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有专家认为，由
大病医保的项目性质
决定， 儿童大病救助
项目对公众募款的吸
引力远不及免费午
餐， 而政府出资购买
又具有不确定性。

“

”

“如果说‘免费午餐’是让农
村孩子们吃好的话，‘大病医保’
就是‘救命’。 ”2012 年 7 月 18
日，免费午餐基金及大病医保基
金发起人邓飞说。 当日，经过半
年多筹备，“中国乡村儿童大病
医保公益基金”在京启动，该基
金由邓飞、王振耀、薛蛮子等知
名人士以及凤凰周刊、华夏时报
等媒体联合发起，由中华少年儿
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乡村儿
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组织执行
运营。

据 2011 年 2 月 28 日全国人
大《建立全国儿童医疗保险制度
的议案》中统计，中国因疾病死
亡的农村儿童， 死亡前有 50.5％
未得到治疗或仅在门诊治疗。 中
国贫困地区儿童罹患重疾后的
死亡率高达 54%，比城市儿童高
出约 9 倍。

民间公益组织尝试着通过
商业保险来帮助乡村儿童的大
病救治，包括邓飞在内的发起者
们希望“大病医保”能够复制“免
费午餐”的成功模式，为国家医
保政策的大规模改变提供参考
和实践样本。

据了解，“大病医保”将在湖
北鹤峰县、湖南新晃县、广西马
山县 3 个县 2 万多名小学生试
点，“如试点成功，那大病医保的
商业保险模式将会逐步推向全
国。 ”邓飞说。

只覆盖社保范围内儿童

发布会上，邓飞介绍，“中国
乡村儿童大病医保”（以下简称
“大病医保”） 项目采取的模式
为：通过公益机构、保险公司、地
方政府的三方合作，面向社会募
集善款，为乡村适龄儿童购买商
业医疗保险。 其作用在于让儿童
除新农合或社会保险报销体系
之外，还享受到商业保险的服务
和保障。

作为社会保险的有效补充，
“大病医保” 项目的执行配套新
农合和城镇社保。 也就是说，该
项目只为试点地区拥有社会保
险的儿童投保商业保险。 对此，
该项目的承接保险公司———新
华人寿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新华
人寿） 工作人员胡子谦解释称：
此举与险种的设计有关，大病保
险通过系统支付社保之外的补
充部分，要求儿童在社保系统内
有登记；另外如果进行适龄儿童
的全面覆盖，在统计上存在一定
难度。“交通非常不便利，村子和
村子之间离得都很远。 ”

胡子谦告诉记者，当新农合
或社保报销后，患儿家庭自付医
疗费用达到 5000 元标准时，保
险公司即启动最高达 20 万的保
险理赔。 自费部分金额可进行累
计，时间期限为一年。

作为该项目的首个试点地
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湖
北省鹤峰县，也是“免费午餐”项

目的试点县，邓飞看中了当地良
好的“政府和群众基础”。

据记者了解，在湖北省鹤峰
县，患儿在当地定点医院治疗过
程中， 一旦医疗费用超过 400
元，新农合或社保就会按照规定
的报销比例自动为患儿实报实
销（报销比例在 70%左右，封顶
线为 7 万左右），报销结束后，家
长自付部分超过 5000 元， 大病
保险即介入。大病保险报销在 10
万元以内（含 10 万元）的，报销
比例为 90%，10 万至 20 万之间
的报销比例为 100%。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大病
医保”项目发言人张庆峰算了这
样一笔账：一个儿童在湖北省鹤
峰县定点医院治疗花费 28.6 万
元， 社会保险可以报销 7 万元，
商业保险可以报销 20 万元，家
庭只需要自付 1.6 万元。而同时，
如果患儿需要前往省级或者国
家级专科医院治疗，社保的报销
比率则视不同情况降为 0—45%，
但大病医保则不受地域限制。

胡子谦介绍，实际上大病医
保项目自 7 月 1 日就已经启动，
在第二天就发生一例儿童患病
住院的情况，新华保险已启动理
赔绿色通道，完成理赔。

据了解，“大病医保”项目在
当地实施后， 首批覆盖了该县
1996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拥有社保的儿童
22232 名。 该项目保费为每人每
年 75 元。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
助基金会已经向保险公司支付
了 166 万余元。

通过商业保险公司的专业
风险管理能力和庞大的资金赔
偿池， 来降低基金会筹资池的
超额赔偿风险， 正是该项目的
亮点所在。 但实际上，从生物学
角度讲， 儿童患有大病的比例
并不大。 新华保险北京分公司
品牌宣传经理杨帆告诉记者，
在湖北省鹤峰县参与保险的
22232 名儿童中，仅有 7 名儿童
患有包括“白血病”在内的重大
疾病。

企业筹资仍需加强

事实上，早在 2011 年，邓飞
在免费午餐学校发现多名重病
儿童无力治疗时，就已经开始考
虑形成大病医疗保险的框架；
2012 年初，他和王振耀、薛蛮子
等在中国公益研究院召开发起
筹备会议，正式确立开展儿童大
病医保项目；随后，他选择中华
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合作，
签署协议， 正式启动筹备该项
目。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邓飞
获 得 了 企 业 家 史 玉 柱 的 支
持———史玉柱捐赠 200 万元资
金，成立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
基金会“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
公益基金”。

3 月初， 项目确定湖北省鹤
峰县为大病医保第一个试点；4
月，经过招募，一批专家志愿者
进入该项目，确定与商业保险合
作的路径；5 月， 召开标书初审
会；6 月，公布合格标书，通过最
后评标，新华保险中标。

在长达半年多的筹备过程
中，邓飞集合了保险行业注册精
算师、法律界、传媒界人士等资
源，共同为该项目出谋划策。 同
时，项目还吸引了众多艺术家为
其捐赠墨宝。 7 月 18 日的新闻发
布会上， 这些爱心人士济济一

堂。 但同时记者发现，与医疗、保
险、传媒、艺术等领域都存在众
多拥趸者不同的是，当日的发布
会上却鲜有商界代表参加，作为
基金原始资金捐赠者的史玉柱
先生也没有出席。

爱心企业代表为复地集团、
百度和神州租车。 其中，复地集
团为该项目提供免房租办公室；
百度为其捐赠官网服务器；神州
租车除了提供一台工作用车外，
还将持续为其提供用车服务。

基金成立以后收到的第一
笔大额慈善捐款则来自于凤凰
卫视及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
政总裁刘长乐，分别为 30 万元、
10 万元。

针对该项目吸纳企业资源
较少的现状，有业内专家表示担
心其筹款问题。 此前，邓飞曾多
次表示：大病医保着力推动三种
模式，一是向社会筹资，为国家
级贫困县儿童提供免费商业医
疗保险服务； 二是政府出资主
导，为指定地区儿童购买专业机
构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
服务；三是爱心企业、爱心企业
家出资，为指定地区儿童提供免
费商业医疗保险服务。

该专家建议，由项目性质决
定，儿童大病救助项目对公众募
款的吸引力远不及免费午餐，而
政府出资购买又具有不确定性，
该项目在成立初期应加强针对
爱心企业的筹款力度，扩大企业
资源。

中华少年儿童救助基金会
工作人员姜莹告诉记者，到目前
为止， 该项目共接收捐款约 257
万元。

引入商业保险并非首创

2012 年，卫生部、保监会、财
政部和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四部
门共同发布的《关于商业保险机
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
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商业保
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是

保险业服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方
式和途径； 是引入竞争机制，改
革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创新
社会事业管理的有益探索。

可以看出，通过引入商业保
险来提高儿童大病救助的救助
效率，已经得到了国家政策层面
的认可。

邓飞表示，除此之外，“大病
医保还将改善过去存在的过度
医疗、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社会
保险垫付功能差等问题。 ”

所谓“过度医疗”是指过度
检查、过度治疗、过度护理等徒
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 对
此，发言人张庆峰介绍，在“大病
医保”项目中，因为商业保险公
司的介入，诊治消费额度关系到
保险公司的赔付额度，会对保险
公司利益造成直接影响， 因此，
保险公司必将对医疗机构进行
严密细致监督。 项目组要求，合
作的保险公司定期制作项目实
施地的相关医疗情况报告，这些
报告将对当地参保对象的诊疗
情况予以详细说明，并提出相关
专业建议。

此外，由于医疗资源的分配
不均，县级医院在诊疗技术手段
和医疗设备上资源匮乏，造成许
多百姓外出就诊。“大病医保”项
目为此成立了专家志愿者团队，
可以通过“远程视频诊疗”来为
患者服务。 针对“治病先交钱”和

“社会保险垫付功能差”的现象，
“大病医保” 项目则实施实时结
算制度。

杨帆告诉记者，该险种是在
新华保险已有险种基础上改良
而成， 包括允许带病儿童入保、
保金降低等优惠。

实际上，“大病医保”项目也
不是民间公益组织首次尝试通
过商业保险来帮助乡村儿童大
病救治。

早在 2009 年 4 月，中国儿童
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保险
专项基金”就已经成立,委托北京
明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进行受
理。 利用公益化的保险手段，为
少年儿童提供大疾病保险保障。

捐赠者每捐 50 元善款即可
为一名贫困儿童或孤儿儿童提
供一年期保额为 10 万元的少儿
重大疾病公益保险， 覆盖 12 种
少儿常发重大疾病，包括恶性肿
瘤（含白血病）、重大器官移植术
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急性肾功
能衰竭或终末期肾病等。

截至 2012 年 7 月，中国儿童
保险专项基金已募集善款 2800
多万元， 向 20 个省市的孤儿和
贫困儿童发放了约 56 万份重大
疾病公益保险。

但不同之处在于，“免费午
餐”用行动促进国家出手接盘农
村儿童的营养改善，发起者们希
望“大病医保”也能趟出一条路，
复制“免费午餐”的奇迹。

三县试点，高调启航

乡村儿童大病医保能否复制“免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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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木兰

7 月 18 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启动，参照“免费午餐”模式，从湖北鹤峰县开始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