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改革观察
孟元新

神木古称麟州，历史上曾是边关要塞，史称“南卫关中，北屏河套，左扼晋阳之险，右
持灵夏之冲”
。全县面积 7635 平方公里，辖４乡１５镇，人口３７．８万人；煤炭探明储量
500 亿吨，属于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的核心区域；2008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90 亿元，
同比增长 47%，人均 GDP 高达 6.87 万元；财政总收入 72.27 亿元，同比增长 52.1%，县域经
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 92 位，陕西省第一位。但上述情况还不足以改变神木长期名不见经
传的情形，自今年 3 月份始，
“全民免费”医疗与神木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由此神木几乎
一夜间名扬全国。虽然神木所谓“全民免费”实际上表现为对参保者在门诊医疗卡的补贴和
住院报销制度上报销标准的提高和公共财政对医疗的投入增多，报销标准远远高于“新医改”
方案标准。鉴于一直比较关注我国包括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的政策动态，笔者对戴着“全民
免费”标签的神木医改自 3 月份以来就特意跟踪了解，虽然对神木医改的“全民免费”有各
种各样所谓的置疑惑反对看法，但笔者对神木医改不愿意隐瞒哪怕一丝一毫的完完全全的肯
定和赞赏之意。本文首先从实施办法、实施细则、其它配套政策等三方面对神木“全民免费”
医疗政策规定进行了梳理，接着进一步考察了政策的出台背景、实施情况、各方反应并特别
澄清：全民免费并非全面，然后更进一步探寻神木率先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政策的根本原
因，最后笔者就神木医改本身的意义、财政借口：直面拷问两种角度谈了自己的观感，从对
神木、对其它县市、对中央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政策规定
神木有关“全民免费”医疗政策规定主要有：神木 县政府 2009 年 2 月 9 日通过的“神
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试行）
”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从 2009 年 3 月 1 日确定全民免
费医疗的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执行“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细则（试行）
（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
；2009 年 3 月 15 日出台“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住院单病种定额付费补助标准（试
行）
”
、
“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住院单病种定额付费管理暂行办法”、
“住院单病种临床入、出
院判定标准”等。
（一）实施办法
1、基本规定
（1）免费对象
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神木籍户口的城乡居民。
（2）管理机构
县康复办、县医保办、县合作医疗办（以下简称合疗办），乡镇、机关、事企业单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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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全民免费医疗专门管理机构并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
（3）基金筹管
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合作医疗基金、社会募捐的资金、县财政拨付的资金等 4 部分组
成；由财政局社保科设立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由医保办和合疗办根据全民免费医疗支出需
要报康复办审定后，财政局社保科予以及时拨付。
2、医疗规定
（1）门诊医疗
实行全民门诊医疗卡制度。凡缴纳合作医疗基金的城乡居民均可享受每人每年 100 元门
诊医疗卡待遇；干部职工医疗卡资金按《神木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办法》规定
从收缴的基金中直接划入。门诊医疗卡结余资金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老红军、离休人员、
二等 6 级以上伤残军人门诊医疗费用（定点医院）全额报销。慢性病患者长期在门诊治疗的
医药费用，实行全年限额报销制度。
（2）住院医疗
实行住院报销起付线制度。起付线以下（含起付线）住院医疗费用由本人自付，起付线
以上费用予以报销，但每人每年累计报销医药费不超过 30 万元。起付线标准为：乡镇医院
为每人次 200 元；本县县级医院为每人次 400 元；县境外医院为每人次 3000 元。
（3）住院免费范围
一般检查费、治疗费、药费、手术费、普通床位费、护理费；安装人工器官、器官移植
等特殊检查、治疗费和材料费等。
3、特殊报销规定
（1）营养药品报销
本县住院因特殊病情需要营养药品的，按以下规定报销：癌症、肝硬化、肾病和严重消
耗性疾病等不能进食，需要靠营养液维持生命的，或者某些特殊疾病必须用生物制剂治疗的，
使用营养药品费用报销 80%； 血液系统疾病、其它疾病引发严重贫血或者各种手术中大出
血的，必须使用血液制品的费用报销 90%。
（2）特殊医用材料设备诊断治疗报销
本县住院需大型医疗设备诊断检查、特殊医用材料治疗的，按以下规定报销： 因病情
需要，需做 CT、ECT、核磁共振等大型仪器、设备检查的，其费用报销 90%； 因病情需要
做器官移植或导管、支架等介入治疗的，国产材料报销 90%，进口材料报销 70%；
（3）县境外医院治疗报销
患者在县境外医院治疗的，就诊前需按程序报县医保办或合疗办备案；属于急诊的，应
在就诊三日内及时报告；县境外医院治疗的各种检查费由本人自付，医药费按 70%比例给予
报销。
（4）外出务工和异地居住报销
外出务工和异地居住的神木籍人员在住所地住院治疗的，比照县内住院规定执行。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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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医院以上住院的，按转境外医院报销规定执行。
（5）全额报销
老红军、离休人员、二等六级以上伤残军人和“五保”户的住院医疗费用全额报销。
4、费用结算
门诊医疗费用一般由个人门诊医疗卡支付，县医保办和合疗办按月结算。老红军、慢性
病等的门诊费用由县医保办和合疗办按规定报销。住院患者的医疗费用先由患者自付，待出
院后按规定到县医保办或合疗办报销。县医保办和合疗办采用“直通车”方式报销住院费用。
5、监管奖惩
县监察、审计、财政负责对全民免费医疗工作的监督。享受全民免费医疗对象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追回报销的医疗费用，并永久取消全民免费医疗资格，涉嫌犯罪的，交由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将本人证件转借他人就诊的或用他人证件冒名就诊的；
（二）私
自涂改处方、结算票据，虚报冒领的；
（三）利用假票，设法加大住院费用的；
（四）有其它
违规行为的。
（二）实施细则
1、定点医药机构确定及管理
规定了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应符合的要求，定点医疗机构确定程序。各定点医院成立全
民免费医疗经办机构，配备 1 名领导和 1—3 名专职人员。各定点医院成立由主管院长、各
科室主任或学科带头人等相关人员组成医疗专家小组，负责本院住院患者的入、出院判定以
及转院患者的会诊和全民免费医疗相关技术的指导、培训等。各定点医药机构设置全民免费
医疗宣传专栏和专用意见箱，积极宣传全民免费医疗政策、规定，每月公示全民免费医疗相
关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2、住院及报销管理
患者住院、治疗、出院、转院、报销等管理细则；慢性病门诊治疗管理，实行慢性病门
诊治疗全年限额制度。
3、监管奖惩
分别对定点医疗机构、县内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全民免费医疗单位及经办机构人员、
参加全民免费医疗的人员制定了奖惩细则；明确由县财政、审计、卫生、药监、物价、监察
等部门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和管理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同时对住院患者情况进行抽查；实
行年度考核奖惩制度。
（三）其它配套政策
1、住院单病种定额付费管理
针对包括：阴式分娩、剖宫产、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良性）、慢性
胆囊炎（结石）
、急、慢性阑尾炎、腹股沟疝单侧双侧、甲状腺瘤（摘除术）、睾丸鞘膜积液、
白内障、囊外摘除、超声乳化、髌骨骨折、肱骨骨折内固定后（单侧）
、尽桡骨骨折内固定
术后、肱骨骨折内固定术后、胫腓骨干骨折内固定术后、肛裂、内痔、外痔、混合痔、胆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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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肉、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精索静脉曲张、精索鞘膜积液、前列腺增生、慢性扁桃体炎（双
侧）
、急性肾盂肾炎、慢性泪囊炎、先天性上睑下垂等 30 种病。
（1）暂行办法
住院单病种定额付费指根据同级医疗机构某一病种在同一诊断标准、同一治愈标准，一
定时间段内的医疗费用发生情况，确定出这个病种的单次发生费用，并划分为医疗补助和个
人自付数值，参合患者住院时一次性缴清个人费用的一种前期缴费的付费模式。单病种的“住
院费用定额包干标准”指参保患者治疗本病时实施规范的手术或其它治疗方案，在住院期间
发生的全额医疗费用。单病种不执行药品目录，超范围用药、检查、治疗及超出“定额包干
标准”以外的医疗费用全部由定点医疗机构负担。参保患者住院时，属于单病种的只缴纳个
人自付部分费用，住院期间再不交任何费用。
单病种住院补助实行“直通车”制度，定额补助金先由定点医疗机构垫付报销。县公疗
办、合疗办与定点医疗机构每月结算报销一次。
参保患者住院期间，属于单病种的若自行要求的超标准床位及特需服务项目费用，经本
人或其家属签字后费用自行负担。
定点医疗机构对实行单病种定额付费的病种，在诊疗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卫生部门制定的
“病种质量控制标准”
、
“诊断标准”
、
“疗效判定标准”、
“出院标准”等技术规范，因病施治，
合理用药。
（2）补助标准
最高补助 4200 元，自付金额均为 400 元。
2、
“慢性病门诊治疗全年限额报销”规定
为切实解决长期慢性疾病患者在治疗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慢性病门诊治疗全年限额
报销”如下规定：
（1）慢性病种
确定了包括：糖尿病 、高血压（有心、脑、肾损害之一的）
、肝硬化（失代偿期）、冠
心病、脑血栓、脑梗塞、器官移植术后、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慢性肾衰竭（腹膜透析）、
慢性肾衰竭、结核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肺心病和慢阻
肺 、肿瘤化疗、放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再生障碍性贫血、癫痫、慢性肾小球肾炎、顽固
性溃疡和炎症性肠病、慢性心功能不全、精神分裂症、顽固性皮肤病、慢性活动性肝炎、脉
管炎等 23 类慢性病种。
（2）报销规定
月限额 150----5000 元，全年限额报销 1800----60000 元。
（3）其它
确定慢性病门诊治疗三原则：依照医保办、合疗办的上级文件规定，以人为本、根据本
地区慢性病种确定，对申请慢性病的患者，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鉴定。
报销程序。对确定的慢性病患者，在定点医院门诊和定点药店治疗的医药费先由患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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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每年内到医保办、合疗办凭票据按规定予以报销。
另外规定了申请慢性病患者应提供的材料，并公布了慢性病专家评审组 10 人名单。
3、确定全民免费医疗定点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
公布了从 2009 年 3 月 1 日起的全民免费医疗的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名单。
境外医院。北京 6 所：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
、协和医院、天坛医院、阜外医院、
儿童医院、北京市肿瘤医院）
；省级定点医院 5 所：西安交大一附院、陕西省肿瘤医院、西
京医院、唐都医院、陕西省传染病医院；市级 5 所：榆林市一院、榆林市二院、榆林市星元
医院、神东总医院、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东胜盟医院）
。
境内医院、药店。县级定点医院 7 所，县级定点药店 5 所，乡镇定点卫生院 21 个。

二、进一步考察
（一）出台背景
关于全民免费医疗政策的出台过程。据神木县委宣传部长雷江声在新闻发布会介绍，全
民免费医疗工作开始于 2008 年初，首先组织成立了神木县康复工作委员会，并下设办公室，
负责全县全民免费医疗的有关工作，然后经一年零三个月的调研、论证、研究，形成初步意
见并在网上发布，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修改，最终通过实施
办法。而关于该政策的出台背景，笔者认为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当然在于众所周知针对我国每个地方普遍存在，神木自然毫不例外的多年来困
扰普通民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其它两方面则来自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的说法：第一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进入
全国百强县，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社会各项事业都进步，分享改革开放或者发展的成果；第
二，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差距，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的必然选择。根据
神木具体情况，笔者认为郭宝成的两方面说法可作以下较具体精确的描述。
1、伴随煤炭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产物
2008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90 亿元，同比增长 47%，人均 GDP 高达 6.87 万元；
财政总收入 72.27 亿元，同比增长 52.1%，地方可支配收入 23 亿元，还有部分预算外收入；
今年一季度全县完成财政总收入 18.2 亿元，同比增长 91.6%；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
92 位，陕西省第一位。2008 年，全县实施 12 年免费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学费、杂费、课
本费、住宿费全免，每人每天还有 3.5 元的生活补助，县财政为此补贴了 1.3 亿元。包括免
费教育、
“免费医疗”在内，神木 “十大惠民工程”
，2009 年总花费 12.9 亿，要让全县人民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神木县卫生局副局长郭永田说：
“我们的初衷十分简单，就是根据自身财力状况，让没钱的百姓也看得起病。
”这是对第一
方面说法的注解。
2、破解南北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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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 2008 年“省级贫困县”和“中国百强县”共存，福利与每年七八百万的扶贫专款
同来。据县扶贫办掌握的数字，到 2007 年年底，全县还有 4.8 万贫困人口，其中年收入在
625 元以下的有 1.9 万人，625 元至 825 元之间的有 2.9 万。煤炭经济让少数人暴富，民间
传言全县资产上亿者不下 200。神木北部煤炭丰富，南部则只有黄土，南北差距很大。南部
乡镇基本靠天吃饭，据说有的村镇人都走光了，其中万镇镇 1 万多居民，走得只剩下不到
3000。据说山区特困户 “那些地方蔬菜都吃不上，吃的全是杂粮，把羊卖了换大米白面，
老人去世都没人抬。
”
。这是对此说法的注解。
（二）实施情况
本文主要根据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和南方都市报相关报道整理出神木县这次“全民免
费医疗”的实施情况，如下所述。
1、住院病人
从 3 月下旬到 4 月上旬，全县住院病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猛增了 30%，包括县医院在内的
7 家定点医院人满为患，某些医院甚至出现了病人排几天队才能住院的状况。在神木县第二
人民医院，院长王宗学告诉记者，在免费医疗刚开始的 3、4 月份，该院住院病人一下子增
加了 20%多，床位的使用率从原先的 70%上升到 90%多，门诊病人也有明显增加。王宗学表
示，在大量常年积累的慢性病人得到有效治疗之后，从 4 月下旬开始，医院病床紧张的状况
已经大大缓解，到了 5 月份以后，住院情况基本正常，平稳运行。 神木县人民医院统计：3
月 1 日至 25 日，住院人数有七八百；3 月 26 日至 4 月 25 日，上升到 900 多；4 月 26 至 5
月 26 则近千人，出院人数则和住院人数基本持平。6 月 4 日，医院内一科病房的护士告诉
南方都市报记者，科室原有 39 张病床，后加成 44 张，现在都满了。
2、医疗费用
神木县委宣传部部长雷江声：
“从报销医药费统计情况分析，3 月份报销医疗费 960 万
元，4 月份报销医疗费用 1270 万元。
”对看病高峰，神木县政府在推出医改方案之前就已经
有所准备。他们预计三四月份的报销金额会达到 2600 万元，最高可能会超过 3000 万元，但
实际上，全县这两个月报销的医疗费只有 2330 万元，并没有超出政府预期。
3、患者情况
“免费医疗”实施的头一个月，患者 90%来自农村，7 家定点医院共接收患者 2036 人
次，其中农村户口的为 1832 人；县外定点医院共接收患者 243 人，其中农村户口的为 180
人，占 74%。免费医改推出后，很多拖了多年看不起病的老百姓，如今终于敢上医院了。神
木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王宗学举例说一个 80 岁老太太，十几年来肚子上长着一个 3 公斤多
重的肿瘤，因经济条件不好，不敢来医院，现在自己花几百块钱，其它全都报销，病痛得到
解除。
4、定点医疗机构情况
神木县人民医院可能是中国最气派的县级医院，投资 1 亿多新建大楼，如同星级宾馆一
般的住院楼，现有病床 400 多张。记者调查在距离神木县城 20 多公里的栏杆堡乡卫生院已

156

经在严格执行全面免费医疗的相关规定，乡卫生院院长告诉记者，目前栏杆堡乡卫生院只有
9 名工作人员，4 张病床，在免费医疗政策实施之后，为了容纳更多来自农村的患者，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在县卫生局的帮助下，卫生院正在准备扩建。
5、非定点的医院状况
落选定点的 5 家医院中，记者调查神木县精煤医院。院长告诉记者，在免费医疗实施之
初，非定点医院确实受到了很大冲击，收治病人的数量下降差不多有一半。
（三）各方反应
1、当地
神木医改的推出，神木官方的推动作用应该说是主要因素，因此他们的反应不用讲，自
然是支持。民众特别是长期受困于疾病的老百姓反应更是无法用一个“支持”言尽，他们的
反应基本上是一个从高兴（喜出望外甚至不敢想象以为做梦）到拥护支持的过程。下面本文
摘编了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来略作展示。
（1）民众
免费医改推出后，很多拖了多年看不起病的老百姓，如今终于敢上医院了。5 月 25 日，
神木县万镇镇张家沟村 82 岁的毛玉叶老人告诉记者，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胸腔大量积液，
住院一月共花去 8496 元，个人仅花费了医保外的 40 多元。
“我们农民过去有了病，害怕上医院，都是自己买点药，在家里硬扛着。
”店塔镇石窑
店 71 岁农民王号善说。5 年前，王号善患上胃溃疡，一直拖着舍不得花钱看病，最终胃溃
疡癌变为了胃窦癌，最近因为免费医疗他才接受手术。他说：“农民看病，政府出钱，我们
和干部都一样了。
”
今年 57 岁的王留 9 年前提前退休，爱人贺凤英 1989 年下岗，夫妻二人的退休金和下岗
补贴加在一起每月有 2000 多元，日子本来还算安稳，但贺凤英一场病几乎让这个家庭破产。
贺凤英说“我们俩不吃不喝一年也不过 2 万多元收入，一年来，我们靠借债看病，靠贷款化
疗，亲戚朋友都借遍了，他们也被借怕了。这次我住了十几天院，只花了 1000 多元钱。住
院费 1 万多元，报销了 9900 元。
”
。贺凤英对记者说：
“这真是个救命的政策，我们希望能一
直执行下去，如果取消了，我们老百姓绝对不答应。
”
（2）官方
今年 5 月 22 号上午 9 点，神木县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开回应外界质疑。发布会由
神木县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县长双亚萍主持，神木县委宣传部长雷江声，神木县卫生局局长白
枝堂分别发言。雷江声表示，全民免费医疗政策的执行初期，确实遇到了卫生资源和财政投
入方面的难题，但这些问题正在逐步缓解，神木县将继续把这项新型医保办法实施下去。
此外，针对外界关于医院病床爆满、住院需要排队的质疑，神木县卫生局长白枝堂回应
神木县医疗服务救治能力比较好，能够满足全民免费医疗实施以后的需求。
对于外界质疑这项政策会否持续下去，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说，“这是一项让千千万万
百姓获益的政策，哪个人敢说取消他？如果取消了，老百姓就首先不答应。
” 郭宝成表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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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还处在不断调整和修订的过程中，无论在实施免费医疗的过程中遇到何种困难，神木都将
持续地推行下去，不会因为负责人的更换而终止。
2、外界反应
（1）赞成
认为彻底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并赞赏神木县政府
关注民生落到了实处。来源于时代周报文章“神木模式开启全国独创：全民“看病不要钱”
”
指出“问题难免的，作出调整也是正常的。但是这种模式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请
大家投票支持： 1、支持神木县县委书记直接就任科教文卫的副总理； 2、支持神木县县长
直接就任卫生部党组书记，部长。
（2）质疑
综合整理，发现理由主要有：免费医疗导致医院爆满，有病的进不去，治好的不出来；
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可能会让财政难以为继；在其他财政不宽裕的地方，神木的做法并不具有
推广价值；全民免费医疗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哗众取宠等五方面。陕西省卫生厅办公室主
任葛云峰认为，
神木县的尝试是在当地经济超常规发展背景下的特殊产物，没有普遍性，“我
们对此没有总结，总结了也推广不开。尤其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一做法没有推广和示范
意义。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神木县的出发点、有钱了想为老百
姓办点实事的民生情怀值得肯定，但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与新医改政策有不衔接的地方。
北大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认为，神木县医改模式很难在其他县市推广，各地经济水
平不同，其他县市没有财力进行效仿。
（四）特别澄清：全民免费并非全面
如上面的考察，神木医疗政策并非真正全民和免费。并非真正全民，按照《神木县全民
免费医疗实施办法》对免费对象的规定，并不包括没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合作医疗
保险的居民，康复委提供的数据表明，上述两类人群的未参保率均不到 5%和 1%，目前，神
木县近 95%的居民被纳入全民免费医疗。并非真正全部免费，资金有部分是来自病人缴纳的
医疗保险金，实行住院报销起付线制度；起付线以下由个人支付，超出的部分则由政府全额
埋单。按实施细则规定，起付线标准为，乡镇医院、县级医院和县境外医院，分别为每人每
次 200 元、400 元、3000 元；真正全部免费的是指：老红军、离休人员、二等六级以上伤
残军人和“五保”户等人。

三、为什么是神木：财政背后观念是主因
富财政穷百姓，指财政收入增长和群众增收比例不同步的现象，这是神木县长雷正西口
中神木的真实县情，就我国整体国情来看也同样如此。我国近 30 年来财政收入增速远远超
出其它国民经济指标，特别是远超居民收入的事实笔者在“我国减税政策初步研究”一文中
有专门论述，虽然我国确有个别地方财政困难，但主要的原因往往是“穷庙富方丈”现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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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而并非财政本身困难所致。对神木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神木的官员们最强调的是观念的
转变，笔者深以为然。雷正西曾对媒体说政府必须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困难群体的利益，
让他们也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阳光”。
神木的“富”是相对而言，神木 2008 年才晋升“中国百强县”，排名第 92，和江阴、
昆山等发达县市相比差距还很大。神木 GDP 为 290 亿，不及头把交椅江阴市的零头。煤炭
产生效益的大头并不归县里所有，中央及省企业上缴的税收县里基本分不到，县财政主要靠
本地企业支撑。
神木人均 GDP 到 6.9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6028 元；江阴市 2008 年的财政总收入
为 245 亿，而地方财政收入是 128 亿，人均 GDP 为 12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是 11975 元；
广州人均 GDP 为 8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9828 元。
“我们做了，前十强为什么不做？”在刘新民看来，实施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只是
个“愿不愿”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少搞点楼堂馆所不就够了吗？”他这一
番话可谓一语破的。
“解决‘看病难’是政府的责任。
”县委书记郭宝成说。
为什么是神木：观念转变是主因，财政要么纯粹是借口，要么是由政府自身胡乱花钱造
成。

四、观感建议
（一）神木医改本身的意义
综上考察分析，笔者认为，神木医改最大意义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该项公共政策充分
体现了平等的施政理念，同时体现了神木官方决策层平等的公共政策理念；第二、所有公民
看得起病成为现实，在神木这样一个局部地方，解决了多年来我国试图解决却一直未能解决，
民众反响特别大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我国全面整体解决此问题成为可能，看到了实实
在在的希望，最起码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
1、免费医疗：从特权公民走向普通公民迈出第一步
我国免费（真正意义的免费，完全政府财政支出）医疗即公费早已存在，指不过与普通
公民无关。早期的公费医疗制度限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全民所有制企业及一部分集体
所有制企业职工；现行公费医疗制度仅限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直以来，我国的机关
与事业单位实行所谓的公费医疗制度，公费医疗由国家与用人单位包揽职工的医疗费用，为
职工健康承担无限责任，现在是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一种特权现象。为了维护这种特权，一
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所找的借口跟上述反对置疑神木医改几乎一样，即使是神木这次仅是鲜明
地提出“全民免费”
，实际并非完全属实，他们也必要如此一哄而上张牙舞爪的掀起反对置
疑声浪，大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势。其实他们口中笔下反对的是“全民免费”，心里实际
想的是自己既得的免费特权，暴露的是自己意图长远特权独占，高高在上于普通公民的阴暗
丑恶嘴脸，在他们看来“免费”二字专属他们自己，什么时候也轮不到他们眼中的“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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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他们反对的并非“免费”，而是前面的“全民”二字。
如前文所述，神木医改虽然实际政策规定并非象现存的对部分特权公民那样做到真正完
全免费，但仅就其提出“全民免费”本身而言，确实标志着我国免费医疗：从特权公民走向
普通公民迈出了第一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也是神木医改最重要最根本的意义之所在！
2、所有公民看得起病：一个活生生政策标本的正确解读
至此读者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神木医改就“全民免费”而言应该只具有符号意义，它
的实质意义笔者认为：正是“全民免费”这样看似乌托邦的字眼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多的眼球，
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背后是广大民众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期盼。从以上考察分析来看，
神木医改政策出台背景和系列规定切实呼应了当地民众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期盼，实施
情况表明有效解决了当地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这样一个在许多官员学者眼中的中国
特色难题在神木化为乌有。因此对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改革的正确解读笔者认为应该是神
木“全民免费”医疗改革使所有公民看得起病成为了现实，这才是对神木“全民免费”医疗
改革这样一个活生生政策标本的正确解读；同时这也是神木医改最现实最实际意义之所在。
（二）财政借口：直面拷问
综观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与否常常都不约而同地可归结为两个问题，
“愿不愿”与
“能不能”
；
“愿不愿”指政策决策者的认识观念问题； “能不能”常指条件是否具备等问
题（这里的条件含义较宽泛，不仅指现有的客观条件，在“不能”者看来更多的是他们预言
家一样似是而非的主观臆测）
。
笔者综合上文所提到的认为神木医改政策无法推广的意见同样可照此分为两类：一类指
反映“不愿”的认识观念问题，如“乌托邦”的指控之类；二类指“不能”即以政策实施当
中出现的一些由于政策规定不完善而产生的暂时性问题，他们就主观断定为诸多不能，核心
在于财政困难。对不愿的观点，笔者前文已批判过，不再赘述。下面主要就借口财政困难拷
问持不能借鉴神木医改政策全面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者。
1、拷问之一：其它县市
神木 2008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一万美元，与北京、上海、深圳接近。但这些发达
城市的政府最多只能给居民报销一半的医药费，福利水平远不及神木。
2、拷问之二：中央新医改方案
神木县实施全民免费医疗，财政一年需要补贴约 1.2 到 1.5 亿元，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8.9%，全县居民人均补贴 400 元左右，远远高于我国新医改方案中到 2010 年人均补贴达到
120 元的标准，全国医改方案如按神木标准，财政补贴 5200 亿元左右。
我国 2009 年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 1180.56 亿元，比例仅仅 2.69%。
《中国青年报》
报道，仅 2005 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就高达 3000 亿元，公款吃喝 2000 亿元，公
款考察旅游 1000 亿元，三项合计高达 6000 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 20%，相当于全民
教育投入的 5 倍。2006 年，31 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 5780
多亿元，公车出行支出 3000 多亿元，吃饭 3700 多亿元。印度、巴西等一些实施全民免费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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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德国家，国力都比我们差、比我们穷。
正如一位网友发帖所言：
“这不是一个医改方案问题，而是一个对待百姓态度的问题。
实际上，从人均财政收入来看，比神木县经济实力强的县市不在少数，为什么只有神木县率
先为百姓看病买单？也许这一方案并不完善，但其体现“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做法应该值得
学习与借鉴。
”
总之在神木医改的示范效应下，任何的财政困难之说已然成为无法自圆其说的借口。
（三）政策建议
1、对中央
第一、全国发文肯定神木医改所体现的理念和方向、鼓励全国各地效法、推广神木的政
策经验。首先应对神木医改专门发文表示赞同鼓励，并号召具备条件的地方学习借鉴神木的
政策实践。
第二、增加中央对医疗保险基金的财政预算支出，使全国人均医疗保险财政支出补贴达
到神木目前水平，即人均 400 元。其次增加中央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专门补贴支出，
加上地方政府财政补贴，保证全国每个地方都能达到神木现在的人均 400 元的标准。
第三、另外建议从以下两方面修改新医改方案：
（一）、本着起码的公民平等原则，取消
现有方案中对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例外特权条款，实行全国任何公民无一例外的、统一
的公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真正全国统一标准的、纳入全体国民、没有任何歧视规定的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二）
、修订公民医疗保险起付线标准，目前降到神木医改的标准，以后
择机再降低。
2、对其它县市
主要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神木同样接近一万美元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市，以及排名
2008 年全国百强县前 91 位的 91 个县和县级市，建议他们效仿神木，采取全覆盖无差异平
等的医疗保险政策，降低基本医疗保险起付线标准，即使做不到比神木县更低，也至多采用
与神木同样的标准。
3、对神木
对神木“免费医疗”改革的后续发展建议，笔者非常赞赏县委宣传部长雷江声所言，建
议真正落实，对目前医改实施情况（特别是出现的个别可能出台政策方案时未考虑到的情况）
加强、引导、管理与监督，总结经验，从以下方面逐步完善：
完善全民免费医疗信息网络管理中心建设；抓好各定点医院的管理工作和稽查工作；鼓
励慢性病，小病患者门诊治疗；确保大病，重病患者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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