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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保险行业 2015 年年度策略报告：制度设计驱
动下的行业高成长高估值》2014-12-24 

《商业养老险和养老产业跟踪系列（二）：并轨制
度落定推动职业年金大扩容》2014-12-24 

《保险行业基本面梳理之九： 保险股或复归高弹
性品种》2014-12-21 
 

 报告要点 

 事件描述 

12 月 1 日云南省人社厅印发通知，规定职工社会保障卡医保个人账户累积结

余超过 1000 元以上部分，按照本人自愿原则，可为本人或其直系亲属购买重

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目前对接的险种为中国太保提供的重大疾病保险。 

 事件评论 

 个人账户结余对接商业健康险已经在部分地方试点，模式基本上能够实现

个人医保账户提供高保障的同时实现保值，但是我们预期在购买人群、支

付结算方面依然存在一定障碍，初期规模不大。从该业务流程来看，目前

医保系统支持个人购买商业健康险产品，能够实现购买和结算便利化，同

时通过商业健康险产品在提供保障的同时提高个人医保账户的保值增值。

从整理的新闻来看，沈阳、江苏淮安、云南等地方都零星试点相关模式。

试点核心症结在于如何有效保证后期理赔结算问题。 

 如果账户和商业健康险对接未来扩大，我们认为两类险种具有较大吸引

力：1、标准化的补充医疗保险产品，类似于目前团体养老保单，定位于

提供基础医保之外的保障；2、两全类型的重疾保障产品，消费者对个人

医保账户结余的定位是在提供保障的同时能够实现增值保值，而城镇职工

医保报销比重在 80%以上对于重疾的需求以及增值的需求更加迫切。 

 个人医保账户对接大病医保如果落定，健康险政策则略超预期，后期健康

险的发展模式则是“账户+服务”的模式，获得账户的能力将至关重要。

对于健康险税收优惠政策，我们认为政策中兑现较快的应该是：1）大病

保险业务保障基金政策；2）职工补充医疗保险费企业所得税前扣除；3）

健康险营业税征收程序简化。对于市场期望的购买商业健康险直接免税的

政策期望我们持谨慎态度，从路径来看，我们认为通过个人账户对接商业

健康险具有极大的可行性。目前我们简单简单测算医保个人账户结余规模

约 2800 亿元，健康险规模约 1300 亿元，如果能够良好转化，则对健康

险的增量贡献不容小觑；目前城镇职工参保人数 2.7 亿人，2 亿人为在职

职工，7 千万人为退休职工，从客户获取来看也意义巨大。 

 健康险和养老险走向账户争夺阶段，关注医保养老统筹层次提升和大病医

保推动进程。从未来商业健康险和养老险发展路径来看绑定基础医保和养

老账户将是大概率事件，承保开启“账户+服务”模式。商业健康险的介

入会和医保养老账户统筹层次提升形成良性互动。持续推荐平安国寿！

 



 

请阅读最后评级说明和重要声明 2 / 6

行业研究(点评报告)

基本医保缴费结构 
我国基本医疗以广覆盖重基础作为目标，目前基本医疗氛围城镇职工医疗、城镇居民和

新农合，分别针对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目前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正

在进一步融合。截止 2013 年，职工、居民和新农合参保人数分别为 2.74 亿人、2.96

亿人和 8.05 亿人，若不考虑重复覆盖的问题，覆盖率基本上已经达到 100%。 

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由于保障方式和制度设计不同，缴费方式差异也非常大。 

图 1：我国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安排  图 2：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账户安排 

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制度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城镇职工2%个人+8%企业

职工保险，补充大额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居民缴费+财政补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居民缴费+财政补贴

大病医保

新农合和城居保合并

医疗保障

个人医疗账户

个人缴纳部分

单位缴纳部分的30%（有差异）

统筹基金 单位缴纳部分的70%

附加基金 单位缴纳附加医疗保费

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  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 

缴费方式：个人缴费+公司配资/财政补贴 

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由于针对人群的差异，所以在缴费方式和报销安排上也不

相同。从缴费方式来看，城镇职工缴费主要是个人缴费和公司配资，城镇居民和新农合

缴费则主要是个人加上地方财政中央财政补贴。2014 年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筹资方式为个人缴费有不同层级，人均缴费达到 90 元，各级财政补贴 320 元，其中东

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分别补贴 120 元、240 元和 280 元，不同区域略有差异。 

覆盖基础，报销基本  

以上海市为例，我们列示上海城镇职工基础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础医疗保险和新农合

的报销范围和比例，可以看到基础医疗存在报销比重低、存在较多不能报销的医院和病

种等。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高比例报销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收费一般以工资为基数，个人缴纳工资的 2%，企业配资 8%左右用

于统筹基金。报销又分为门诊、住院和其他大病不同门类，规定不同报销比例。 

以门诊为例，门诊报销一般规定一定的自付额，在自付以内职工自己负责，超过部分门

诊报销。自付额和报销比例又会根据在职与否、退休与否进行分化，整体而言，退休人

员和年龄较大退休职工自付额较低，报销比例较高。这一平均水平在 50%-80%左右。 

城居保和新农和低比例报销 

城镇居民缴费根据年龄不同缴费金额有所差异，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也有所差异。从门

诊急诊和住院报销比重来看，门诊急诊的报销比重在 50%左右，住院报销的比重在

50%-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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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合缴费中政府补贴成分更高，新农合主要针对农村居民，因此就诊机构更加向村镇

卫生院倾斜。在报销设计上，如果在村镇卫生院就诊，报销比重在 60%左右，但是如果

在医院就诊报销比重大幅下滑报销幅度下滑至 30%左右。 

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上是广覆盖保基本的制度安排，从报销主体来看，城镇职工报销比例

最高，城镇居民其次，新农合报销比例较低；从报销类型来看，门诊报销比例略低，住

院报销比例略高；从就诊医院来看，鼓励就地和基层机构提供更高的报销比例。 

 

医保结余结构 

在 2014 年初人社部就医保结余的结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目前我国医保基金结余

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个人账户、统筹账户和财政一次性划转。2012 年我国医保金累计

结余 7644 亿元，其中 40%个认为账户资金，规模在 2700 亿元左右，一次性划转的规

模在 1300 亿元左右，规模占比约为 20%，剩余统筹账户规模约为 3600 亿元，占比高

于 40%。这个是目前医保结余账户的构成。如果按照 35:15:50 的结构来测算我国医保

结余个人账户的规模，我国 13 年底医保累积账户结余为 8129 亿元，个人账户占比 35%

的话规模约为 2845 亿元。 

图 3：2012 年我国医保结余构成结构 

35.3%

17%

47.4%

个人账户 划转账户 统筹账户

资料来源：人社部, 长江证券研究部 

 

职工补充医疗保费税前扣除 

在分析了医保结余之后我们对于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的支出税前列支政策也进行进

一步的梳理。自 2002 年以来我国两次出台了关于职工补充医疗保险的政策，第一次提

到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工资总额 4%以内的部分，企业可直接从成本中列支，第二次

变为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支付的补充医疗保险费，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 5%标

准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从 4%到 5%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通过

对补充医疗保险费可以扣除的额度的不断提高来支持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 

表 1：自 2002 年以来我国出台的关于职工补充医疗的政策 

机构/会议 日期 事件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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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保障部 2002/5/21 
《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企业补充医疗 

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1、按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可

自主决定是否建立补充医疗保险；2、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工资总

额4%以内的部分，企业可直接从成本中列支，不再经同级财政部门

审批；3、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办法应与当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

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 
2009/6/2 

《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 

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自2008年1月1日起，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为在本企业任职

或者受雇的全体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分

别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5%标准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予扣除。 

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 

 

投资策略及建议 
我们非常看好商业保险公司在健康险业务领域的创新，这种创新是在政策指引下的基础

医保和商业健康险的大融合。这种创新包括：1、保险公司与医疗信息化企业的合作，

对于大数据和医保控费的把握；2、保单+健康管理模式成型；3、大病医保的深入。从

目前的方向来看，商业健康险开始重视与基础医保业务的融合，开始进入了基础医保账

户的抢夺期，后期健康险业务的发展将会提升市场对于未来新单增速和新单利润率的预

期，长期看好健康险业务高增长带来的险企估值提升，持续推荐国寿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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