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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疗卫生水平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衡量医疗保障持续性的公共治理问题。
本文基于收入弹性理论和卫生支出结构理论，使用 1990—2016 年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和 2009 － 2014 年

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时间序列回归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国卫生费用增长情况。研究发现，加入

政府支付能力和人口老龄化两个因素，用全国数据估计的卫生费用收入弹性为 0. 970，说明我国医疗服

务还属于必需品范畴，但已接近奢侈品的边界; 用省际数据估计的卫生费用收入弹性为 0. 439，说明中

央财政转移支付在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卫生支付能力还有提高的空间，但地区间的情况有差异。以上是

对中国医改和医保的客观评价。本文基于激励相容理论，进一步探讨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医疗均衡

发展与医保持续发展的治理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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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978 年，世界卫生组织 ( WHO) 在《阿拉木图

宣言》中提出“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医疗

保障目标，此后基于经济发展水平提供公共卫生和基

本医疗服务的筹资问题进入 WHO 的年度报告，成为

评价各国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重要指标之一。伴随经

济发展、收入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各国卫生总费用呈

现不断 增 长，占 GDP 的 比 重 不 断 加 大 的 发 展 趋 势

( 见表 1) ，卫生总费用合理增长成为各国公共治理的

挑战之一。

表 1 OECD 主要成员国相关均值统计 ( 元、%)

项目 指 标

1970 年
进入老
龄社会

2000 年
深度老
龄社会

2015 年
超级老
龄社会

人口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0% 15% 20%

经济 人均 GDP( 2005 年美元购买力) 2 万 3 万 4 万

卫生
投资
结构

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例 6. 5% 9% 11. 5%

其中: 预防与康复性支出占 GDP 比例 4% 5% 6%

其中: 治疗性支出占 GDP 比例 2% 3% 4%

其中: 长期照护支出占 GDP 比例 0. 5% 1% 1. 5%

资料来源: OECD Demographic and Labor Force Projections Database．

2016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53980 元，65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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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占比 10. 08%，卫生总费用从 1978 年的 110. 21
亿元增加到 46344. 9 亿元，人均卫生费用从 11. 45 元

增加到 3351. 7 元，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从 3%
增长到 6. 2%。与 OECD 主要国家进行比较，一方面，

我国人均 GDP 水平相对低、卫生总费用的 GDP 占比

接近平均值; 另一方面，我国已接近深度老龄社会，

卫生支出呈现加速增长趋势。
卫生费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般用医疗卫生需

求的收入弹性来衡量。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一

种产品或服务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即收入弹性。医

疗卫生费用的收入弹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卫生费用

的变动对于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如果医疗卫生的费

用的收入弹性大于 1，医疗卫生服务就是奢侈品; 只

要收入增长就会带来新的医疗服务需求，驱动医疗卫

生费用快速增长。反之，如果收入弹性小于 1，医疗

卫生服务是必需品; 因医疗成本较高，政府应该介入

医疗卫生服务市场，更好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满足

国民对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1］本文在回顾文献的基

础上，利 用 1990—2016 年 的 全 国 时 间 序 列 数 据 和

2009—2014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分析我国经

济发展对卫生费用支出的影响，并提出控制卫生费用

合理增长的对策。

二、文献综述

( 一) 卫生总费用与经济发展

Newhouse ( 1977 ) 首先探讨了卫生费用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他使用 13 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对卫生费

用的收入弹性进行了估计，发现无论从不同国家的

截面数据还是同一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看，卫生费

用的收入弹性都大于 1，人均收入的差异是导致国

家间卫生费用差异的主要原因。［2］之后的学者使用

发达国家的截面数据、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数据或特

定区域国家的数据进行测算; ［3 － 6］也有使用经济学方

法从效用角度分析，认为随着收入提高和购买健康

的最优消费组合，医疗卫生费用会随之增长而增加，

健康支出在消费中占比将不断提升，［7］均得出卫生

费用的收入弹性大于 1 的结论，医疗卫生服务因此

被定位为奢侈品。同时，也有学者批判把卫生医疗

定义为奢侈品的做法，并通过估计得出医疗卫生费

用的收入弹性小于 1 的结果，从而得出医疗卫生服

务为必需品的结论，并指出政府应当介入医疗卫生

服务，以提高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效率。［8 － 10］学者

们还分析了不同收入组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卫生费用

收 入 弹 性，发 现 弹 性 均 小 于 1。［11］ Font 和 Ｒubert
( 2011) 发现在测算卫生费用收入弹性的研究中存在

发表偏误 ( publication bias) ，医疗卫生服务是奢侈

品 ( 弹性大于 1 ) 的结论是不成立的，真实的弹性

应当在 0. 4 ～ 0. 8; 同时存在集群效应，数据的聚合

水平会影响估计的弹性。［12］

( 二) 其他影响卫生费用的因素

影响卫生费用的其他因素主要有财政预算、人口

老龄化、医疗技术等。OECD ( 2006) 在预测卫生费

用和长期护理费用时使用了人口因素 ( 人口结构、死

亡相关的支出、幸存者的支出) 、非 人 口 因 素 ( 收

入、技术和相对价格) 作为卫生费用和长期护理费用

的驱 动 力，Martins 等 ( 2014 ) 也 做 了 类 似 的 研

究。［13 － 14］Smith 等 ( 2009) 从收入、保险、技术三个

角度分析卫生费用增速超过经济发展增速的原因，他

们指出，收入增长是关键因素; 医疗技术解释了自美

国 1960 年以来的 27% ～ 48% 的医疗费用增长，其中

技术与收入增长的交互项贡献较大; 医疗保险的贡献

是有区别的，覆盖率增长作用较小，供款者变化是主

要动因。［15］Maisonneuve 等 ( 2016 ) 分析了政策和制

度对卫生费用的影响，从供需关系、公共管理、协调

和筹资特征三个方面去界定卫生体系的特征，发现卫

生费用增长的 71% 取决于人口 ( 抚养比) 和非人口

因素 ( 主 要 是 收 入) ，政 策 和 制 度 变 量 的 影 响 仅

有 23%。［16］

学者们还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技术对卫生费

用增长的影响，发现由于多次住院治疗和医疗技术的

应用 ( 例如 ICU) ，老人最后一年的医疗费用在逐步

增加; ［17］收入、消费者对于长寿的偏好和医疗技术进

步的扩散解释了大部分人均卫生费用的变动。［18］

( 三) 卫生总费用构成及增长原因

卫生总费用来自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和

个人卫生支出，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支出结构。Fan 和

Savedoff ( 2014) 把人均卫生总费用上升和个人卫生

支出占比下降联系起来分析，将其定义为卫生筹资转

变 ( health financing transition) 。他们使用 199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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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126 个国家的数据探讨影响卫生总费用增长的因

素，发现卫生总费用的收入弹性为 0. 7; 个人卫生支

出与收入不相关，但与财政预算负相关。［19］其他学者

的研究结论主要有: 世界卫生费用呈现出从国外援

助、个人现金卫生支出转向依靠本国财政预算的趋

势; ［20］GDP、城镇化是影响 OECD 国家卫生费用增长

的因素，健康状况的改善或死亡率的下降、预期寿命

的延长在亚洲国家引起了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但在

OECD 国家降低了卫生总费用。［21］

国内关于卫生费用的研究多为描述卫生总费用支

出趋势及结构变化，对比国内外卫生支出费用，分析

政府卫生支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也有使用全国或区

域数据直接分析卫生费用与 GDP 水平的关系，得出

弹性大于 1 的结论; ［22 － 23］也有加入老龄化水平、［24］

医疗健康保险、医疗技术进步等医疗供给等因素，［25］

得出卫生费用收入弹性小于 1 的结论。其他因素研究

涉及人口老龄化、［26］卫生服务供给、［27］城镇化等。［28］

综上所述，卫生费用收入弹性的估计呈现不同结

果，主要在于是否引入除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使用

的数据类型 ( 截面数据、面板数据) 、分析用的模型

( 时间序列、静态面板、动态面板) 、数据的聚集程

度 ( 国家、地方层面) 。从卫生费用结构看，政府卫

生支出主要受经济发展、财政预算影响; 如果财政预

算是积极的，在卫生总费用增长的同时，个人卫生支

出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且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显著。
国际上关于中国卫生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国内

的研究多使用早期的数据分析全国或某一具体省市的

卫生费用及其影响因素。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主要由地

方负责，医疗保险实行地方统筹，加之地方的财政分

权体制，使用全国数据不足以反映卫生费用增长原因

的真实情况。为此，本文使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

际面板数据分析卫生费用增长原因、结构变化及其主

要原因。

三、中国卫生费用合理性实证研究

( 一) 分析单位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全国 1990—2016 年时间序列数据和 31
个省 ( 直辖市) 2009—2014 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建

立时间序列回归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卫生费用增

长的原因、卫生总费用构成及其影响因素。数据来自

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 二) 变量测量

本文使 用 人 均 卫 生 费 用 和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 GDP) 作为衡量卫生费用和经济发展的指标，选取

了政府财政能力和人口老龄化作为解释卫生费用增长

的控制变量。借鉴国外文献，本文使用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来衡量政府能力，使用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

支出比例来衡量政府卫生投入。财政能力越强，政府

制定和实施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的话语权越强，

例如，随着财政能力的增强，中国人均公共卫生经费

标准从 2011 年的 15 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50 元; 城乡

居民医保各级财政人均补助标准从 2010 年的 120 元

增加到 2017 年的 450 元。老年人口需要更多的医疗

服务，可能会引起卫生费用增长。现有研究主要采用

60 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或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衡量人口

老龄化，由于我国的统计年鉴中早期各省的人口数据

中只有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本文采用 65 岁以上人口

占比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对于疾病变化、医疗技术

的进步、医疗体系管理等因素，由于缺少数据，本文

使用随机误差项来衡量这些及其他未知的影响因素。
我国的卫生总费用由政府支出、社会支出、个人

支出三部分组成。政府卫生支出指各级政府财政中用

于卫生事业的支出; 社会卫生支出指政府支出外的社

会各界对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包括社会医疗保障支

出、商业健康保险费、社会办医支出、社会捐赠援

助、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等; 个人卫生支出是指居民

个人支出的医疗卫生费用。为了分析卫生费用支出中

政府、社会、个人支出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本文使用人均政府卫生支出、人均社会卫生支出、人

均个人卫生支出代表卫生总费用各分项，使用人均

GDP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为了分析是否存在卫生费用

由个人转向政府和社会的趋势，本文使用人均 GDP、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重、65 岁以上人口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个人卫生支

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变化的影响因素。
表 2 显示了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的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1990—2016 年全国人均卫生

支出为 949 元，人均 GDP 为 18525 元，个人卫生支出

占比为 44. 36%。2009—2014 年，各省人均卫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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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90 元，人均 GDP 为 404021 元，个人卫生支出占

比为 34. 09%。

表 2 变量均值及标准差

变量
全国 1990—2016 省际 2009—2014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人均卫生支出 27 949 983 166 890 558

人均政府卫生支出 27 253 310 166 676 295

人均社会卫生支出 27 340 392 166 805 616

人均个人卫生支出 27 356 288 166 715 258

人均 GDP 27 18525 16754 186 40421 20466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27 17. 78 4. 51 186 26. 05 19. 82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27 7. 72 1. 48 186 9. 06 1. 79

个人卫生支出占比 27 44. 36 9. 84 166 34. 09 7. 07

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27 5. 70 0. 96 166 7. 71 1. 36

( 三) 统计模型

本文分析全国卫生费用支出的模型采取时间序列

的回归模型

y = α + β1 x1 + β2 x2 + β3 x3 + ε
y 代表人均卫生费用支出，x1 为人均 GDP，x2 、x3

分别为控制变量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65 岁以上

人口占比，ε 代表其他解释因素的随机误差。本文对

人均卫生总费用及各分项、人均 GDP 进行了对数转

换，其中人均卫生总费用和人均 GDP 采用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 CPI) 进行了调整，并对变量数据进行了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发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

变量是协整的，可以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
对于面板数据，现有的研究使用静态面板模型

或动态面板模型来分析，静态面板模型多采取固定

时间或者国家 ( 地区) 效应来进行分析。动态面板

使用滞后变量或差分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存在

损失样本容量的问题，使用越高阶滞后作为工具变

量，损失的样本量越多。［29］为 减 少 损 失 的 样 本 量，

本文使用面板分析方法中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

时考虑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表达

式为:

Yit = β0 + β1 xit1 + …… + βk xitk + λt + ui + ε
其中 λ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用来解释“第 t 期”

对被解释变量 y 的效应。ui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用来

解释样本个体的差异。对于 i 省 t 年，Yit 代表卫生费

用，在不同的模型中分别指卫生总费用、政府卫生支

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占

比; x1 代表 GDP; x2 ～ xk 代表其他的解释变量，在卫

生总费用及各分项的解释模型中指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在个人卫生支出

占比解释模型中还包括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重; εi 为随机误差，代表未观察到的解释变量的影响。
通过豪斯曼检验发现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然后用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 四) 研究结果与分析

1. 卫生费用增长趋势与结构分析

中国卫生总费用在持续增长，卫生费用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3% 上升到 2016 年的 6. 23%，人

均卫生总费用与人均 GDP 的增长趋势基本相同。全

国人均卫生费用的收入弹性为 0. 970，省级人均卫生

费用的收入弹性为 0. 439，说明从长期看，卫生的费

用的增长速度要低于人均 GDP，卫生费用的增长尚在

合理范围。从支出结构看，2002 年之后，个人卫生

支出占比逐步下降到 30% 以下，政府支出达到 30%，

社会卫生支出逐步提高到 40%，这个结构趋于合理。
2015 年 10 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

见》提出，2017 年全国医疗费用增长幅度力争降到

10%以下。并且，对控费目标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调

整一次。这是中国建立卫生投资与医疗保障公共治理

运行机制的起点。
2. 全国医疗卫生支出的合理性分析

表 3 显示了人均卫生总费用及各分项的回归结

果。从 全 国 数 据 看，人 均 卫 生 费 用 的 收 入 弹 性 为

0. 970，说明医疗卫生服务是必需品，但是已经接近

奢侈品的边缘，合理控制医疗服务成本势在必行。这

与国际文献中的结论是一致的。本文加入了政府支出

能力和人口老龄化，使估计模型更为准确。
结果显示: ( 1) 对人均 GDP 对卫生费用及分项

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均个人卫生支出的影响大于

对人均政府卫生支出和人均社会卫生支出，并大于对

人均卫生费用的影响; ( 2) 政府财政支出对卫生总

费用和政府卫生支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口老龄化

对卫生总费用、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有显著

的正向作用，对个人卫生支出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从绝对值看，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卫生支出的影响

作用最大; 然后依次是个人卫生支出、政府卫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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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说明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卫生支出 ( 主

要医疗保险基金) 的压力最大; 其次，是政府卫生支

出的压力。个人卫生支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反而呈现

下降趋势，这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趋势。

表 3 全国人均卫生总费用及人均分项回归结果

( 1990—2016)

人均卫生费用
人均政府
卫生支出

人均社会
卫生支出

人均个人
卫生支出

人均 GDP 0. 970＊＊＊ 0. 734＊＊＊ 0. 641＊＊＊ 1. 364＊＊＊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0. 016＊＊ 0. 049＊＊ 0. 006 0. 006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0. 065* 0. 258＊＊ 0. 344＊＊＊ － 0. 273＊＊

模型显著性 F 检验 4542. 06＊＊＊ 1076. 76＊＊＊ 1938. 42＊＊＊ 299. 27＊＊＊

常数项 － 3. 590＊＊＊ － 5. 002＊＊＊ － 3. 597＊＊＊ － 5. 339＊＊＊

Ｒ2 0. 998 0. 993 0. 996 0. 975

注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表 4 显示了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政府财政能

力、政府卫生投入对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的影响。收入

提高和人口老龄化会增加医疗服务需求，从而对个人

卫生支出产生影响。模型显示，收入和人口老龄化对

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的影响作用都不显著，说明医疗服

务需求并不是个人负担变化的主要原因，财政预算和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在国家卫生总费用中占比的提

高，降低了个人卫生支出的占比。

表 4 全国个人现金卫生支出费用占比 ( 1990—2016)

个人卫生支出占比

人均 GDP 1. 147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 1. 468＊＊＊

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费用比重 － 8. 690＊＊＊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2. 552

模型显著性 F 检验 70. 50＊＊＊

常数项 89. 52＊＊

Ｒ2 0. 928

注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3. 省际卫生费用支出的合理性分析

表 5 是省际人均卫生费用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

地区和 时 间 差 异 以 后，卫 生 总 费 用 的 收 入 弹 性 为

0. 439，也说明医疗卫生服务是必需品，医疗卫生费

用的增长低于经济发展的增速。结果显示，我国卫生

总费用及各分项增长的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发展。从解

释变量对卫生费用及支出结构的影响程度看，经济发

展促进了政府卫生支出和个人卫生支出的增加，而人

口老龄化在省际层面的影响尚不显著。

表 5 省际人均卫生总费用及人均分项回归结果

( 2009—2014)

人均卫生费用
人均政府
卫生支出

人均社会
卫生支出

人均个人
卫生支出

人均 GDP 0. 439＊＊＊ 0. 672＊＊＊ 0. 238* 0. 544＊＊＊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0. 001 0. 632＊＊＊ 0. 005 0. 002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 0. 003 0. 004 － 0. 008 － 0. 005

模型显著性 Wald 检验 27745. 75＊＊＊ 18170. 39＊＊＊ 27506. 96＊＊＊ 12372. 37＊＊＊

常数项 3. 388＊＊ － 2. 429＊＊ 4. 834＊＊ 0. 860

Ｒ2 0. 986 0. 988 0. 984 0. 972

注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综上所述，全国卫生费用的收入弹性为 0. 970，

省际水平估计的卫生费用收入弹性为 0. 439，均说明

医疗服务是必需品。国家和省际估计结果的差异说明

数据的聚集程度会影响卫生费用收入弹性估计的结

果，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及国家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也

降低了地方的卫生费用。借鉴以往文献，本文在分析

卫生费用增长时加入了财政预算和人口老龄化。结果

显示，在全国层面，财政预算对卫生总费用和政府卫

生支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在省际层面，财政预算对

政府卫生支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继而增加了卫生费

用的支出。

四、医疗保障公共治理与运行机制研究

在医疗卫生支出增长和支出结构处于合理范畴的

条件下，如何持续发展是公共治理问题。治理即指利

益相关人长期合作与实现共赢的制度安排与实施过

程。肯尼迪·阿罗在发现大数据的功能之后，针对医

疗的公益性和不确定性，提出随机均值的定价机制，

为相同疾病组的医生建立合作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引导医疗保险从数量付费进入质量付费阶段，从而获

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

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 国办发

〔2017〕55 号) 提出，选择部分地区开展按疾病诊断

相关分组 ( DＲGs) 付费试点 ( 即随机均值) ，激发

医疗机构建立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治理机

制。本文以金华市 2016—2017 年支付方式改革的数

据，验证和描述 55 号文件搭建的医疗服务治理机制

( 见图 1) 。
金华市医保支付方式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体现了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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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医保支付改革为引擎的医疗服务治理机制

励相容的治理原则，主要内容与运行效果如下:

在宏观上，基于上年医保基金支付基数，按照

当地 GDP 增长水平确定年度医保基金支出增长率为

7. 5% ，放水养鱼，不对医疗机构制定支付限额; 年

内卫生费用实际增长率为 7. 11% ，结余基金用于奖

励医疗机构创新，如图 2; 最后，医保基金扭亏为盈

且略 有 结 余，建 立 了 总 额 预 算、合 理 增 长 的 调 控

机制。

图 2 金华市医保病组点数支付改革后总费用的变化

在中观上，引入 595 个疾病组 ( 此后陆续加入) ，

基于往期成本数据，建立随机获取均值、权重和配给

点值的定价机制，医保基金根据医疗机构服务点数之

和实行 预 付 费 值 ( 基 于 预 付 制 按 月 付 费，年 终 结

算) ，建立了游刃有余的收支平衡长效机制。
在微观上，医疗机构规范疾病编码和病案首页，

制定事业发展规划和收支预算，建立了“合理接诊、
提高质量，合理控费、结余留用”的内涵发展、外部

竞争的运营机制。以该市中心医院为例，在支付方式

改革的第 4 个月，出现医疗难度系数 ( CMI) 医生快

于例均组均费用增长速度的局面 ( 见图 3 ) ; 年终，

中心医院的医保支付率为 103%，做到医院增收、取

之有道。2017 年，该市医疗机构药占比、检查耗材

占比均符合国家规定; 均次住院费用下降 170 元，降

幅 1. 73%，减轻群众负担 2370 万元; 就医人员均次

住院费用为 9571 元，处于近 4 年最低水平; 例均自

负费用增长率由 2015 年增长 2% 转为负增长 0. 7%，

直接减少群众现金支付 362 万元; 分解住院、频繁转

院等现象降低，以脑中风、肾衰竭等 16 个容易发生

分解住院及频繁转院的病组为例，住院人头人次比从

2015 医保年度的 1. 29 下降到 1. 12，降幅达 15%，同

病组 10 天内再住院比例从 0. 87% 下降到了 0. 72%，

降幅 20%。

图 3 金华中心医院支付改革后医疗质量和成本的变化

可以预见，基于这个医保支付引导的治理机制，

可以保持医疗服务的收入弹性小于 1，实现我国医疗

保障的可持续性。

五、小 结

本文贡献如下: 首先，采取全国数据验证我国卫

生费用的收入弹性 0. 970 ( ＜ 1) ，客观地评价了中国

医改与医保的成绩，也验证了国际文献中医疗卫生服

务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的结论; 其次，本文参照文献

将政府支付能力 ( 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和 GDP
比重) 和人口老龄化加入解释卫生费用增长的变量

中，发现在全国层面，政府支付能力对卫生总费用和

政府卫生支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化解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压力; 再次，采取省际

数据验证地方卫生费用的收入弹性 0. 439 ( ＜ 1) ，说

明近年来中央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转移支付对地方

卫生支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地方财政还有增加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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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空间，但是，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情况

是不均衡的; 最后，以金华市的改革实践和第一手数

据，验证了国务院 55 号文件的指导原则是正确的，社

会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具有引导从宏观调控、中观

分配和微观竞争三个维度建立治理机制的撬动作用。
受数据所限，本文没有验证疾病的发生率、医疗

技术的进步、医疗卫生体制和医疗卫生政策等因素对

医疗卫生费用增长的影响，没有分别研究各省的情

况，并找出其差异性，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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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 owned economy should be promoted through the non
－ public economy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
favorable economic，business，leg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s essential to the state － owned economic reform; it is nec-
essary to implement the gradual reform and attach impor-
tance to the effect of the reform theories for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 owned economy.

Key Words: State － Owned Economy，Ｒeform，His-
torical Experience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New Model: Forty Years of China’s

Opening Ｒeform
Zhang Chengfu

Abstract: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reform and inno-
vation is the rethinking， redesigning and reconstituting
process of the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Motivation
of China’s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reform stems from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and also the results of
internal contradiction movement within the governance sys-
tem. The outcome of forty years’governmental reform inno-
vation is the new governance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that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one. China’s governmen-
tal governance reform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sic mod-
el.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Governance Inno-
vation，New Model of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Separation，Bureaucracy and Multiple
Interactions and conflicts: Challenges to
Integrated Aged Care Model in China

Wang Puqu，Lei Yuruo ＆ Lv Pusheng

Abstract: A great separation between social care and
health care exists in China’s current aged care system，and
China is on a path to set up an integrated aged care model.
However，since this model involves contestation of benefits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China faces many practical
challenges.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the hard cooperation
leaded by our current bureaucratic system，the difficult joint
of social care system and health care system influenced by
the discontinuous health care mechanism，and the lack of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nd care workers resulted in the
frail incentive mechanism． Based on the logic of interest
game theory，this paper tries to seek out the underlying
cause behind the appearance challenges. It is found that the
deep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multi － level agent relationships
which imply multiple complicated interest interactions and
conflicts in China’s integrated aged care model. As stake-
holders are different in resource constraints，preference of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choices，it is difficult to set up a rela-
tionship of cooperation governance． Hence，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probable construction paths from structural refor-
ming，policy － making，and cohesive mechanism of social
care and health care，and hopes to meet the seniors’de-
mands at the maximum through integrating aged care re-
sources and health care resources effectively.

Key Words: Old Aging，Separation between Health
Care and Aged Care Services Multiple Interactions and Con-
flicts，Integrated Aged Care

The Cost of Health and Medical Security
Governance Mechanism Ｒesearc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data
Yang Yansui ＆ Tuo Hongwu

Abstract: Medical and health level should be adap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this is a country with a
health care measure sustainability issues of public govern-
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come elasticity and health
expenditure structure theory，using the 1990 － 2016 time
series data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2009 －
2014，using time series and bidirectional fixed effects re-
gression model analysis the cost of health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Study found that two factors to join the government
the ability to pay and an ageing population，use the data to
estimate the health fee income elasticity was 0. 970，shows
that our country still belons to the necessities of medical
treatment service，but is close to the boundary of the neces-
sities and luxuries，establish a reasonable medical govern-
ance mechanism is imminent; Using provincial data to esti-
mate the health fee income elasticity was 0. 439，shows that
the central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at work，and improve lo-
cal government health payment ability of space，but the con-
ditions are different. In conclusion，is the objective evalua-
tion of the Chinese health reform and health care. The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centive compatibility，further dis-
cusses the medicare payment reform guide the balanced de-
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governance mecha-
nis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st Growth， Income Elasticity，Ex-
penditure Structure，Governance Mechanism

Create a New Era of Smart Governance
Fu Changbo

Abstract: The smart society is a new social form sup-
ported by technologies such as broadband communications，
mobile Internet，Internet of Things，quantum computing，
big data，artificial intelligence，address location，and virtu-
al reality.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 － 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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