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扩大健康保护：迎接挑战

缺乏可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每年促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陷入贫困。既然如此，那么如何更好地为全民
健康保护筹措资金就成为一个日益尖锐的政策性问题。这一挑战在发展中国家最为严重，也正是这
些国家对分享良好做法具有最大的需求。为此目的，本期《亮点》重点分析了关于扩大健康保护的
现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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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护已成为社会政策议程上最热点的问题。如果
考虑到实现全球健康水平改善、特别是帮助减贫的国
际承诺，这是毫不奇怪的。另一个问题是“新的”全
球性健康传染病如 SARS（非典）或禽流感所带来的
新增风险，同时“老的”传染病如霍乱、黄热病和肺
结核等继续蔓延回归。但尽管如此，可以负担的卫生
保健对于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仍然是难以获得的。作为
这种挑战的一种测量标准，据估计每年有 1 亿人因缺
少获得可负担的医疗诊治能力而陷入贫困 1。

除了人力成本外，欠发达卫生系统的经济成本也是重
大的 ：例如，到 2020 年，在艾滋病流行水平最高的
非洲国家，国民收入增长目标可能欠缺 20%2。但是，
虽然对改善健康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在提高健康
保护可及性方面依然存在着许多实际的挑战。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的政策问题关系到确定应向
居民提供的最低一揽子卫生保健津贴，选择应利用的
筹资模式，以及确保必要的制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
以使津贴能够切实有效地加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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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

—	审视扩大医疗覆盖的挑战

—	概述不同的健康保护筹资
模式

—	突出扩大覆盖面和提供服务
的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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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与卫生保健支出

卫生事业的支出水平及其筹资方式常常受到国家发展
水平的影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越富，它所花费的
便越多。平均说来，高收入国家花费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大约 10% 用于卫生事业，中等收入国家花费
6%，而低收入国家则花费不到 5%。特别是在最低收
入国家，在卫生方面的人均支出不到 34 美元，这是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关于基本干预行动的最低年度支
出水平。

一个相关联的问题是实现一种更为公平的资源分配。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可获得的基金常常分配给
了大城市中的专科医院。这样一来，大多数人的基本
卫生保健优先项目常常资金不足。

还有，国际援助也不能提供万能药方 ：可获得的捐款
资助往往与关于特定疾病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如肺结
核、疟疾、艾滋病等。所以，对其它医疗状况治疗提
供资助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外。

其结果是，对于较低收入国家，现金支付起着重要作
用，占到总卫生费用支出的 60%。这与高收入国家中
大约 20% 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2

人们普遍认为，在健康方面的自费现金支付对于较低
收入群体是不利的。这甚至会导致个人不寻求治疗或
中断治疗，因此很可能使一种医疗状况变得严重化，
从而要求更为复杂的或更为昂贵的治疗。而随后可能
发生的无支付能力也会导致丧失赚取收入的能力。

不可避免的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提高
税收的机会很小，由于国际援助并非总是针对接收方
的优先需求，找到所必须的资金支持是困难的。

当面对与税收征缴、劳动力市场和卫生服务基础设施
相关联的更广泛挑战时，发展中国家一般趋于采用包
括上述多种筹资模式的综合办法。虽然国际援助可以
以有效的方式补充卫生事业开支，但综合使用这些互
不相同的筹资方法和制度性机构对要实现政策的和谐
和一体化带来了不少困难。

发展中国家扩大覆盖面问题

以税收筹资型国家卫生制度向全民提供同样的一揽子
津贴有时被人们视为最具社会公平性。但是，要运作
良好，就要求有充分的可持续的财政资源，而这在较
低收入国家是很难保障的。当由于缺少足够的税收收
入而覆盖无法实现时，就必须考虑缴费方法。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全国覆盖范围相对广泛时被认为
是最为公平的制度，这样可以使高收入者补贴低收入
者成为现实。不过，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在
许多国家依然较低，而且逃费仍是个问题。这可能是
因为制度在满足不同人口群体的特定健康需要和不同
的缴费能力方面缺少必要的灵活性。

从直观看来，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扩大缴费筹资制
度的覆盖范围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来实现。接下来的问
题是如何认定有资格的穷人和随后如何保持他们的管
理记录？当必须要考虑常常是软弱无力的国家行政能
力以及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就业非常广泛的情况
时，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

当然，并非所有非正规经济劳动者都是工作中穷人。
这说明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把医疗覆盖扩大到不同的非
正规经济劳动者群体—即在那些应当拥有资金能力交
纳费用的人员与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员之间。

尽管有些人赞成对非穷人促进个人风险率化保险费
制，但其它可能的方法还有以民间社团为基础的医疗
保险计划。另一种方法是加强地方一级的社会医疗保
险管理机构，有时可通过在社区中的伙伴代理机构进
行，以改善费用征缴和更好地触及目标群体。

齐头并进

综观许多发展中国家，趋向是同时采用针对正规部
门工人的社会医疗保险以及相对于正规经济来说被
边际化的人员的自愿性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保险。
虽然以社区为基础的制度可以提供一种扩大覆盖面
的方式，但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一般来说，保险统筹规模有限会使以社区为基础的
制度变得很脆弱，无论是面对积累的重复发生的保
险事件的成本风险，还是面对灾难性保险事件的成
本风险都是如此。由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及其伙伴进
行研究的一种应对办法是在法定计划和以社区为基
础的计划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使不
同计划之间相互支持，或者相互再保险。4

健康保护筹资办法

各国卫生事业筹资的方法都共同地寻求通过分散风险
来在各人口群体中间分摊卫生事业成本。最具代表性
的是以下四种主导筹资模式 3 ：

国家卫生制度	-	主要通过普通税收入筹资，服务主要
通过公共机构提供。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	一般通过工资税费筹资，它们
可以作为一个单一的全国组织运作，也可以作为多个
组织运作，并可以包括公共和私营两个部门参与服务
提供。

健康保险计划	-	私人健康保险，一般通过自愿性个人
风险率化保险费来筹资，服务提供由承保商负责。

以民间社团为基础的健康保险	-	由社区或个人组成的
小型团体组建，作为一种分散风险的方式，通过自愿
性缴费筹资，有时也得到公共补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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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传染性疾病与上升的非传染性疾病
相互交织的双重卫生负担。虽然行为模式可以起一定
作用，但决定健康水平的基础社会因素仍需加以解决。
进一步说，能够获得足够的药品也是一种重大挑战。

在包罗万象的发展中国家财政制约外，要应对这双重
负担和提供更好的卫生服务，第一步就要求确定一种
基本的一揽子津贴和制定一份国家药品清单。但是，
这些方面的发展仍然处于风险之下，因为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卫生专业人员不断地向更发达的国家移民。这
一特殊的挑战是不能低估的。

展望

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目标包括减少婴幼死亡率，
改善母亲健康、消除疾病和改善医药的获得。不过，
要在 2015 年实现千年目标，就要求卫生事业费用有
一个明显的增加，这可能不是近期和轻易能达到的。
与此同时，良好惯例表明在所有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确
定以下事项 ：

— 面向全民的最低一揽子必要卫生保健 ；

— 合适的筹资模式以分担风险 ；

— 必要的制度架构和法规架构 ；

— 为建设一体化的、连贯的、可持续的卫生制度而
克服所有挑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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