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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医保大目标
与医疗协议关系分析
杨燕绥 王宇田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 深圳 518055）
【摘要】医疗服务利益相关人地位平等且非属商品交易关系，医疗保障法属于非公非私、亦公亦私的第
三法域，即社会法。本文基于可及性、安全性和可支付的铁三角定理描述了医疗保障大目标及其立法原则 ；
基于社会契约特征描述了医疗服务协议的平等协商原则和社会治理机制。医保机构作为参保人的法定代理
人，具有甲方地位和先行要约权，由此发挥医保对医院发展和医生行为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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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Insurance Governance Goal in Law and Medical Service Agreement Relationship
Yang Yansui, Wang Yutian (Hospital Management Research Institute, Tsinghua University, Shenzhen,518055)
【Abstract】The health service stakeholders have equal status and non-commodity trading relations, and
the medical security legal system belongs to the third legal field of non-public, non-private, but also public and also
private —social law. Based on the triangulation theorem of accessibility, safety and affordabilit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objectives of medical security and its legisl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agreement, the principle
of equal consultation of medical service agreement an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governance are described.
As the legal agent of the insured, the medical insurance institution has the status of a party and the right of first offer,
thus playing the role of medical insurance as an engine of hospital legal system and doctor behavior.
【Key words】medical security target, medical service agreement, medical insurance governance i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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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
社会保障目标，一般指初级诊疗，

爱可泰隆医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观察思考

乃至个性化特需医疗以外的全部医
疗。具体保障水平取决于一个国家

可及性
卫生法

的经济发展水平，服务质量取决于
可及性、安全性、可支付铁三角定
理的法治架构（见图1）。
可及性涉及国民获得基本医疗

安全性
医疗法

服务的半径和路径。国家要基于卫
生法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和制定卫生

可支付
医保法

发展规划，辅之以财政和医保基金
的分级付费，支持合理就医、合理

图 1 界定医疗保障目标的法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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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和医师的规则、智能监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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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微观指标——有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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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6.5%，还有提升的空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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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占卫生总费用的30%，个

制，做好事业规划，合理接诊；完善

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

人支出不高于30%，社会互济达到

信息化，进入循证医疗；完善财务预

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况，应

40%以上，显示我国近期数据在基

算，做好成本管理，健全薪酬制度；

当退还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以罚

本合理区间内。2016年国务院提出

全程质量控制，提高医疗质量。

款，严重的还追究其刑事责任。

将年均卫生医疗总费用增长率控制
在10%以内，还要控制价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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