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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行业 

商保社保控费需求加速、行业景气日趋开朗 

 事件：卫宁软件子公司医保控费业务取得较大进展 

卫宁软件近日发布两则控股子公司卫宁科技医保控费业务进展公告： 

1、卫宁科技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签署《共同建设无

锡市保险理赔支付管理平台框架合作协议》，拟在无锡市试点创新商业

保险公司理赔支付管理的新型模式，并搭建第三方工作平台，涵盖大病

医保、医疗健康险等业务。公司此前已与中国人寿广东分公司成功携手。 

2、卫宁科技与山西省医保中心正式签署了《医疗保险费用监控分析系统软

件开发合同》。卫宁科技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将在医保监控审核与数

据挖掘分析等方面与山西省医保中心展开深度的合作。 

 接连牵手商业保险，卫宁竞争力得到市场肯定 

中国人寿是我国寿险行业龙头，2014 年上半年短期健康险与大病保险

的收入约占同期全国保险行业健康险收入的 9%。其中，公司已达成合作的

广东分与无锡分公司都属省级分公司，规模领先。 

此次合作的落地，是公司继与平安养老、太平人寿、人保江苏省分公

司建立医保费用审核方面深度合作后，在全国性大型商业保险公司的又一

重大突破，也是对公司医保控费领域产品与技术实力的有力证明。在商业

医保费用审核过程中，医院数据的共享与开放至关重要，而公司有望凭借

传统主营的 HIS 业务将医保控费平台与医院的各类临床信息化系统进行对

接。因此，公司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客户医院最多、市场占有率最广的 HIS

系统资源将有望强化公司在商业医保领域的竞争力。 

同时，公司在社保方面同样取得不错的进展，接连与江苏无锡、镇江、

盐城、连云港、浙江嘉兴等城市签订合作协议。考虑到目前金保二期还未

正式落地，与试点城市达成合作将有助于公司积累建设经验，在金保二期

落地后抢占先机。 

 继续看好医保控费行业前景 

近期医保控费领域利好政策与事件不断。从政策面看，《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和保监会主席关于商业健

康险税收优惠的发言都对未来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从落地

进度来看，近期海虹控股、卫宁软件分别公告与大型商保机构在健康险业

务上达成合作；上海市更明确表示明年将重点开展商业医保与大病保险的

结合。利好的密集落地充分说明商业健康险发展将已驶入快车道，而在商

业领域，拥有大量临床知识库数据与合作医院资源的医疗健康控费业务信

息化厂商有望充分受益，并通过收入分成的模式享受商业健康险快速发展

的高成长。我们再一次强调，以现有的规模、各自的特点和未来市场之大

来看，主要的厂商均有机会。 

而在社保方面，金保二期工程的落地的临近是推动各省市开展医保控

费招标的根本动力，与社保合作紧密的金保一期厂商与当前在医保控费试

点中参与平台搭建的信息化厂商都将有机会受益于行业需求的爆发。继续

推荐卫宁软件、海虹控股、万达信息。 

 风险提示 

金保二期落地进度有不确定性；与保险公司的具体合作模式与开展进

度有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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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卫宁软件子公司医保控费业务取得较大进展 

卫宁软件控股子公司卫宁科技近日近日发布两则控股子公司卫宁科技医保控费

业务进展公告： 

 卫宁科技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于2014年12月19日签署

《共同建设无锡市保险理赔支付管理平台框架合作协议》，拟在无锡市试点创

新商业保险公司理赔支付管理的新型模式，并搭建第三方工作平台，涵盖大病

医保、医疗健康险等业务，促进无锡市健康产业的发展。 

此处合作以推动解决制约医保类、健康类数据综合利用困难等突出问题为

重点，针对建设保险理赔支付工作平台、医院端系统建设、事前提醒及事中监

控业务模式、数据采集频率、医保三目录更新同步等急需开展的工作，双方达

成以下主要合作内容： 

1、建立服务于多方的理赔支付工作平台：建设商业保险公司大病医保理赔

结算系统、建设医院端数据采集及监控管理系统； 

2、推动医疗健康险种纳入平台管理的工作模式：建设无锡市健康险管理系

统、推进医院与保险公司实时结算； 

3、提升平台的增值服务能力：扩大平台的应用范围、建设健康管理多元化

的产品； 

4、本框架合作协议期限三年，自本协议盖章之日起生效。 

双方本着互信合作为基础，在无锡地区彼此进行排他性合作。此次与中国

人寿的合作，将进一步明晰公司与商业保险公司的合作模式。随着与中国人寿

无锡分公司合作的进一步推进，预计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卫宁科技与山西省医保中心正式签署了《医疗保险费用监控分析系统软件开发

合同》。此项目将进一步发挥医保电子监控审核体系的作用，充分挖掘临床知

识库潜能，对过度医疗行为及违规骗保行为予以监控，达到降低山西省医保基

金不合理支出，由此保障省级医保基金的安全；同时通过省级医保费用监控分

析系统的建立，有望加快山西全省异地就医结算的推进，一定程度上改善全省

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卫宁科技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就以下主要业务与山西省医保中心展开深

度的合作： 

1、医保监控审核； 

2、数据挖掘分析，通过临床知识库及云计算的构建及逐步实现，自动检

出违规行为，由此保障医保基金的安全；同时以此次项目建设为切入点，有望

在山西省全省实现智慧医保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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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控费合作接连落地，卫宁竞争力得到市场肯定 

中国人寿是我国寿险行业龙头，根据公司2014年半年报，2014年1-6月公司保

费收入中来自短期健康险与大病保险的收入合计约80.8亿元，占同期全国保险行业

健康险收入893亿元的9%，加上计入寿险的长期健康险与可能与托管的社会医保部

分，总健康险规模应该更大。其中，公司已达成合作的广东分公司2014年上半年收

入排名全公司第二，无锡分公司同样是省级分公司，在无锡地区规模位居同行领先。 

此次与中国人寿合作的落地，是公司继与平安养老、太平人寿、人保江苏省分

公司建立医保费用审核方面深度合作后，在全国性大型商业保险公司的又一重大突

破。而公司与中国人寿无锡分公司签署的协议是排他性协议，更说明公司在合作中

相对较强势的地位。除此之外，公司此次合作将搭建第三方平台，我们认为从更现

实可行的角度考虑，此次搭建的第三方平台将不排除未来接入其他商业保险公司的

可能性。 

公司自多年前就开始临床知识库的积累，近期在商业领域接连与大型商业保险

公司携手，是对公司医保控费领域产品与技术实力的有力证明。在商业医保费用审

核过程中，医院数据的共享与开放至关重要，而公司有望凭借传统主营的HIS业务将

医保控费平台与医院的各类临床信息化系统进行对接。因此，公司目前在全国范围

内客户医院最多、市场占有率最广的HIS系统资源将有望强化公司在商业医保领域的

竞争力。 

同时，公司在社保方面进展同样亮眼。近日与山西省医保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这是公司首个正式落地的省级医保控费项目，而此前，公司已成功与江苏无锡、镇

江、盐城、连云港、浙江嘉兴等城市达成合作。考虑到目前金保二期还未正式落地，

与试点省市的合作将有助于公司积累建设经验，在金保二期落地后抢占先机。 

 

继续看好医保控费行业前景 

近期医保控费领域利好政策与事件不断。从政策面看，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和12月初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关于商

业健康险税收优惠的发言都从规划上对未来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从

落地进度来看，海虹控股10月公告与泰康人寿、通用再保险及中再寿险签署健康险

相关合作协议；卫宁软件也先后与平安养老、太平人寿、人保江苏省分公司、中国

人寿广东、无锡分公司达成合作；上海市更明确表示明年将重点开展商业医保与大

病保险的结合，确定了明年将成为商业医保政策落实的时间节点。利好的密集落地

充分说明商业健康险发展将已驶入快车道，而在商业领域，拥有大量临床知识库数

据与合作医院资源的医疗健康控费业务信息化厂商有望充分受益，并通过收入分成

的模式享受商业健康险快速发展的高成长。我们再一次强调，以现有的规模、各自

的特点和未来市场之大来看，主要的厂商均有机会。 

而在社保方面，金保二期工程的落地的临近是推动各省市开展医保控费招标的

根本动力，与社保合作紧密的金保一期厂商与当前在医保控费试点中参与平台搭建

的信息化厂商都将有机会受益于行业需求的爆发。继续推荐海虹控股、万达信息、

卫宁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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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金保二期落地进度有不确定性 

与保险公司的具体合作模式与开展进度有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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