十分高昂且需要开展大量协调工作，因为此类系

统需要对每一种筹资渠道和统筹体系投入行政管理费用并开展大量重

复的工作。同样的，在卫生系统其他方面（医院运营管理、药品和设

备的配发、对实验室系统的支持等）的体系割裂现象也会导致不必要

的浪费和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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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项目，如结核病（TB）和艾滋病防治项目，通常会受

到资金流动和服务提供体系割裂的影响和阻碍 [104]。当政府的预算拨

款（通常还包括各类国际基金）流向各卫生项目实施单位之后，各实

施单位则有责任对所获的资金进行统筹处理，并适当拨付给各卫生服

务提供者。在许多情况下，各计划实施单位都有其自己的服务提供设

施，如结核病医院等。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其卫生战略的目标是

通过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对 50% 左右的结核病患者进行管理，但其初

级卫生保健机构所获得的结核病资金仅占全国结核病卫生总费用的

3% ～ 4%，这是由于其大部分国内和国外的结核病资金是独立于主要

服务提供者支付系统之外而单独筹集的，并且这些资金主要都流向了

结核病医院 [105]。吉尔吉斯斯坦最近已对上述资金筹集和拨付程序进

行了更改，并且自 2011 年起，上述部分资金将被转至一般形式的卫

生融资体系中，从而为结核病患者提供初级卫生服务支持。

对爱沙尼亚艾滋病与吸毒控制项目的资金流量分析显示，其也

存在不必要的重复现象。这两个项目的目标群体都是静脉吸毒者，但

各个项目实施单位却分别单独与擅长对外宣传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合

作 [106]。对此，爱沙尼亚政府引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统一的合作程序，

从而对这两个项目的资源和干预措施进行了合并和整合 [107]。

体系割裂现象是很常见的，但并不仅限于卫生系统。据世界银行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拉丁美洲国家能够更好地整合其社会救助

和社会保险（包括医疗保险）体系，那么将可以同时获得效率和公平

性的提高 [108]。

体系割裂问题并不仅是各国政府需要关注的问题。各发展社群已

逐渐认识到体系零散的国际援助会给援助者以及受援国带来较高的行

政管理费用，并且会导致在国家级的政策指导以及质量标准中出现不

必要的重复和不统一 [109]。能够说明此类重复和浪费现象的一个实例

是每年大量召开的能力建设研讨会，通常来自某个受援国的同一批人

员在一年中要参加多个培训班，尽管每一次的培训班都由不同的援助

者资助召开，但所涵盖的主题却都是类似的 [110]。

因此，本着《巴黎宣言》中有效援助的精神，目前的当务之急是

主要援助者不仅要做出承诺，而且要采取行动对其援助行为进行调整，

以促进受援国对其卫生医疗项目和战略掌握所有权。援助者可以通过

减少在向受援国提供援助资金的过程中出现的体系割裂现象以及减少

在各类培训、服务提供、监控和报告系统中的重复工作来实现上述调

整。目前的任务十分艰巨 ：各类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伙伴以及全球倡

导组织的数量自 2000 年以来已大幅增加，而它们却分别筹集并向各

国提供资金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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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不公平性

提高效率将会获得更好的、更具成本效益的健康结果，但仅凭效

率的提升仍是不够的。因为卫生并不仅仅是人口健康的总体水平，而

后者则是直接以诸如人口平均寿命等指标来表示的。卫生系统中有多

个目标，这些目标之间有时还会存在相互竞争，如 ：提高总体健康水

平，降低卫生不公平性，提高卫生系统对人们的需求和期望的反应性，

以及保证卫生资金筹集过程中的资金公平性 [112]。从理论上说，卫生

系统的效率是以系统同时实现所有目标的能力为标准进行衡量的。

此外，至少需要对人口健康总体水平以及医疗干预覆盖率方面取

得的进展进行评估，以检查卫生服务覆盖总体水平以及健康结果中是

否存在不公平性。第 1 章中叙述了某些国家之间在产妇分娩过程中获

得熟练的卫生保健人员服务以及百白破疫苗接种服务方面所存在的严

重不公平性（数据来源于近期主要在具有较高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的

低收入国家开展的人口与健康调查）。但是，正如最近成立的健康社

会决定因素委员会所强调的，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也同样存在不公平

性 [113]。据最近在澳大利亚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处于较低级社

会经济群体中的心血管疾病患者接受干预措施的比例较低。在最极端

的情况下，具有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患者接受血管造影的比例要比经

济上较为富裕的同类患者低 52%[114]。其他有关健康产出或服务可及

性方面的不公平性的类似例子在收入水平不同的各个国家中都可以找

到 [115, 116]。

在哥斯达黎加，外来移民是其国内尚未实现医疗保险覆盖的少数

几个群体之一，但该国在实现全民覆盖目标的其他许多方面已经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 [117]。土著居民也应得到特别关注，几乎每个国家的土

著居民的平均寿命以及卫生状况都不如其非土著同胞。例如，据最近

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在 7 个中南美洲国家，土著妇女接受产前护理或

在医疗卫生机构分娩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非土著妇女 ；这种存在于卫

生服务覆盖中的不公平性是导致土著居民与非土著居民孕产妇健康结

果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之一 [118]。此外，上述 7 个国家的非裔美国妇

女在医疗卫生机构分娩的比例以及孕产妇健康结果也同样低于其他妇

女 [118]。在诸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土

著居民和非土著居民在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也存在不同类型的不公平

性，而这类不平等性通常与距离和交通费用相关。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土著居民的健康状况一直都处于较低水平 [119]。

保证可用卫生筹集资金中预付款和统筹资金占据较高比例，将能

够增强经济风险保护水平并且增加所有民众获得卫生服务的机会。而

政府从其日常税收中拨出部分资金为那些无支付能力的民众提供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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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将能够进一步增强上述效果。实行现金资助、报销凭证和其他能

够减少与交通和住宿费用以及工时损失相关的经济困难的机制，也会

进一步提高卫生服务覆盖率。但是，纠正不公平性所需要的不仅仅是

良好的卫生筹资系统。在卫生领域之外更广泛地实施与社会经济决定

因素相关的各类措施也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实行本报告

中所述的卫生筹资机制，那么任何一个卫生系统都不能确保完全平等

的卫生服务覆盖。

结论

据我们估计，由于效率低下而被浪费的卫生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

20% ～ 40%。这一数字是在相对有限的数据基础上得出的，因此只是

一个指示性的估计数字，但的确说明了通过减少低效率是能够获得实

质性成果的。各国都可以开展或多或少的工作来提高效率。国际社会

也可以开展更多工作来提高全球卫生体系的效率，并且为各受援国的

效率提升工作提供支持。

本章对某些为减少浪费的最直接且最实用的方法进行了讨论。政

策制定者应根据其各自的需要进行适当借鉴，同时应认识到在本国环

境和背景下还可能存在其他方法和途径。可能与我们的直觉相反，其

实减少低效率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要减少支出 ；低效率也可能是由于支

出过少（而非过多）所导致的。例如，较低的薪水可能会促使医务人员

通过利用其工作时间从事第二职业来增加收入。各国应根据其各自的

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合适的解决方案 ；对于较为贫穷的国家来说，通

过遏制和杜绝医疗卫生浪费行为将能够促进更加迅速地实现全民覆盖

目标，而较为富裕的国家则可以选择提高其卫生服务的可用性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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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中学习

在卫生服务筹资的道路上，没有哪个国家是从零开始的。所有国家都具

有一定形式的筹资体系，且必须按照其价值观、约束条件和机遇来构建。这

一过程可以且应该从国际、国内经验中得到启示。经过对前几章所述最佳可

用证据的回顾发现，现在应该进行总结，提出各国可以实现全民覆盖的方式。

1. 支付卫生服务的方式不应阻碍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我们得出最重要的结论是，全球很多国家都将患者直接支付作为国内卫

生系统的收入来源，并对其过分依赖。在需要服务时需要立即为服务付费这

一要求——无论是以正规还是非正规方式付费——让数百万人无法在需要时

获得卫生服务 ；对那些寻求治疗的人来说，这种方式会使其经济困难，甚至

陷入贫困。很多国家可以通过确保国内卫生筹资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预付款，

然后将预付款集中到一起以使国民分担经济风险的方法，来为国民提供更好

的卫生保障。预付费和融资既可以消除使用卫生服务的经济障碍，又可以降

低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概率，这两点正是通往全民覆盖道路上的两个主要

目标。

有充分证据表明，通过强制性预付方式筹集资金，是实现全民覆盖最有

效、最公平的途径。在最接近实现普遍卫生覆盖的国家，预付是一种准则，

是通过一般税收以及健康保险强制性缴费建立起来的。没有任何机制天生就

具有优越性，而且不同机制的优劣也没有明显的差别。雇主和员工健康保险

强制性缴费是针对卫生筹资所规定的一项有效的征收方式。向雇主以及员工

征收工资税作为预付收入且对此项收入依赖较大的国家，需要考虑按照人口

年龄不同使其资金来源多样化——全体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属于有固定工

资的就业人口，这些人可以按照工资比例缴纳参保费用，这些费用进入统筹

资金。很多国家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能力筹集额外的卫生资金，或是通过提高卫生在政府

费用中的优先地位，或是通过第 2 章中论述的方法 ：对尚未开发的领域进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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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例如，对烟草、酒精等有害产品征税，在筹集额外资金的同时

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但很多国家并未充分利用这一途径。

需要明确的是，卫生系统筹资应该是一个能够支付得起，可以保

证公平，且具有可持续性的系统。当居民通过各种类型的税收以及保

险来参与卫生系统筹资时，评估卫生筹资的公平性就变得非常复杂。

举例来说，卫生筹资可能不以收入为依据，而是通过累进税系统达到

平衡，在该系统中，富人缴费金额占其收入的比例要高于穷人。重要

的一点是，所有缴费都是以支付能力为依据的。

只有当政府为没有能力缴费的人承担卫生费用时，才能实现全民

覆盖。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富，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因为太穷而无法交纳

所得税以及保费，或只能支付一小部分的缴费。除了个别情况外，对

于那些卫生费用中来自政府一般收入以及强制性保险部分不到国内生

产总值（GDP）5% ～ 6% 的国家来说，不太可能实现全民覆盖。因

为这些国家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资金救济穷人。

取消患者直接支付不一定能保证消除利用卫生服务的经济障碍。

有些国家在公立卫生机构中取消患者直接支付形式，这对于促进人民

利用服务或减少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方面只能起到较小的作用。交通

费和住宿费用也会妨碍穷人利用服务，同样还有一些非经济障碍也会

影响卫生服务的利用，例如对妇女单独出行的限制、将某种疾病的诊

治看作是一种耻辱以及语言障碍等。这些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中，很

多都不属于财务范畴，不过也有少数属于财务范畴。例如，有些国家

的卫生部门采用有条件的现金转移（CCT）支付方法来扩大覆盖范围，

特别是用于疾病预防措施。而财政部或社会保障部门为了降低收入不

公平的影响，一般会采用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方法，允许居民购买

所需的包括卫生服务在内的商品和服务。

在向全民覆盖过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做一些艰难的抉择。

没有哪个国家能有无限的资源来承担所有可以促进、保护或提升健康

的卫生服务。这时就必须决定，在可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将人口、

卫生服务、卫生费用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哪种程度。国家所做的抉择一

部分是出于务实性考虑——例如，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如何 ；一部分

是以社会价值为依据，这些社会价值通常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社会团结

和自力更生的态度。

作为终极目标，全民覆盖必须是承诺覆盖百分之百的人口。因此，

需要覆盖哪些卫生服务？这些卫生服务费用多大比例能够覆盖？这都

需要做出艰难抉择。

2. 扩大资金统筹范围，实行强制性预付费制度

如果施行自愿投保原则，那么想要通过保险计划实现全民覆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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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的任务。低风险人群（通常是年轻人和身体健康的人）不会

投保，而且也很难保证自由职业的人会投保。自愿参保可能有助于人

们体会预付费制度的好处，有经济风险保护机制当然总比没有好，但

是从长期看，要想覆盖全体人口，就需要实施强制参保。

从长远看，小规模资金统筹在经济上并不可行。小规模资金统筹

的生命力非常弱。一次医疗费用高的疾病或治疗就会用完预付款。在

很难以其他方式筹集并汇集卫生资金时，社区保险和小额保险就有了

用武之地，既可以推广预付的好处，也是激发凝聚力的有效方法。这

两类保险还可以为参保人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风险保护，不过归根结

底，资金集中的规模越大越好，而且自始至终都需要将统筹资金合并

作为战略的组成内容。这种做法也适用于受政府控制的小规模统筹资

金，如直接卫生预算等。在某些情况下，只要从中央统筹资金中给予

直接补助，或地区间可以相互分担成本，就能够在较贫穷的地区实现

全民覆盖。

多个统筹资金分别服务于不同人群是低效行为，因为这些统筹资

金属于重复工作，且会加大管理和信息系统的成本。例如，如果卫生

部和社会保障部各自管理不同人群的卫生服务，就将放大重复工作和

低效率引起的后果。

多个统筹资金同时存在，还会加大实现公平和经济风险保护的难

度。要想保证全体人口获得相同的福利，通常需要富人和穷人同时向

同一个统筹资金缴费，处于同一个统筹资金的覆盖范围内。同时，收

入不同且具有不同健康风险的居民向同一个统筹资金缴费，用同一个

统筹资金对医疗费用进行补偿，这样可以增加统筹资金经济风险保护

的能力。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存在多个统筹资金，也可以实现公平和抵御

资金风险的能力，但需要具有相当强的管理能力。无论这些统筹资金

是在非竞争性地域基础上（例如政府资金覆盖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人

口）还是在竞争性基础（多家保险公司争夺客户）上建立起来的，如

果存在足够的公共资金且实行强制性参保，就可能实现公平和经济风

险保护。但这种资金运作模式要求 ：必须保证统筹资金集中在一起，

通过风险均衡有效创建一个虚拟统一的统筹资金，并依靠这个虚拟的

统筹资金将资金从覆盖低风险人群的保险公司或区域转移到覆盖高风

险人群的区域。这种做法对管理能力的要求非常高，需要具有有效监

测风险和成本、在各统筹资金之间汇集和转移资金的能力。

3. 更加有效、公平地使用资源

所有国家都能够提升效率，有的提升幅度比较大，并因此将资源

释放出来，确保加快实现全民覆盖的进程。在很多国家，只要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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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药物这一项上（例如，改进处方用药指南、确保购买和招标的透

明性）就可以大幅地减少开支， 同时并不降低服务质量。第 4 章概述

了其他常见的低效率原因，并提出了解决方法。

资源的分散导致在汇集资源时问题频现，也使得购买和提供服务

的效率低下。卫生发展援助资金的注入在无意中放大了这一问题。在

向基于项目的战略行动提供资助时，没有必要使用多条相似的资金流，

这其中每一条资金流都要求有独立的管理和监测程序。然而，很多时

候资金就是以这样的形式运作的。

卫生服务的主动或战略性购买和合同可以加快国家向全民覆盖过

渡的速度，但切不可轻率行事。负责购买以及合同的官员须根据物有

所值原则、性能和人口需求信息来分配资源。这需要有良好的信息系

统，实施有力的信息管理和分析。对人口卫生需求、支出模式和干预

的成本效益进行准确的评估，也会提升质量和效率。

无论卫生服务提供者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有必要采取激励措施，

以提供有效、公平、优质的卫生服务。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私立以及

私人资助的服务机构的效率高于或低于公立以及政府资助的服务机

构。从卫生筹资政策角度来看，在决定如何才能以最佳方式提供服务

时，需要采取的是实用性而非理想化途径。

按人头付费的做法通常会促使有支付能力的人（或参加保险的人）

获得过量供应，而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则服务供应不足。在这个普遍真

理之外，应该对付费机制的优势进行评价。例如，针对门诊服务采取

按人头付费的形式 ；而为了避免按次付费导致的诱导需求而产生的过

量提供卫生服务的问题，针对住院护理则可采用按病例付费的形式，

比如将和疾病诊断相关的一组诊疗活动作为一次付费的单位。但是，

这些手段又会产生其他问题，如医疗机构让病人提前出院然后再入院

进行治疗，以增加一次付费次数。很多国家正在试验将付费程序和管

理程序结合在一起，发掘长处，减少弱点。

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干预项目具有成本效益，而且可以减少接

下来的治疗需求。但是一般情况下，政府管理人员的压力来源于要保

证治疗性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很多卫生筹资系统的重点也是为治疗付

费，而不是为基于人群的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服务提供资金补偿。此

外，如果让个人来决定，人们一般会减少在预防上面的投资。这意味

着，有时候必须由政府提供资金实施基于人群的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

活动，且要和很大程度上专用于治疗和康复的个人服务筹资系统分割

开来。

有效管理是提升效率和公平性的关键所在。一些很好的管理基本

规则是在卫生领域外建立的，比如说财务管理和审计领域。但是，在

管理方面，没有任何理由把卫生部门排除在外。例如，从事卫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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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者可以采取大量措施减少资金流失，特别是在购买方面。他们

可以通过制定规则、立法等方法改善服务供应的质量，提高系统效率。

上文所述教训是根据多个国家长期经验总结得出的，它可以帮助

政策制定者决定怎样才能以最佳方式前进。但是只简单地从一连串选

项中选取几条来使用，或引入那些经证明在其他环境中能发挥作用的

举措，还远远不够。卫生筹资战略需要因地制宜——在现有的基础上

朝着全民覆盖的方向推进。一个国家必须培养自己分析、理解现有系

统优劣的能力，据此变革卫生筹资策略并执行、监测和修改这些策略。

这些教训主要涉及卫生筹资改革中的技术挑战，不过技术工作只

是策略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尚需要采取其他行动以产生反

思和变革，将在下文加以论述。

支持变革

此处（图 5.1）描述的卫生筹资决策全过程只是一项指南，不可

当作蓝图。我们所构想的过程在描述时具有概念不连续的特点，但事

实上这些过程会相互重叠，并在不断进化。

下文所述的 7 项行动不仅仅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经济风险保护

能力和卫生服务覆盖范围达到相当高水平的高收入国家也需要不断开

展自我评估，确保筹资系统在面对不断变化的诊疗实践和技术、日益

增长的需求和逐渐加重的财政限制时能够一如既往地实现其目标。

卫生筹资策略的设计和执行，讲究的是不断变更，而不是一味朝

着某个设想的完美目标前进。当一个国家开始总结自己朝着预定的目

标（行动 1）前进了多远时，说明卫生筹资决策过程已经全部完成（行

动 7），这时国家可以重新评估自己的战略，制定新的计划，解决所

有问题。这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根据系统运作现实情况的反馈，

不断进行再评价和调整。

卫生筹资系统必须进行变革，这不仅是因为该系统始终存在进步

的空间，而且是因为这些系统所服务的国家也在改变 ：疾病模型在变

化，资源不稳定，卫生机构在发展或衰落（图 5.1）。

行动 1 ：建立长远目标

鉴于各国选择的向全民覆盖过渡的道路肯定各不相同，因此，基

于对现状的了解，确立对未来的构想就非常关键。全民覆盖这一承诺

体现了在利用卫生服务过程中减少经济障碍，提高并维持经济风险保

护能力等目标。然而，在限定的资源条件下，我们还需要认识到 ：在

实现全民覆盖的过程中，决策者还要在覆盖多大人口比例、覆盖何种

服务、覆盖多少卫生费用方面进行权衡取舍。有必要对国家必须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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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进行概述。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个人必须为

自己的健康承担一部分经济责任，那么便可以决定只利用统筹资金涵

盖卫生总费用中的一部分费用，并要求家庭患者直接支付剩余的费

用——至少是针对某些卫生服务采取这种做法。在其他社会团结意识

强的国家，尽管可能导致所提供的服务范围缩小，他们也更倾向于提

高对医疗费用的补偿比例。在决定如何继续推进技术工作时，了解这

些价值观并利用其指导系统的整体构想是很重要的。随着筹资系统不

断发展，决策者必然要对覆盖范围进行权衡取舍，了解并利用这些价

图 5.1 卫生筹资决策过程

行动 1

建立长期目标

行动 7

监测和评价

行动 2

现状分析

行动 3

财政评估

行动 6

实施

行动 5

变革战略

行动 4

约束条件评估
见表 5.1

扩大到未覆

盖的人口

覆盖其

它卫生

服务

降低成

本分摊

和费用

直
接

费
用

：
费

用
覆

盖
的

比
例

人口 ：覆盖多少人口？ 服务
：覆

盖哪些服务？

目前的统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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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可以指导决策者在这方面的

工作。

行动 2 ：现状分析——了
解起点在哪里

从筹资角度看，现状分析应

集中在全民覆盖的两大要素上 ：

基本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经济风

险保护的能力。形势分析应确定

统筹资金要覆盖哪些人，统筹资

金要覆盖哪些服务，统筹资金对

医疗费用的补偿比例是多少，同

时指出目前已经实现的成果和国

家想要实现的目标（见行动 1 所

述）之间的差距。在对未来做规

划时，形势分析需考虑卫生系统

内外可能会影响全民覆盖进程的 

因素（专栏 5.1）。这不仅仅是一

个技术过程。形势分析是促使战

略平稳发展的基础，获得正确的

信息——例如，当前卫生服务患 

者直接支付导致经济困境发生的

频率——可以推动政策变革 [1]。

行动 3 ：财政评估

须对目前或者未来可用的卫

生资金进行评估，这些资金可以

来自政府、家庭、私营机构、非

政府组织和外部合作伙伴，通过

这种评估可以建立一套全面的卫

生系统筹资框架。评估内容应包

括分析分配到各领域的公共资源

的份额。政策、规划和预算之间

缺乏连贯性是许多国家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各种分析性工具，如

中期支出框架（指规划和预算形

成过程，该过程根据宏观经济预

测设定了未来 3 年的财政目标，

专栏 5.1 卫生筹资现状分析中的关键环节

经济风险保护的能力

  在需要时有哪些资金可用？资金来源是什么？政府在其开支决策中给予卫

生事业多大的优先权？

  居民为卫生服务付现（如，患者直接支付）的金额是多少？经济风险保护

和防止因病致贫有什么影响？

  卫生系统还有那些筹资渠道，筹资是如何实现的，筹资额度是多少？（这

使得我们可以对卫生筹资公平性进行分析）

  哪些人处于统筹资金的覆盖范围内？使用那些服务？卫生服务费用覆盖的

比例是多少？

基本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很难直接测量卫生服务利用时的经济可及性，因此分析的重点一般集中在

关键干预的现有覆盖水平。并对这些可能导致覆盖率较低的原因进行评估，

特别是针对脆弱人群进行分析，同时评估筹资系统需变革到什么程度才能

改善基本卫生服务对居民的可及性。

效率

  卫生系统中有哪些主要的效率问题？产生了什么后果？起因是什么？

卫生系统特征及能力

  系统性描述从筹集和集中资金到利用资金为卫生服务付费或提供服务的所

有举措，并将此类举措量化。该项工作不仅仅对资金进行跟踪，还要了解

包括外部资金在内的所有资金如何在系统内流动，包括从资金源到最终使

用的全过程，记录资金在何处以及以什么方式分散开来，政策工具在哪些

方面以及以什么方式配合不当。还需观察治理举措，特别注意购买部门对

谁负责，具体负责哪些事务。

 （政府和非政府）卫生设施、（政府和非政府）医务人员及药物、技术等可用性、

分布情况和使用模式。此项评估的结果决定了各种覆盖范围扩大途径的可

行性——例如，如果确定低覆盖人群附近没有卫生设施的话，有条件的现

金转移支付就无法发挥作用。

卫生系统以外的因素

  人口增长率、年龄结构、地理分布和迁移模式、劳动力参与率、非正规就

业的范围等人口统计变量，对需求增长速度和不同增收方法的可行性具有

一定影响。

  主要疾病问题和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这可以引起扩大覆盖范围所需的成

本也发生变化。

  现有的社会保障网络可以降低（长期）疾病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也可以降

低人们在使用卫生服务时面临的经济障碍。

  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和法律框架这方面来说，我们需要了解在现有法律法规

的框架范围内，筹资系统有多少变革余地。关键问题包括 ：如何支付医务

人员薪酬？是否与公务员薪酬条例挂钩？必要时需对薪酬安排做哪些调

整？如何针对各级政府财务资源分配做出决策（即行政管理分散问题）？

公共部门如何拟定预算？国家机构（如公立医院）在各项目重新分配资金

方面拥有多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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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这些目标范围内将资源分配到战略优先领域），有助于对整个卫

生筹资体系进行梳理概括，促使卫生部门与财政或规划部门展开对话
[2]。

在有的国家，这一阶段工作将涉及与国际金融机构和外部合作伙

伴之间的对话，以评估未来可能获得哪些资源，如何将这些资源输入

政府和非政府参与机构。决策者还会考虑确定是否需要限制政府开支，

如何提升开支限度等。最后，应考虑到不同资金源对卫生系统的补充

作用。

第 2 章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帮助国家筹集额外的或替代性国

内卫生资金。最起码，国家应考虑政府卫生投入的合理比例，思考对

烟草、酒精及其他有害健康产品加税的可能性。此类征税一方面可以

直接改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又能贡献大量的额外资金。基本上各国

都可以实施第 2 章提出的方案，至少可以实施其中一条方案。

了解经济学家的语言对于筹集更多卫生资金来说至关重要。当外

界认为卫生部门在以有效、谨慎的方式管理公共资源，而这些公共资

源如果可以取得某些进展或者良好效果的话，那么卫生部门将赢得财

政以及其他部门更多的信任。如果能够以经济学家的用语表达意见，

也会提升卫生部门获取额外资金的能力。在此方面非常关键的一点是，

卫生部门要有能力凭借卫生政策分析技术来制定相应必要的文件，并

与财政和规划部门展开对话。

行动 4 ：约束条件评估

完成了基础工作后，在本阶段政策制定者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即

确认哪些人是变革的主要支持者，哪些领域可能出现影响较大的反对

声音。对潜在约束条件进行评估，可以让政策制定者辨别哪些政策领

域需要进行广泛的咨询，应以什么方式向哪些人咨询。在做出向前推

进的政治决策后，此项评估可告一段落。

本阶段，决策者还要确认哪些事情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可行的，

并决定政府如何依赖于一个运转良好的筹资系统，以及政府如何通过

运转良好的筹资系统来满足社会需求。这一过程与后续行动有重叠，

应定期反复执行。当前不能实现的事情，可能今后便可以实现了。须

记住的关键点有以下几条。

 实现全民覆盖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它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社会

凝聚力。促进采纳实现全民覆盖目标的动力总是或至少部分是来自政

治领域。

 卫生筹资系统对变革具有一定的抵抗性，部分原因是因为任何

变革都会侵害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在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和根深

蒂固的既得利益阶层时，需要最高层对变革给予坚定、持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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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层，动力经常会转化为变革。人群调查常常显示出国家卫

生系统对变革以及进步的渴望。基层卫生改革运动和民间社会团体（包

括涉及特定条件的消费者组织）可以是在国际、国内范围内实施变革

的推动力量。这些团体与卫生部门之间的交流有助于推动卫生事业实

现更宽泛的政治纲领，并保持这种局面。例如，孟加拉国政府就在其

复兴和扩展社区卫生诊所的项目中采用了这一做法。社区管理团体有

助于支持规划和管理，支持在医患之间展开互动 [3]。

 针对政治领域采取积极措施的做法已经在多个国家取得了不俗

成果。倡导、交流和基于证据的辩论对于获得实现全民覆盖目标所需

的政治和财政支持大有帮助。

行动 5 ：制定变革战略和目标

该行动最耗时间，劳动量也最大。它是大部分卫生筹资文献资料

的中心内容，形成了向国家提供的技术支持，有时候这些支持是建立

在其他行动已经或将要完成的假设之上。实际上，尽管其他行动构成

了技术工作的基础，但还是经常被忽视或是匆匆完成。本阶段战略和

目标的制定，必须以对筹资环境的形势分析和评估（行动 2 和行动 3）

为基础。

对可能发生的筹资情况做出形势分析和正确评估后，便可以开始

启动战略制定过程中的技术工作，重点在于三个关键的卫生筹资阶段：

筹集资金、集中资金、利用资金，确保卫生服务一直可用。

为了描述待做出的核心决策的范围和性质，表 5.1 罗列了第 1 章

至第 4 章的关键信息。

行动 6 ：实施——包括评估组织结构和规则

本阶段，有的国家只须进行一些小规模改变以维持成果。有的国

家则必须实施改革，建立新的机构和组织。例如，一个国家可能会决

定成立健康保险基金，作为半政府机构，以避开在公共领域财务管理

系统范围内汇集资金和购买的限制。不过，有的时候，只要对现有机

构进行简单调整即可；例如，在通过私营部门建立强制保险的情况下。

如果强制保险基金是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存在的，那么可能需要制定新

的法律法规，或是要么加强、要么废除现行法规。

毫无疑问，立法有助于发展卫生筹资系统以实现全民覆盖，同

时还有助于保护个人获得卫生服务的权利。最近，有几个国家因为制

定了新的法律，产生了新的法定权利，导致很多人向法院起诉以维护

自己使用卫生服务的权利 [4]。现在想要知道这一现象对实现全民覆盖

有什么影响还为时过早，不过研究人员发现，在有的情况下，贫困人

群和脆弱人群从这一法律救济权利中获得的利益要低于更为富裕的人

世界卫生报告全文.indd   109 2010-11-16   11:49:36



110

世界卫生报告

卫生系统筹资 ：实现全民覆盖的道路

表 5.1 行动 5 要求的技术决策

首要目标

筹集足够

的资金

减少经济

障碍

合理地使

用资源

元 素

充足性（该项内容

与行动 3 密切相

关，部分行动会

同时进行）

缴费的公平性

集资的效率

财务可持续性

费用可负担性与服

务可及性

融资的公平性

融资的效率

公平地使用资源

决 策

1.  选定由要求家庭承担的各种税收和（或）保险缴费组成的组合。决定国内其他任何

提高卫生收入的机制——如企业捐献。目的是确保稳定、可预测的资金流流入系统

2.  建立一套覆盖无缴费能力人群的机制。可以通过一般政府收入或通过提高有缴费能

力人群的健康保险缴费额，实现交叉补贴，进而覆盖未缴费人群

3.  实施可负担的家庭缴费体系

4.  通过保证本应捐款的人确实捐款，提高资金筹集的效率

5.  根据证据估算未来的（国内及外部）筹资潜力，并与估计的需求量和需求增长（参

考行动 3）相比较

6.  依据第 1 项决策，确立制度性和管理性举措，从各种来源筹集资金（借此降低直接

付现费用高的国家对直接付现的依赖性）

7.  确定向患者收费是否有助于服务质量的提升，如增加基础护理工资等。在取代患者

直接支付时，不仅要取代本应筹集的总资金，还包括之前由患者直接支付承担的活

动资金。为了满足预期的需求增长，还要筹集额外的资金。这种做法最大程度降低

了以非官方途径取代官方付费的可能性

8.  确定是否应针对某些人群或某些具体干预采取需求方面的行动（消费券、现金转移），

以确保适当使用服务

9.  尽快将向卫生系统缴费 [ 税收和（或）保险 ] 转变为强制性义务。这就可以确保居

民不仅只在担心患病时才缴费，而且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也一直缴费。应避免出现允

许居民退保的现象，因为这会缩小对穷人和体弱人群的覆盖程度

10. 如果存在多个资金池，可通过将多个资金池合并为一个大规模资金池或通过实施资

金池风险共担机制的方式，降低资金池的分散性，确保处于不同资金池覆盖下的人

群得到平等待遇

11. 规定哪些人有资格通过资金池获得服务，将提供哪些服务以及任何级别的共同付款。

排出一份时间表，根据上文所述的财务可持续计划扩展这些参数

12. 最大程度降低资金存储的分散性

13. 设计、执行卫生服务提供者的付费机制，激励服务机构提高质量和效率

14. 由于向服务机构付款的各种方法均有利有弊，因此要建立促进质量和效率提升的补

充步骤。重要原则包括 ：消除浪费和腐败现象。设计成本效益高的药物选取、购买

和供应链（更多细节，参见第 4 章）

15. 决定如何在不同的卫生服务类型和不同的医护水平之间分配集中资源，且同时保证

这种分配不会给不同水平的医护服务之间的协调造成障碍

16. 开展战略性购买 / 承包，确保物有所值

17. 决定是否有必要建立单独的卫生促进和预防资金池

18. 定期监测资金使用的结果和效率

19. 决定如何在不同地理区域分配集中资源，说明相关人口规模、相关收入 / 贫困程度、

相关健康需求和服务供应成本方面不可避免的差异（如因人口密度低形成的差异）

20. 确定覆盖范围和卫生成果中是否仍然存在筹资系统无法解决、要求在卫生系统其他领

域（如卫生设施或人力资源分配）或其他部门采取行动的不公平现象。决定其他部门

和民间社会组织如何以最佳方式为解决这些问题贡献力量，制定并执行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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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富人更擅长表达自己的需求 [5]。

很多国家在此实施阶段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是，缺乏技术和组织

能力。在不同的环境下，会计师、精算师、审计员、经济学家和律师

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的时候专业能力非常匮乏。因此，这些国家

有必要重新评估本国的教育和培训优先顺序，以发展必备技能，并制

定策略吸引、留住来自国外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

由于缺乏卫生服务提供者，服务范围的扩展常常受到牵制。筹资

计划需要保证提供足够的具有适当技能的医务人员。筹资计划还必须

提升服务供应的质量和数量，确保有适当的药物和技术可用。相反地，

在改革卫生系统的其他领域时，决策者须注意改革对筹资的影响。

很多变革都需要部门间相互协作，需要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其

他部门工作人员的合作。

行动 7 ：监测与评价

决策者需要知道本国正在处于哪个发展阶段。正在计划的改革是

否会促进全民覆盖系统的实现，或者已经在实现的过程中，甚或已经

达到了既定目标。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对当前发展阶段和发展动

向的评估。决策者需要知道本国是在逐步靠近全民覆盖，还是离得越

来越远。

筹资系统不一定要对所计划的变革做出响应。重要的一点是，要

准备好应对意外情况且能够快速做出调整。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决策

者需要不断获得准确的情报。在专栏 5.1 中，我们简述了在进行有意

义的形势分析时所需的信息类型，其中很多信息涉及到这些可以使用

的财政资源是被如何利用的。接下来就是要对成果进行评估，一个国

家要想确定其距全民覆盖目标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就必须实施

成果评估。

监测时需要重点关注居民是否能利用所需的卫生服务，在为卫生

服务付费时是否冒着陷入经济困难的风险。一些情况下，用来进行准

确评估所需的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例如，要评价某个健康保险计划所

覆盖的人口比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这一指标还不能反映覆盖范围

的真实内涵，比如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一保险计划都覆盖了哪些服务项

目，这个保险计划对哪一部分医疗费用进行补偿。

在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相混合的系统中，部分资金来自保险，还

有部分来自税收，情况很复杂。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政府服务，

但实际上，偏远地区的居民可能无法获得这些服务，或是因为卫生服

务质量较差或被普遍认为质量较差而居民不使用这些服务。因此，即

使从一个设计严谨的家庭调查中获得了可靠数据，也很难确定公共资

助服务实际覆盖了哪些人。

世界卫生报告全文.indd   111 2010-11-16   11:49:36



112

世界卫生报告

卫生系统筹资 ：实现全民覆盖的道路

在表 5.2 中，我们提出了几项指标，这些指标一直是有效的预测

工具，可以预测哪些人处于覆盖范围内、家庭经济风险保护的程度、

现款付费的范围及其对经济困境和致贫的影响。很明显，这些指标无

法涵盖卫生筹资系统对居民生活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例如，现已生

活贫困的人不会因为卫生付费而再陷入贫困，但是贫困的程度会加深。

拥有额外监测能力的国家还可以获得其他几项指标，如穷人是否因为

需要为卫生服务付费而变得更穷等，不过这里我们只少量列出了一组

广泛使用的指标 [6-8]。

我们在本报告中并未提出覆盖范围方面的指标。按理想状况来说，

我们想知道由于经济障碍或其他潜在障碍而无法获得所需服务的人口

所占的比例，且按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关键变量进行分层分析。

但是，大多数国家是无法获得这一信息的。而且由于疾病模式和人口

结构不同，这些国家在所需要的卫生服务方面也千差万别。我们建议

各国为了实现有效覆盖可能需要对一组不同的干预措施进行监测。《世

界卫生统计年鉴》每年都会提供一组可行的指标 [9]，不过这些指标很

大程度上仅适合传染性疾病肆虐的低收入国家。

上述领域内需要的常规数据，以及在专栏 5.1 中针对形势分析领

域中需要的常规数据的获得，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运转正常的卫生信息系统 ：该系统可以提供关于需要服务

的人群的覆盖信息，理想的状况是该系统能够按照年龄、性别、社会

经济地位、人群的脆弱状况等指标进行分层分析。这要求负责卫生系

统数据管理的人员与国家统计机构建立良好的关系。

 一个卫生资金监测系统 ：国家卫生总账户和不定期的家庭抽样

调查一样，可以为估计患者直接支付状况以及家庭经济风险保护能力

提供重要信息。

政策制定者应努力建立统一的财务报告系统，这个系统不会因为

不同的保险项目、分散的管理形式、人们不同的保险状态而割裂。如

果一个保险项目或保险计划的参保缴费资金通过两条平行但互不沟通

的财务报告系统同时跟踪的话，问题就会随之产生。还有一点至关重

要的是，要收集一个卫生系统中所有参与机构的信息，包括私人机构

和公立机构。在很多国家，官方卫生信息系统很少收集来自非官方部

门的数据，这就很难全面了解人口的卫生状况和服务使用模式。

国际社会纲领

虽然各国可根据上述纲领为本国完成很多事情，但国际社会在向

需要额外帮助的国家提供支持方面仍发挥着关键作用。发展合作伙伴

必须要做到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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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对全民覆盖的监测

a 政府卫生投入指政府一般性收入中用于各部门、各级政府和强制健康险组合的卫生费用。
b 很难建立有效、可靠、可比较的卫生系统效率指标。这两项指标仅作为示例，国家需重点关注在本国背景下特别重要的其他

低效领域。潜在指标包括 ：基础护理与医院护理在总支出中所占份额比较，从基础护理转为二级护理的转诊率，仿制药品与

品牌药品使用比较，当日手术与住院治疗比较，管理总成本

目标和行动

1. 筹集足够的卫生

资金 ：待覆盖的

人口、服务和费

用比例是多少？

是否可行？

2. 经济风险保护的

能力已经达到什

么水平、对弱势

群体的覆盖达到

了什么水平——

覆盖了哪些人，

卫生费用的覆盖

比例是多少

3. 资源利用效率 b

相关指标

1. 人均卫生总费用

2. 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中的比例

3. 政府卫生投入占政府总费用

中的比例 a

4. 政府卫生投入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例

5. 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患者直接

支付部分所占的比例、哪些

人群受影响最大

6. 每年因个人患者直接支付而

导致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百

分比，哪些人群受影响最大

7. 每年因卫生付现支出使家庭

陷入贫困百分比，哪些人群

受影响最大

8. 仿制药品购买中位价格与国

际参考价格比较

9. 相对于药物和供应品方面的

投入而言，公共开支中投入

到固定成本和工资中方面的

百分比

解释

1. 必须与人口需求挂钩，但经估计，2009 年低收入国家平均最

低卫生需求为 44 美元，2015 年升至 60 美元

2. 该指标也反映出了资金的可用性，因为卫生总费用在 GDP

中所占比例一般会随着人均 GDP 的增长而增加。世界卫生

组织东南亚区域和西太平洋其余的国家为自己制定了 4% 的

目标，不过这一目标可能不足以满足资金需求。全球约有 40

个国家人均 GDP 在 1 000 美元以下，这些国家达不到卫生支

出的最低资金需求水平

3. 该指标显示了政府对卫生的承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自

己制定的目标是，将政府支出的 15% 分配给卫生领域。世

界卫生组织东地中海区域的成员国正在讨论将政府支出中的

8% 分配给卫生部

4. 该指标体现了政府为人民承担医护费用的能力和决心。如果

该指标在 GDP 中所占比例低于 4% ～ 5%，就很难接近全民

覆盖目标，而且对很多中低收入国家来说，在短期内，即使

想要达到 4% ～ 5% 的比例也只能是一种渴望，需要进行长

期规划

5. 经验证据表明，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患者直接支付部分所占的

比例与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率以及因病致贫发生率之间存

在密切联系。如果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患者直接支付部分所占

的比例低于 15% ～ 20%，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率以及因病

致贫发生率就非常小。许多国家的这一比例要高于此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的国家制定的目标为 20% ～ 30%

6. 按理想状态来说，尽管上文第 5 项指标已经很大程度涉及到

了经济困境，也还是应直接测量本条指标

7. 参见第 6 项指标的解释

8. 如果两者的比率高于 1:1，就说明尚有压缩药品成本的余地

9. 这一指标很难进行解释，不过当该百分比过高时多数国家都

会察觉到——例如，没有足够资金买药时，就说明该百分比

过高了。该指标反映的更多是资金的不足，而不是资金的低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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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援助水准或将其提高到所需水准

在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官方发展援助（ODA）

费用的国家里，只有约半数的国家能够履行其向国际社会的承诺，其

他国家均未达到其承诺的数量目标，有的甚至落下了一大截。尽管全

球经济正处于低迷时期，还是有部分捐助者许诺维持其 2010 年的援

助承诺，不过有些捐助者已经减少或延迟了援助。国际援助这一做法

意义重大，我们希望发展合作伙伴能够恪守在巴黎和阿克拉许下的承

诺。

确保援助的可预测性得到提高

如果国家无法依赖稳定的资助，就很难对未来进行规划。有的低

收入国家要依靠外部资助填补国内 2/3 的卫生总费用，这样可预测的

资助金流量就变得极其重要。发展合作伙伴可摒弃每年兑现（ODA）

承诺的传统做法，重新制定捐助计划，向这些国家提供帮助——就像

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中的捐助者在阿克拉所做的一样，承诺 3 到 5

年的资助周期。

实施创新，针对贫困人口的卫生费用提供补助

这一领域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以千年基金会的卫生

筹资创新成绩最为突出，该基金会新近推出了多项机制，允许个人在

线支付机票、酒店客房或租车费用时按照自愿原则为全球卫生捐款。

自 2006 年以来，由捐助国担保、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的债券销售

额预计达到了 20 亿美元。虽然此类计划已经获得了不俗的成果，但

这一领域的进步空间还很大。例如，据估计，全球货币交易税每年可

超过 330 亿美元（参见第 2 章）。

支持国家卫生计划，避免外部强加优先权

很多外部合作伙伴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关注度高的项目上，这

违背了 2003 年《巴黎援助成效宣言》的精神，该宣言的目标是使受

援国能够按照本国的优先顺序制定并执行自己的国家计划。这里要求

的是，重新将焦点放在已达成一致的对国民健康计划的捐助上，并在

全国范围内报告和跟踪捐助成果。

通过对实现全民覆盖至关重要的机构和机制注入资金来支持受

援国

部分受援国指出，捐助者在开展某些活动时不愿意使用现有的系

统，而这现有的系统也本应该是需要捐助者支持的。捐赠者而倾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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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活动中建立和使用另外的类似系统，这些活动包括 ：将资金输送

至各国，购买药物、设备、服务等投入，效果监测 [10]。有一种加强国

家现有系统的方法就是通过受援国自有的风险分担机制来支配外援资

金的使用。这可能要获得各领域的支持，按照此方法，捐助者可以规

定其资金专用于卫生领域，但允许受援国政府决定资金在项目和活动

上的分配，或在不同的健康保险统筹资金之间进行资金分配。发展合

作伙伴还应努力加强这些机构在国内的能力。

支持当地政府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在资金提供、多个项目重复实施、监测和报告过程中减少重复

工作。这些重复工作导致的业务支出相当可观。2009 年，有超过 400

个国际卫生代表团到越南考察 [11]。卢旺达政府须向各捐助者报告超过

890 项卫生指标，其中仅与艾滋病病毒（HIV）和疟疾有关的指标就

高达 595 项 [12]。

通过减少国际援助工作中的重复和条块分割树立高效榜样

以分散的方式提供国际援助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会使捐助者和

受援国产生高昂的管理费用，会使国家政策和质量标准出现不必要重

复和不一致性。主要捐助者必须承诺调整自己的工作，降低在向受援

国输送资金和在受援国存储资金过程中的分散性。现在全球有 140 多

项卫生措施正在同时实施，既浪费资源又给受援国造成了巨大压力 [11]。

结论

对于卫生筹资工作来说，现在正处于各种可能性齐聚的时刻。中

国和美国拥有两套庞大的卫生系统，之前利用自由市场机制作为筹资

基础，而现在正在实施改革。中国正沿着全民覆盖的方向推动一般性

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医疗卫生保障机制。2010 年 3 月，美国总统巴拉

克 e 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改革议案，使之成为美国法律，该议案的内容

是扩大卫生保健的覆盖范围，将之前未入保的 3 200 万美国人纳入范

围内。虽然离本报告所倡导的普遍原则还有一定距离，但改革放宽了

医疗救助资格认定的界限，将受公共资助的覆盖范围延伸到之前不享

有医疗救助的 2 000 万人口。

中国和美国的改革活动引人注目，部分原因是由于所涉及的系统

规模非常大，但并不是只有中国和美国对本国的卫生筹资途径重新进

行了评估。如本报告所示，很多经济发展处于不同水平的国家都实施了 

卫生筹资改革。各国在面对挑战时的处理方法各不相同，但在最接近

于满足各国人口需求的方案中，总是包含一定形式的预付和融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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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个基本道理之外，不存在既定的实现全民覆盖的公式。决定

一个国家如何应对挑战的因素有多种，包括其自身的历史、卫生筹资

系统发展的方式以及与团结概念相关的社会偏好 [13]。应对方法可能是

多种多样的，国家在面临相同的难题时就会实施这些方法。如果忽视

了这些难题，就会导致政府无法完成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即向全体国民

提供可以利用的卫生服务。

每个国家都可以做出一些努力，朝着全民覆盖目标靠拢或维持已

经取得的成果。任务看似非常艰巨，令人畏缩，但有很多国家已经率

先迈开了步伐，为建立全民覆盖系统而奋斗，并将奋斗经验形成了文

件，这对其他国家的决策者是一种鼓励。现在有很多教训需学习。其

中一条就是有关通过政治参与所表现出的社会团结的重要性，在本报

告中我们数次提到了这一主题。虽然不能简单的说只要存在基层需求

而且民间社会积极参与，改革就一定会取得成效，但是这种关联作用

是经常发生的，因此需要对其加以重视。

在泰国，在全民覆盖计划的发展中，其中一大驱动因素就是让数

百万之前自己付费或放弃治疗的泰国人能够使用卫生服务。2006 年

10 月 7 日，星期六，当 Narin Pintalakarn 躺在他的摩托车残骸中时，

不管是自己掏钱付费还是放弃治疗对他来说都不是一项最好的选择。

不过很幸运的是，Narin 有了第三种选择。这个选择的成立依靠的是

数百万纳税人、距车祸现场 65 公里远的一家专业外伤中心和一名具

有多年培训经验的外科医生。那一天，所有资金都在支持 Narin。统

筹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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