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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新年论坛在京举行
2018 年 2 月 25 日， 由中华

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
简称“儿慈会”）、儿慈会“大病医
保”公益基金（以下简称“大病医
保”）主办，以“健康扶贫的模型
探寻”为主题的“大病医保”公益
基金新年论坛在北京举行。

邓飞、邱启明、青音、李亚、
陈朝华和长啸等“大病医保”发
起人，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副主任杜创、美国爱心基金
会会长翁永凯、“大病医保”试点
县及承保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150
余人参会。

据了解，儿慈会“大病医保”
公益基金以 0~16 周岁儿童为样
本群体，在 10 个县级地区探索和
实践大病医疗补充保障的有效方
案， 经过六年的时间磨合出了可
缓解乡村大病患儿家庭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问题的“大病医保”
模型。 目前，“大病医保” 已在湖
北、湖南、内蒙古、云南等地开展
10 个试点县，累计投入保费 4700
万元， 超 125 万人次儿童获得了
最高 30万元的医疗保障。

政府、公益组织、企业协作
共赢

“大病医保”发起人邓飞介
绍了六年前“大病医保”创立的
缘由，并讲到了“大病医保”的发
展概况和该模型的社会价值。

邓飞认为，“大病医保”模型
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并不是一种

理论性模型，而是由“大病医保”
公益基金通过六年的工作经验
和事实论证得出的实践性模型，
是针对乡村儿童医疗保障问题
设计出的一整套解决办法，包括
在医疗保障方案方面的阶段性
成果———即在目前国家基本医
保的基础上，只需额外提供每年
人均 40~50 元的投保费用，按照
“大病医保”的报销方案，就可以
实现每一个患儿一年住院医疗
开支不超过一万元。

“在这样一种协作模式中，
地方政府提出需求、配合项目落
地，公益组织提供方案、联结社
会资源， 商业保险输出服务、履
行社会责任， 三方良性运作，在
互相制衡的同时实现共创共赢，
组成了‘大病医保’模型的核心
架构。 ”邓飞谈道。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副主任杜创表示：“商业是
最大的慈善，‘大病医保’是用商
业的模式将公益项目做下去，因
此‘大病医保’这个模型具有很
好的参考价值。 ”

据了解， 湖北省鹤峰县是
“大病医保”的首个合作试点县，
也是首度确立了“地方政府+公
益组织+商业保险公司” 三方协
作的保障模式。 通过五年的不断
调试和创新， 鹤峰县于 2017 年
首度实现每个患儿年度住院费
用不超过一万元的保障效果。 鹤
峰县政法委书记钱成玉表示，未
来鹤峰县将继续作为推行“大病

医保”的先锋队和试验田，为国
家大病医保改革提供试点模型。

在医保体系中，商业保险公
司对于基本医保制度起到补充
作用。“大病医保”承保公司的代
表认为，未来商业元素对于国家
医保制度的支持和辅助力度会
越来越大。 尽管商业保险长期遭
受公众的信任危机，但是通过合
理、规范的项目设计，商业保险
一样可以在公益事业和扶贫工
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病医保”公益基金项目
运营总监徐苇杭认为，在扶贫攻
坚战中， 一旦儿童患上重疾，则
脱离贫困的家庭又会重返贫困。
“儿童是扶贫工作中薄弱的一
环，也是公益组织最应该也最容
易介入的一环。 因此解决儿童的
医疗健康问题，可以使脱贫工作
的成果具有可持续性。 ”

线上理赔与 “互助+保险”
新探索

在论坛结束后，活动现场还
举办了“大病医保”新晃项目升
级和中阳项目启动仪式。

在新晃项目升级仪式上，新
晃项目承保单位代表指出，2018
年“新晃模式”实行全面升级后，
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可以利用
互联网技术实现在线投保及在
线理赔。 患儿家长只需通过支付
宝平台， 拍照上传相关资料，即
可快捷便利地获得理赔款项。

除了新晃项目升级外，“大

病医保”中阳模式的诞生同样引
人关注。 2018 年初，“大病医保”
携手轻松筹入驻山西省吕梁市
中阳县。 在“大病医保”为当地儿
童提供每人每年最高 30 万元补
充医疗保障的同时，轻松筹将为
当地患有 60 种重大疾病的儿童
提供 10 万元额度的互助金。

邓飞认为，“中阳模式”一方
面指的是“大病医保”和“大病互
助”两种救助方式的结合，其价

值在于为患儿家庭提供多重经
济保障；另一方面也泛指“大病
医保”以建构儿童医疗救助生态
圈为目的，与其他救助机构展开
深度合作的项目模式。

据悉， 在 2018 年的两会上，
“大病医保”会将项目成果以提案
方式为健康扶贫工作献策， 同时
也以此次新年论坛的形式吸引社
会对“精准扶贫”、医疗保障和公
益力量三方关系的关注。 （皮磊）

延庆启动“北菜园”建设
永宁将建成延庆东部“城市核心”

2018 日 2 月 8 日， 从北京
市延庆区永宁镇获悉， 位于太
平街的北菜园建设项目目前已
经启动，未来，太平街项目在为
永宁镇提供服务支撑的同时，
辐射带动东部山区， 成为延庆
东部的“城市核心”。

《延庆区永宁镇太平街村
村庄规划及实施方案》 目前已
获得延庆区政府批复。 规划用
地位于延庆区永宁镇镇政府西
侧。 规划村域总建设用地面积
为 42.9 公顷。这次村庄规划，通
过北菜园搬迁安置， 将古城内
村民逐步搬迁安置于古城外，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并打造古
城高端产业， 开创古城疏解及
镇区产业发展双赢局面， 实现
政府主导的输血式发展模式向
以产业带动为主导的造血式发
展模式转型。

据介绍， 太平街项目是永
宁规划新城的一部分， 随着永
宁镇整体发展， 新城既是居民
聚集集中地， 也是城镇服务核
心， 在为永宁镇提供服务支撑
的同时，辐射带动东部山区，成
为延庆东部的“城市核心”，发
挥卫星城功能。

据延庆区相关部门负责人
介绍，这一项目将会解决村民居

住和就业两大难题。项目总建筑
面积 147151 平方米， 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 122624 平方米， 地下
建筑面积 24527平方米。建成后
将取缔以前住宅的低矮破旧、四
面透风，房屋简陋、面积小，以及
房屋开裂已成危房的恶劣居住
环境，为居民提供干净、整洁、明
亮的新居室，改善居民恶劣的居
住条件和环境， 实现集中供水、
供暖、供电。 这将进一步完善永
宁镇社会救助机制和保障体系
建设，有助解决永宁镇部分拆迁
户居民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生
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此外， 项目的建设将使市
政功能得到同步提升。 本次搬
迁项目的实施，将建设道路、给
排水、热力、供电等基础设施，

为提高社会服务容量和加速城
镇化进程打下良好的基础，有
利于提升永宁镇城镇功能。 同
时，按照北京市《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 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 专项行动的实施意见》要
求，解决区域的“四治”问题，将
对地域生态环境的恢复， 环境
的净化、亮化、美化产生良好的
效果，彻底解决“清脏、治乱、增
绿” 的问题， 促进村庄绿化美
化，实现和谐宜居。

与此同时，项目的建设将吸
引多家商户入驻，加大对不同层
次劳动力的需求量，有助于缓解
当地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特别
是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机会，
吸纳本地剩余劳动力，使居民的
收入增加。 （李庆）

虽然没到养蚕季节， 但广
西南宁市马山县白山镇立星村
庆财种桑养蚕合作社已开始为
今年的种植培养工作做准备。

从 2016 年起，该合作社进
行了两次分红， 村集体收入实
现了“零”的突破，这让当地贫
困户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马山县白山镇立星村庆财
种桑养蚕合作社社长覃庆财高
兴地说，合作社 2017 年 8 月底
举行了上半年分红大会， 并把
2017 年上半年合作社收益分
红工作情况与社员分享， 社员
通过种桑养蚕有效增加了经济
收入，缓解了生活压力。

种桑养蚕看到脱贫希望

马山县白山镇立星村由于
分田到户，全村没有集体经济收
入，是国家“十三五”时期整村推
进开发的贫困村。 全村基本依靠
种植玉米和水稻过日子。

2014 年，外出打工回乡创
业的 30 岁青年覃庆财开始在
自家田里种桑养蚕， 随着养殖
规模的扩大， 每年都有可观的
收入， 覃庆财也成为村里种桑
养蚕的带头人。 他还吸收贫困
户共同成立了种桑养蚕合作
社，当上了合作社社长。

“刚开始时养殖规模只有 5
亩，后来扩大到 20亩。 种桑养蚕
是个短、平、快的项目，养蚕具有
周期短来钱快的特点。 从幼蚕到
吐丝结茧只要 20天左右， 减去
两次睡眠， 喂养时间就是 15天
左右，亩产蚕茧上百斤，现在市
场价每斤 30元左右。 ”

在立星村，合作社成员覃庆

宜一家属于贫困户，2017年领了
两次分红后， 经济状况好转，今
年有条件了， 准备了很多年货。
覃庆宜说：“半年得一次分红，很
开心。 ”

能人带头筑牢致富产业

立星村蚕桑产业能有今天
的发展，与致富带头人覃庆财、
东风公司派驻的两任第一书记
洪光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覃庆财种桑养蚕致富的做
法与东风公司派驻的第一书记
洪光的产业发展规划不谋而合。
2016年 9月， 覃庆财与 17户贫
困户通过以奖代补资金入股方
式联合成立了庆财种桑养蚕合
作社，把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种植
培养发展成现代化的半机械化
培育模式。 合作社成立一年多
来，带动了 40人次就业，每人每
天 80元，周期为 5个月左右，间
接实现了 521人增收。

马山县白山镇立星村第一
书记沈拥军笑着说：“目前养蚕
合作社步入正轨。 这个合作社
对我们村集体经济和贫困户脱
贫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东风
公司将投入扶持资金 10 万元
用于硬件设施建设， 马山县庆
财种桑养蚕合作社将引进先进
种植技术， 并扩大规模到 300
亩。现在，社员们又开始谋划新
发展———东风公司投资 20 万
元等用于建设食用菌厂房，把
桑树秆利用起来加工成培育食
用菌的主要材料……一幅产业
富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吴青华）

瞄准“短平快”项目
东风公司助力贫困户增收

“大病医保”发起人邓飞介绍“大病医保”的创立与发展

图为项目规划建设完成后的模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