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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等：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何去何从

改革开放 40 年来，作为最成功的经济特区，

深圳一直站在改革最前沿，诸多“深圳奇迹”和

“深圳经验”层出不穷。2016 年以来，深圳市与平

安保险联合探索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改革取得了新进展、积累了新经验，将医疗保险个

人账户改革试点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个人账户何去

何从的讨论再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讨论个人账户的存废问题为核心，以深

圳与平安保险的最新改革试点为案例，简短追溯了

个人账户的发展历史，梳理了个人账户的成效与问

题，指出目前条件下个人账户存续的必要性和改革

的必然性，旨在为探索个人账户的改革前途和方案

路径作出些许贡献。

一、个人账户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成效

基于特定的国情和历史环境，并借鉴新加坡等

国家建立强制性个人医疗储蓄计划的有益做法，我

国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引入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个人账户制度。个人账户实施 20 年来，社会统

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在我

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个人账户建立与发展的历程

1. 个人账户的引入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一直实行公费医疗和劳

保制度。由于医药费用不断膨胀，政府的卫生医药

支出占财政收入比例不断提高。表 1 显示，与前期

（1978-1986 年）相比，1986-1993 年公费医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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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近年来，由

于个人账户基金积累规模越来越大，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有观点甚至提出取消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受到

质疑的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共济性、激励性有限、存在贬值风险、管理成本高等。文本对 2016 年以来深圳和平安

保险联合进行的个人账户改革试点进行评述，认为深圳试点成就显著，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合作共赢是个人账

户改革的一条出路 ；以此为基础，文本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对个人账户的存废提出了看法，认为个人账户已形成

一个“心理账户”的消费定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医疗成本的支出，有利于缓解老年群体慢性病的支付压

力 , 并可为未来构建“资产型”社会保障制度打下基础。问题在于个人账户需进行改革，而改革成功与否将成为

个人账户存废的重要根据，如改革效果欠佳，取消账户将成为必然。由此，文本以平安保险在深圳的做法为起

点，对个人账户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政策性思考，即实现家庭成员共享的基本目标，采取主动管理的基本要求，

引入商业保险机制的基本方向，尤其对引入相互保险因素的基本思路做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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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保医疗的实际年增长率都有明显提高，并明显高

于同期的 GDP 增长速度，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

力。有研究表明，公费医疗支出占政府卫生支出的

比例从 1986 年的 15.4% 提高到 1993 年的 28.1% ；

从工资中提取 4.5%-5.5% 的比例用于劳保医疗已然

难以为继，到 1993 年 , 大多数企业发现其实际医疗

保险成本达到或超过了总工资的 10%[1]。

在国家和企业经济负担过重、医药费用不断膨

胀的严峻形势下，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医疗保

险体制改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 世纪 90 年代初个

人账户开始逐步引入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建立起社

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基本医疗保险模

式，个人账户成为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国内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和国家医疗模式

下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新加坡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启了医疗保险改革，其中最为世人称道的便是建

立了强制性个人医疗储蓄计划，规定职工将年收入

的 6%-8% 存入个人账户 [2]，用于本人或者家人住

院和门诊等医疗支出。新加坡建立个人账户的目的

是为了强化个人在医疗方面的责任，约束个体不正

当的医药消费行为，抑制医疗服务和医药资源的浪

费 ；同时，通过个人账户纵向的资金积累，提高参

保人在年老、疾病时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引入个

人账户，显然受到新加坡个人账户制度的影响 [3]。

2. 个人账户的实践

在改革初期，各地结合实际进行统账结合基本

医疗模式的探索，分别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账户模

式 ：一是统账结合的“直通式”，在统账结合的医

疗保险模式下，医疗费用的支付采取个人账户和社

会统筹基金直通的方式，即医疗费用依次由个人账

户—自付金额—一定比例的社会统筹基金三段直

通支付，比较典型的代表有“两江”实践 [4] ；二是

统账结合的“板块式”，在医疗费用的支付上个人

账户和社会统筹基金实行分离，互不挤占、互不相

通，一般情况下个人账户用于支付门诊费用，社会

统筹基金用于支付住院等大额医疗费用，比较典型

的代表有海南实践 [5] ；三是统账结合的“三金式”，

即医疗费用支出由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基金、单位

调剂金共同组成，其中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小额医疗

费用，不足的由单位调剂金补充，而社会统筹基金

则用于大额的医疗费用开支，以青岛、烟台的地

方实践为代表 [5]。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混合式”，

即将上述三种模式的优势结合起来。

（二）个人账户的成效与积极作用

1. 政策法规进一步健全，制度化建设成效显著

1984 年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促使地方和企业开始进行改革试点，劳

保制度和公费医疗改革陆续进入公众视野，医疗费

用与职工个人利益挂钩成为改革的重点 [6] ；1993 年

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城镇职

工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

度 ；1994 年国家体改委发布的《关于职工医疗制度

改革的试点意见》（体改分〔1994〕51 号）提出建

立城镇职工统账结合制度的具体内容 [7] ；1994 年在

江西九江和江苏镇江开展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综

合试点工作，俗称“两江试点”，这次试点为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98 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的决定》（国办发〔1998〕44 号），意味着统账结

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我国得以正式确

立 ；1999 年出台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

零售药店管理暂行办法》（劳社部法〔1999〕16 号）

规范了定点零售药店的管理 ；2002 年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

帐户管理》（劳社厅发〔2002〕6 号）明确个人账户

的管理形式、资金管理、基础管理等事项，对个人

账户的规范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依照中央

精神，地方也相继出台个人账户管理办法。

2. 参保人数持续增多，基金规模进一步扩大

近些年来，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数持续增多，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职工

参保人数从 2008 年的 19996 万人增加到 2017 年

的 30323 万人 [8]，增长率达 51.65%。随着参保人

表1  中国医疗卫生费用实际年增长率（%）

种类   年份 1978-1986 1986-1993

GDP 9.5 9.6

卫生总费用 9.8 13.4

公费医疗 14.0 16.0

劳保医疗 11.0 13.0

资料来源：World Bank：Financing Health Care:Issues and Options for China ,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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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持续增多，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金规模也

在持续扩大。图 1 显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总收入从 2008 年的 3040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7932 亿元，10 年间增长近 5 倍。与此同时，基金

总支出也在逐年增加，从 2008 年的 2084 亿元增

加到 2017 年的 14422 亿元，增长约 6 倍多。人均

基金支出是衡量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水

平的重要指标，表 2 显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人均支出水平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从 2008 年的

1042 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4756 元，增长约 3 倍多。

3. 各地开展“多点试错”，因地制宜完善个

人账户设计

国务院 1998 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对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的

支付范围、核算标准、责任划分、筹资标准等作出

了规范，但并未对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的具体操作

作出明确规定，这为地方结合实际情况探索个人账

户的发展模式预留了空间。除了前期人们较为熟知

的“直通式”“板块式”“三金式”等模式外，各地

还结合实际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比如，针对

个人账户缺乏共济性的问题，近 10 年来，柳州、

镇江等地尝试个人账户在家庭成员间互相使用 [9]

[10]，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直系亲属因病在定

点医院、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医疗费用 ；针对各地

套现、乱刷卡等违规行为，加大监管力度，提高违

法成本，同时对参保人进行宣传教育 ；针对个人账

户结余较多，基金沉淀规模较大，面临保值增值问

题，上海、深圳、重庆、浙江等地引入市场机制，

利用个人账户余额购买商业健康险产品，激活个人

账户结余 ；针对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较窄，重庆

市规定个人账户可以代扣退休人员本人的职工大额

医保费，可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可

购买“食健字号”保健食品 [11]。

4. 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个人账户使用更加

便捷

为进一步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近年来我国

在医院、药店、技术支持、保险经办等方面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设备设施得以改善，配套设施得以提

升，个人账户在使用过程中也更加便捷。数据显示，

2012 年底全国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达 11.3 万家，较

2005 年翻了两番，医保定点医院数量达 9.6 万家，

较 2005 年翻了一番 [12]。更值得关注的是，2015 年
国务院印发《关于第一批取消 62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

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7 号），宣

布第一批取消的 62 项事项中，7 个项目涉及医疗卫

生领域，取消医保定点药店的行政审批，这无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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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情况（万元）

资料来源：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绘制。

表2 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人均支出情况（元）

资料来源：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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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医保定点药店在未来几年成倍增加。与此同时，

跨省异地结算改革进一步推进，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继续增加，

数量达到 9280 家，比上年底增加了 781 家 [13]。此

外，依托技术进步，医保个人账户在使用、管理、

结算等环节也更加注重引入最新科技成果，进行信

息化管理，建立动态的数据库，参保人可以足不出

户就实现投保、缴费、理赔等服务。个人账户发展

的 20 年正值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相

关的配套设施得到优化和提升，方便民众看病就医

购药，增强个人账户的使用效率。

二、个人账户存在的问题和个人账户存
续的理由

正如很多研究文献所指出的，个人账户在实际

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且制度建立时的初衷并

未完全实现。所有这些成为个人账户受到社会诟病

和质疑的主要原因。提出取消个人账户的呼声也不

是没有根据。

（一）个人账户存在的问题

1. 个人账户资金缺乏共济性 
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在设计之初

规定只能用于个人的门诊费用等小额医药支出，支付

的范围被限定于药品、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三个

目录内，这种仅个人使用且限定支付范围的方式使得

其使用范围十分狭窄。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限定意味

着其缺乏共济性，无法在家庭成员间互助使用，导致

家庭成员中身体健康和年轻者账户结余较多，而身体

较差和年长者账户透支，家庭成员个人账户总额有余

而不能看病的矛盾凸显，缺乏公平性，这也与传统倡

导的家庭互助理念相冲突。另外，个人账户存在的问

题势必会分散医疗保险统筹资金的支付能力，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社会统筹资金的共济性。经济欠发达地区

人口、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等人群个人账户资金无

法满足医药开支，这就意味着利用个人账户抵御疾病

风险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2. 个人账户调动个人积极性的作用有限

个人账户在制度设计时曾考虑利用账户激励职

工进行医疗缴费，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4]。

在实践中，虽然职工缴费进入个人账户，属于私人

产权性质，在很多地区，单位缴费也有一定的配比，

但是，由于个人账户资金的回报率很低，激励作用

还是有限的，以较低的利率强制个人储蓄，相当于

不得不面对贬值的风险和压力，且缴费后不能抽回。

3. 个人账户资金面临保值增值的压力

表3  我国历年门诊、住院费用及个人账户人均累计结余情况（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次均门诊药费 167 180 193 206 220 234 246 257

个人账户人均

累计结余
731 858 1018 1211 1383 1533 1761 2028

资料来源：根据人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卫计委《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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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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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投资体制没有建立，银行活期储蓄利率太

低，个人账户结余不断增加，个人账户基金面临

贬值风险。图 2 显示，个人账户结余从 2010 年的

1734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6152 亿元，较之 2012
年的 2697 亿元已经翻倍，10 年间增加了 4 倍多。

图 3 表明，个人账户历年增长率都保持在 10% 以

上，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基金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重要的是，我国门诊次均药费从 2010 年的 167 元

增加到 2017 年的 257 元，总体增长率达 54%，而

个人账户人均累计结余则从 2010 年的 731 元增加

到 2017 年的 2028 元，增长 1.7 倍（见表 3），增速

远远高于门诊次均药费，这说明，账户资金规模积

累越高，福利损失的风险就越大。

4. 个人账户管理成本高昂

“十三五”规划关于个人账户的改革方向规定

的是“改进个人账户，开展门诊费用统筹”，但至

今没有总体设计和具体改革措施。随着科技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个人账户管理面临新的挑战，例

如，需要借助电子计算机系统作为平台，以实现信

息录入、资金征缴、报销结算等信息化服务，但目

前不少地方因财政原因在硬件设施、人员配置上还

远远达不到标准。再如，个人账户管理成本较高，

因为门诊小病发病率较高，但发生费用较小，医保

经办机构无力对医患双方实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乱刷卡、乱消费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缺乏有效

的监管所致。同时，个人账户管理的专业性很强，

需要社会保险经办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介入，这些

人员具备社会保障理论知识、精算技能，熟悉医疗

保险和医疗服务等，目前社会上十分缺乏。

（二）当前个人账户存在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当前个人账户的存在广受诟病，甚

至业界一些专业人士主张取消个人账户。鉴于医疗

保险制度的特殊性和敏感性，考虑到未来的改革取

向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现阶段个

人账户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

1. 个人账户的存续已形成一个固定的“心理

账户”的消费定势

个人账户的“私人产权”性质及其专属的消

费性质在参保人中已形成一个门诊看病的“心理

定势”。用行为经济学来分析，个人账户已被视为

某种性质的“心理账户”，甚至比“心理账户”更

为“现实”，因为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是“实实在

在”的账户放在那里，它对参保人的消费心理的影

响早已形成。20 年来，这个消费心理的影响已经

形成一个“心理定势”，是一种下意识的消费准备

心态与消费行为倾向，作为一种“心向”，是一个

已经存在和接受 20 年了的特定信息状态。如果没

有相当的舆论准备和替代性方案，采取“一刀切”

的方式取消个人账户，“心理账户”就会立即随之

崩塌，由此会产生某种“心理震动”。消费习惯的

破坏将有可能改变对制度稳定性的评价，甚至有可

能会产生对制度绩效的重新评价，进而对取消“私

人产权”的医疗保险制度产生“心理恐慌”，认为

是“大锅饭”的回归。“心理账户”是 2017 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等行为经济学家提

出和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心理账户理论中有个

重要概念是“交易效用”，意指“可感知的交易质

量”。理查德·塞勒教授认为①，心理账户的存在

图3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累计结余及增长率（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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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消费者获得“正的交易效用”，那是“终生美

好回忆的特殊购物体验”，试验证明，“即使富裕的

消费者也想从交易效用中获得极大的乐趣”。从行

为经济学来看，个人账户的存在至少可以使账户持

有人享有“交易效用”的客户体验。

2. 个人账户的存续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约束

医疗成本的支出

在正统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是经

济人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基本假设采用的是“成

本—收益”法对选择进行权衡并趋利避害，以期获

得最大收益。参保人拥有自己的个人账户可以强

化个人的责任意识，增强看病就医的约束性，对抑

制医疗费用不断膨胀具有积极意义。个人账户私有

性质越明确，节约意识就越强烈。如果取消个人

账户，所有医疗保险基金就完全裸露给道德风险，

“搭便车”现象会更加层出不穷，例如，小病大看、

轻病重看等等，医药资源的浪费规模将有可能扩

大。个人账户作为统账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运行多年，在门诊、购药

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专属作用”，如果断然

取消，有可能增加医疗社会统筹的压力。即使在行

为经济学里，用“助推”理论也可对个人账户的存

在作出合理解释。理查德·塞勒教授认为，人的思

维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理性思维系统，一个是直

觉思维系统，前者属于“计划者”，后者是“行动

者”，前者的思维系统告诉人们，吃甜食是不利于

减肥的，应该克制自己，少吃甜食，但后者的思维

系统则不然，一旦进入宴会人们就难以抵制甜食的

“诱惑”，情不自禁且无所顾忌地大吃起甜食，完全

忘记了“减肥”的长远目标，“冲动”将战胜“冷

静”，这就是缺乏控制力的表现。在这个时候，只

要有个外力“助推”一下，就可重新唤回“控制

力”。个人账户的存在强化了“心理账户”的功能，

具有助推的功能。塞勒教授说 ：“‘思维账户’十分

重要，主要原因便是账户的不可替代性”②。在医

疗保险中，个人账户的引入作为制度设计上的一个

“助推”外力可提高控制力，让大脑中的“计划者”

战胜“行动者”，对成本具有约束的作用。

3. 个人账户的存续有利于缓解老年群体慢性

病的支付压力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2000 年我国 60 岁

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 10%， 2017 年底

这一比重就达到 17.3%，总数已超过 2.4 亿，65 岁及

以上人口将近 1.6 亿 [15]。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5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 4.79 亿，占总人口

比重的 35.1%[16]。众所周知，老年人因身体机能衰弱

是慢性病的高发群体，医药负担较重。在现行政策

规定下，退休职工无需缴费即可享受个人账户的待

遇，而慢性病主要依靠门诊治疗，属于个人账户的

支付范畴。取消个人账户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

是退休人员。因此，个人账户的存续、科学有序地

运行，对于缓解我国的养老压力、化解老年群体慢

性病的支付压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实际上，早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就基本完成了疾病谱的

转变，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由急性传染病转变为慢

性病，完成了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医学模式的演

变，慢性病的致死率居全国总病死率之首。慢性病

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占全国总死亡人数的 86.6％，其

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 [17]。

4. 个人账户的存续为未来构建“资产型”社

会保障制度打下基础

引入个人账户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积累一定的个

人资产，具有个人产权性质的个人账户对个人来讲

是一笔恒产，是稳定基金储备的一种方式 ；有恒产

①理查德 • 塞勒 ：《“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王晋译，北京 ：中

信出版社，2016 年版，第 69-74 页。正统经济学那里只有“消费者剩余”概念（理查德 • 塞勒将之称为“获得

效用”），指消费者对某一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之差 ；但行为经济学引入了另一个概念即“交

易效用”，意指消费者对某一商品愿意支付的“参考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之差，而前者是指不同情境条件下

的市场价格，例如，五星级酒店出售的一瓶冰镇啤酒的价格显然要高于杂货铺出售的，如果支付价格低于参考

价格，交易效用就是正的，反之，消费者就会觉得上当了，交易效用就是负的。所以，不同的交易地点和消费

环境是决定交易效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客户体验也是不一样的，用塞勒教授的话来说，“这就是交易效用本质”。

②理查德 •H•塞勒、卡斯 •R•桑斯坦著 ：《助推 ：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刘宁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第 54 页。《助推》这本名著出版于 2008 年，当时作者使用的“心理账户”英文是“psychological Accounting”，
故译者将其译为“思维会计”。后来，理查德 • 萨勒教授觉得 psychological Accounting 这个表述不如其他行为

经济学家使用的 mental account 更贴切，所以此后就一直使用后者了。本文统一使用“心理账户”的中文译名。

关于两个思维系统、计划者与行动者、冲动与冷静的论述，详见该著作的第 4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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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恒心，资产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形态，对稳定

个人预期、家庭预期和社会预期均具有积极意义。

长期来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远期目标的最优选择

应是“资产型”的，而非“权益型”的。当然，在

目前阶段，个人账户面临的两个问题尚未解决 ：一

是外部的条件，在社会平均工资收入增长率大大高

于账户资产回报率的背景下，账户资产面临严峻的

福利损失，甚至如果低于 CPI 将面临严峻的贬值

风险 ；二是制度的设计，个人账户资产在家庭成员

之间不能共济。从本质上讲，这两个问题在改革中

遇到的瓶颈是一个问题，对此，各地试点不同的做

法给人们以较多启示，例如，将个人账户资产的一

部分可以转换成家庭成员共享的健康保险产品不乏

是解决这个瓶颈的一个思路。当然，理论上讲，只

有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平均工资增长进入稳态之后才

具备建立“资产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条件，才

能从根本上消除个人账户资产的福利损失问题，而

在此之前，如果个人账户继续存续，就需对其不断

实施改革，找出一个克服瓶颈的两全其美的改革方

案 ；如果各地试点方案均难以克服上述存在的两个

问题，就只能先行取消个人账户，待进入稳态之后

再考虑重新引入个人账户的可行性。

三、深圳和中国平安联合改革试点的案
例分析

多年来，有些地方政府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个人账户改革进行试点，取得了一定成就，他们各有

所长，但总体看来，这些改革试点还处于摸索阶段，

前述两个瓶颈问题没有得到各方较为满意的彻底解

决，并且，由于种种原因，其试点方案的可复制性存

在较多问题。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近年来

在医疗保险领域的改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

了许多宝贵的深圳经验，其中，个人账户改革试点取

得明显进展，成为多年来各地试点的一大亮点。

（一）深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本情况

深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于 1994 年 11 月开

始引入个人账户的试点，两年后的 1996 年 7 月正

式确立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新模式。深圳作为一个

“移民城市”，实施的是具有当地特色的“三档式”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其政策依据是 2013 年颁

布的《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深圳市人民政

令〔2013〕256 号），其具体内容是对参保人按三

个档次进行管理 ：一档覆盖的是在岗职工、低保非

从业居民、残疾居民，他们拥有个人账户 ；二档覆

盖的是本市户籍非从业居民、失业人员、本市或非

本市户籍少儿及在校大学生 ；三档覆盖的是非本市

户籍职工。在缴费方面，一档按照本人月工资总

额 8% 的标准按月缴费，其中单位缴纳 6%，个人

缴纳 2%，以 2016 年深圳市实际月平均缴费工资

5729 元计算，一档参保人每月缴费约 458 元 ；二

档按照深圳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0.7%
按月缴费 ；三档按照深圳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

工资的 0.5% 按月缴费。2013 年以来，一档和二档

图4  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各档次参保情况（万人）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历年深圳市社会保险信息披露通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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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数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三档参保人数逐渐减

少 ；2017 年一档参保人数是 432.84 万人，二档是

579.00 万人，三档是 384.27 万人（见图 4）。截至

2016 年末，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1291.80 万人，其中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为 1093.05 万，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98.75 万人 [18]。随着参保人数

的增加，医保基金规模不断扩大。表 4 显示，近年

来，医保基金在收入、支出和结余上都有较大增

加，其中个人账户资金年末滚存结余从 2013 年的

263.31 亿元增加至 2016 年的 454.9 亿元，总体增

长率达 72.76%。由于深圳个人账户基金沉淀较多，

面临保值增值的压力也就更大一些。

（二）深圳和中国平安联合改革试验的探索与

实践

2015 年 11 月 1 日，深圳市政府与中国平安联

合推出的“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

（以下简称“重疾险”）正式落地，随即引起业界的

关注与追踪。

1. 融入重疾险的制度构思

深圳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的建立是对基本

医疗保险和地方补充保险的延伸和拓展，旨在构建

“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医疗保障

的水平，降低罹患重特大疾病患者的医疗负担，防

止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潜在风险。按规定，

参保人可自愿用个人账户结余购买重疾险产品，达

到“花小钱，看大病”的目的，进而化解个人账户

沉淀基金，“活化”个人基金积累，增强参保人抵

御疾病风险的能力。

2. 重疾险的制度架构

（1）制度设计

2015 年 4 月，深圳市人社局印发《深圳市重

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试行办法》（深人社规〔

2015〕7 号）的通知，该文件明确规定重疾险的承

办商业保险公司和筹资标准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确

定，通过统一招标进行 ；选择承办机构时综合权衡

资质条件、服务能力等因素，并以合同形式委托承

办重疾险，合同期限原则上不低于 2 年。2015 年

下半年，中国平安保险以综合评分第一的成绩竞标

成功，成为该项目的承办机构。

（2）筹资机制

重疾险的筹资机制具有多元化特征，资金来源

分三个渠道 ：第一，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一档且个人

账户余额达到本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5%
以上的，保险费用由社保经办机构在个人账户中划

图5  深圳市医疗保障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表4  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情况（亿元）

年份 基金收入 基金支出 当期结余
年末滚存结余

统筹基金 个人账户

2013 138.4 78.76 59.64 110.7 263.31

2014 168.29 90.36 77.93 134.65 317.29

2015 190.39 101.58 88.82 164.64 376.11

2016 229.74 117.97 111.77 197.63 454.9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历年深圳市社会保险信息披露通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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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第二，参加一档但个人账户余额在本市上年度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5% 以下的，以及基本医疗保

险二档、三档的参保人需要自行向承办机构申请办

理参加手续，保险费由其本人支付 ；第三，深圳市

户籍且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目前享受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的非从业居民、孤儿、优抚对象及重度

残疾居民，他们分别由民政部门、残联统一办理参

加手续，保险费由其原缴纳基本医疗保险的渠道支

付，一般由民政、残联垫付。

（3）补偿机制

重疾险的补偿机制有两项创新，这两项创新突

破了基本医疗报销封顶线的设置，同时将部分特殊

药物覆盖在报销范围之内 ：一是在同一社会医疗保

险年度内，参保人住院时发生的医疗费用，按《深

圳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深圳市人民政令〔2013〕
256 号）规定属于社会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且应

由其本人自付的部分累计超过 1 万元的，超出部分

由承办机构支付 70% ；二是在同一社会医疗保险年

度内，参保人患重特大疾病期间使用《深圳市重特

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内药品所发生的费

用，由承办机构支付 70%，支付金额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

3. 重疾险的制度运行特征

（1）四方主体的架构

重疾险制度成功建构起政府、企业、医疗机

构和参保人员共同参与的四方主体架构，有效调

动市场资源和社会力量，分散了个人罹患重特大

疾病而带来的经济风险，提升了整体的医疗保障

水平。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负责政策制定和制度

设计，实施监管等 ；企业作为承办机构负责具体

的业务经办，提供一站式服务。四方主体的架构

是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典型模式，可以弥补政府和

市场各自的不足。

（2）保本微利的原则

重疾险制度遵循的商业原则是保本微利，规定

承办机构将合同期内净利润率控制在 5% 以内 ；合

同期满后，超出部分转入下一个承办机构核算保险

费，旨在规避企业的不正当行为。2015、2016 年

度两个投保年的年费标准均为 20 元 / 人 / 年，保险

承办机构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下亏损 7500 万元。保

本微利的商业保险原则彰显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最终实现风险共担，让利于民。

（3）自愿投保的原则

重疾险制度明确凡是参加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

的人员均可自愿购买重疾险产品，制度柔性较强，

符合商业保险个人自愿的原则，理论上将可实现人

群全覆盖。自愿投保的原则体现了民众的自我意识

和权利意识，体现了关注自我生存质量的选择能

力。同时，自愿投保也表明民众对商业健康保险的

认可和信赖，有利于培育个体的保险意识，为市场

化条件下商业健康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深圳和中国平安联合改革试验的成效

深圳市重疾险属于重大的惠民工程，实施以来

受到各方的一致好评。2017 年 3 月中国平安对投

保人做的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在所调查的 1450
人中，有 80% 的人对于重疾险十分满意，16% 的

人比较满意，仅 4% 的人认为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19]，可见，参保人对重疾险的认可度是较高的。

表5  深圳市重疾险制度框架

制度要素 制度内容

制度主体 政府/承办机构/参保人员

运行方式 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商业公司参与竞标，通过合作共同推进项目实施

制度性质 重特大疾病补充保险

覆盖人群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员

筹资来源 个人账户结余；个人自愿购买；政府垫付

筹资标准 第一、二个年度实行20元/人/年；后期调整为29元/人/年

 保障时间 1年，如2017年7月1日零时至2018年6月30日24时

补偿范围 详见补偿机制部分

结算流程 与社保基本医疗保险合署办公，实现一站式结算。

备注 参保人仅限参保壹份，超出部分不重复享受保障待遇。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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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保人基本情况

深圳市重疾险 2015 年首次在深圳实施，参保

人即达到 485 万人，2016 年度参保人突破 500 万

人，2017 年度参保人达到 627.31 万人，占同期深

圳市常住人口的 52.68%，较两年前增加 141.67 万

人，增幅达 29.17%。图 6 为三档参保人购买重疾

险的基本情况。数据显示，不同档次参保人的投

保人数都在增加，增长幅度最大是基本医疗二档 ；

同一医保年内，一档个人账户划扣占比最大，从

2015 投保年的 192.32 万人增加至 2017 年的 213.23
万人，增幅为 10.87%。同期，一档自费购买重疾

险的人数从 2015 年的 91.33 万人增加至 2017 年的

117.67 万人，这个群体大部分应是个人账户结余不

足的投保人。

2. 承保效率

中国平安作为重疾险项目的承接机构，充分发

挥商业保险公司在技术、管理、业务、人员配置等

方面的优势。按照合同约定，承办机构配备的专职

工作人员不得少于 30 人 , 其专业范围应该包括保险、

医药、会计、法律、计算机等 , 其中具有医学或药

学专业背景的人员不少于 60%, 并保证人员队伍的相

对稳定。项目承办以来，中国平安采取一站式服务，

主动对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社保基本医疗

保险合署办公，做到理赔一站式结算；进行系统对

接，实现与社保基本医疗保险信息变更办理流程保

持一致，提升理赔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依托多

重科技创兴，不断优化投保流程，提升服务水平，

先后推出企业投保线上化，个人投保互联网化。

3. 赔付情况

项目运行三年中，中国平安保险担负着巨大的

财政压力，稳步推进项目实施。表 6 显示，重疾险

项目在前两个医保年内合计赔付亏损金额达 7607
万元，加上两年的运行成本近 2600 万元，两年合

计亏损近亿元，公司财务状况堪忧。鉴于此，经过

图6  基本医疗各档次参保人购买重疾险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平安提供数据绘制。

表6  2015-2017年深圳市重疾险资金收支基本状况 （万元）

分类
          

年份
2015 2016 2017

保费总额 9700 10060 18212

赔付金额 13122 14245 未统计

盈亏状况 -3422 -4185 未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平安提供。

注：2015 年度、2016 年度保费 20 元 / 人 / 年；2017 年度调整为 29 元 / 人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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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论证将保费由 20 元 / 人 / 年调整至 29 元 / 人 /
年，最新的保费标准自 2017 年度的投保年开始执

行，预计本年度可以实现保本。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三个医保年度合计赔付 39887.39 万元，受

益人数 33232 人，单人获赔付最高额达 73.48 万元。

四、深圳改革试点引发的五点政策思考

由于个人账户改革的顶层设计不明朗，地方在

改革过程中处于两难境地 ：若不改革，账户资金规

模越来越大，问题积累越来越多，有可能错过改革

的时间窗口 ；若主动改革，有可能面临审计风险。

深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有关领导坦言希望中

央出台指导性文件，破解当下个人账户改革的“胶

着”状态，尽快制订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个人账

户改革的方向。

根据深圳与中国平安保险联合试点的经验与做

法，结合其他地区试点的情况，国家医疗保障局等

有关方面在积极支持和推动个人账户改革试点的同

时，应及时总结各地个人账户改革试点的经验教

训，尽快制订顶层设计，适时推进个人账户改革。

在深圳与中国平安联合试点的启发下，笔者对个人

账户改革提出如下四点政策思考。

（一）个人账户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实现家

庭成员共享

个人账户资金实现家庭成员共享是改革的一个

基本目标，也是个人账户存续的一个基本方式。在

个人账户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及时将个人账户转换

为“家庭账户”，支出范围仍维持门诊医疗费用不

变，这是改革的第一步。多年来，学界已有一些学

术研究，倡导实行个人账户家庭成员共享，以增强

其共济性。在政策方面，早在 2014 年深圳市就实

施了《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对个人账户向

家庭账户转型进行了积极探索，规定个人账户积累

额超过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5% 的部分可以支

付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时自付的基

本医疗费用、地方补充医疗费用，也可以支付配偶

和直系亲属的健康体检、预防接种费用。新加坡建

立的强制性医疗储蓄保险个人账户不仅可以支付本

人的门诊费用和大额医疗费用，还可以在家庭成员

间互相使用。实践表明，包括深圳在内的个人账户

资金在家庭成员间共享可以提高账户资金使用效

率，完全属于一种“福利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可

减轻参保家庭的医疗负担。个人账户即使实现家庭

成员共享也不影响参与社会范围内的共济性的实

现，二者之间不是相互矛盾的。

（二）个人账户改革的一个基本要求：积极主

动管理和提升专业化水平

个人账户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在目前阶段，

应加强账户管理的平台建设和制度建设 ：一是尽快

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对缴费金额、缴费年限、支付

比例等统一作出规定 ；二是完善个人账户的监督和

管理机制，比如对发放渠道、资金流向、处理结果

等问题进行监督 ；三是加强硬件建设，建立个人账

户管理 IT 平台，提高个人账户业务经办效率，节

省成本 ；四是提高人员素质，培养一批懂医疗保险

专业知识、掌握精算技术的专业人员 ；五是实施主

动管理，积极引导，摒弃放任自流、不管不问的管

理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于民众的医疗需求。

（三）个人账户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引入商

业保险的机制

深圳与中国平安保险联合试点的实践效果显

示，引入商业保险因素和商业保险机制是个人账户

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利用商业保险的市场因素来

激活个人账户沉淀基金、释放基金潜力可以提高账

户资金运用效率，实现社会共济性，构建起一个多

层次医疗保障制度，这是个人账户改革的一个基本

方向，应体现在顶层设计中。这个基本方向完全符

合国家“十三五”规划的精神。“十三五”规划明

确指出，鼓励发展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 ；

促进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补充保险相衔接，形成

多层次的保障体系 [20]。平安在深圳试点的做法是

将个人账户划扣一定的比例购买重疾险产品，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极大减轻了投保人的医疗负

担，既为个人账户改革趟出了一条路，也为“精准

健康扶贫”作出了贡献。但是，这项试点同时也提

出两个问题 ：一是深圳平安实施的重疾险模式如何

使保险承办机构与政府合作的机制具有可持续性，

即在“四方主体”框架下如何形成一个“保本微

利”制度性机制？二是深圳平安合作试点模式是否

在其他地区具有可复制性，即如何总结出一套带有

规律性的做法将个人账户改革推向全国？在医疗保

险改革进程中，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合作共赢大

有可为，只要恰当地解决好可持续性与可复制性这

两个问题，就基本可以摸索出社保商保合作共赢的

推广模式，就能解决目前社保商保合作的碎片化和

个人账户改革的出路问题。为此，在引入商业保险

因素的顶层设计中，解决社保商保合作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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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复制性问题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一项政策

制订的考虑是，是否将“相互保险”的部分因素与

某些机制引入进来，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四）个人账户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引入相

互保险的因素

笔者之所以提出将相互保险的因素引入到个人

账户改革的顶层设计之中，是因为相互保险的基本

特征与个人账户的改革取向非常吻合，即相互保险

具有非营利性、社会共济性和会员的责任性等三个

重要特征。此外，相互保险独特的组织架构使其与

个人账户改革对接具有天然的优势，比如，投保人

和保险人利益一致，道德风险很低，经营成本较

低，保险费率较低，经营十分灵活等，这就在理论

上和实践上将“深圳平安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落

在实处，可以弥补和支持中国平安保险在深圳引入

重疾险的试点原则。重要的是，个人账户改革与相

互保险机构对接存在很大的可复制性空间，比如，

城镇医疗保险统筹层次比较低，在全国上千个统筹

单位中，每一个统筹单位均可以一个“企业客户”

的地位独立与相互保险机构进行对接，作为一个模

式，该统筹单位的个人账户资产相当于“借壳”实

施具有相互保险属性的业务运作，可操作性与可及

性很好，容易推广和普及。此外，相互保险业务在

我国刚刚起步，市场份额还非常小，目前只有几家

相互保险社，商保社保合作的方式可极大促进相互

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是实现社保商保共赢的捷

径，甚至社保和商保两个主管部门可根据国际惯例

并结合个人账户改革的具体情况制定专门的政策，

为个人账户改革量身定做制定政策依据。

（五）个人账户改革的一个基本态势：相互保

险的流行与发展

      在发达国家，除新加坡等，医疗保险引入个人

账户的做法还不多见。将相互保险因素引入社会医

疗保险是与商业保险对接最具可能性的一个通道，

也是保留和改革个人账户的最便捷路径之一。引入

相互保险的因素，从中国国情来看具有可行性，从

国际相互保险发展趋势来看也可支持这一看法。因

此，利用相互保险的因素改造个人账户有可能获得

“双赢”：既可充分发挥个人账户的作用，又是发展

相互保险市场的一个新契机。

相互保险在国际保险市场非常发达，根据国

际相互合作保险联盟（ICMIF）的统计 [21]，目前全

球相互保险费收入达 1.27 万亿美元，总资产 8.28
万亿美元，保险市场份额达 26.8%，雇员人数 113
万，投保会员 9.9 亿人 ；欧洲的相互保险比其他地

区更发达一些，在全球 5150 家相互保险机构中，

欧洲占 3000 家，北美 1850 家，亚洲 150 家，拉

美 100 家 ；相互保险机构雇员人数欧洲为 46 万人，

北美 39 万人，亚洲 22 万人，拉美 4 万人 ；投保会

员中，欧洲 4.28 亿人，北美 373 亿人，亚洲 1.51
亿人，拉美 0.28 亿人。根据欧洲相互与合作保险

协会（AMICE）刚刚出版的研究报告 [22]，在欧洲

保险市场中，法国排名第二（全球排名第五），保

费收入 2422 亿欧元，其中，相互与合作保险保费

收入 1204 亿欧元，占全国保险保费收入的 49.7% ；

在法国寿险市场中，互相与合作保险市场份额占

42.2% ；法国相互保险资产达 8000 亿欧元，相互

与合作保险公司 741 家，投保会员高达 1.12 亿人

次。调研数据显示③，相互保险在法国补充医疗保

险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中，相互保险产品在健

康保险产品份额中占比高达 81% ；在法国医疗费

用报销比例中，基本医疗保险占 76%，补充医疗

保险占 14%，个人自费 10%。VYV 保险集团是法

国最大的相互保险公司之一，提供保障的人数为

1000 万人，“企业客户”6.8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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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should Medical Insurance Personal Accounts go? 

——the Prospect of Introducing Mutual Insurance Factors from the Joint Pilot of Shenzhen & Ping An Insurance

ZHENG Bing-wen1  ZHANG Yong-lin2

(1.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2. Center for 
MSW Edu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s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worker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with the increasing amount of money accumulated in the 
personal account，there has been a call for reform，and some have even demanded to cancel the personal account，on the ground 
that it lacks the function of mutual aid and stimulation，and is likely to devalue while requiring a high cost of management. After 
reviewing the Shenzhen-Ping An joint trial of the personal account reform starting from 2016，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ilot reform 
project in Shenzhen is successful in finding a way out by initiating a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commercial 
insurance. The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 economics，we put forward our views on whether to retain or cancel personal 
account ：we think that the personal account has formed a consumption mindset，a sort of “psychological account”，which can in a 
certain degree restrain the expenditure of medical cost，reduce the pressure on the elderly，especially those with chronic diseases，
and help lay a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n asset-typ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current problem is to reform the personal account，
the result of which will decide whether it is to be continued or stopped. Based on the Shenzhen-Ping An pilot projec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op-level design of the personal account reform，including the personal account shared by family 
members，the introduction of commercial insurance，especially introducing mutual commercial insurance elements，and the ac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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