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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经历了多次的改革，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在医疗卫生保险方面，过去覆盖多数人的城市单位制医疗保障制

度（即公费和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为包括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基本医疗保险所替代，并

已经覆盖了 95%以上的人口，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医疗保障制度。

在医疗卫生机构方面，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 98.7 万

个，比 2013 年增加 1.2 万个，其中医院总数达到 3.1 万个，比 2013 年增加

约 6000 个；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794 万张，比 2013 年增加 175.8 万张，

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 2013 年的 4.6 张增加到 2017 年的 5.7 张，每

千人执业（助理）医师由 2013 年的 2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2.4 人，每千人注

册护士由 2013 年的 2 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2.7 人。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

2017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了 81.8 亿人次，比 2013 年增加

了 8.7 亿人次，入院治疗人数 2.4 亿人，比 2013 年增加了 0.5 亿人次。二

级以上的公立医院中，81.4%开展了临床路径管理，86.3%参与了同级检查结

果的互认。截至 2017 年底，国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0 年的 74.8 岁提高到

2017 年的 76.7 岁，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以及孕产妇死亡率均提前实现了联合

国千年发展目标。



但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费用方面，由于人口流动和结构的变化、疾病种

类和结构的变化，新诊疗技术的引入、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医疗卫生费用快速增长，由 2013 年的 3.17 万亿元增加到了 2017 年

的 5.16 万亿元，年均增长 13%，为同期中国 GDP 增长率的两倍。医疗卫生

费用占 GDP 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5.5%提高到 2017 年的 6.2%。社会卫生支出

（主要为医保支出）从 2013 年的 1.14 万亿增加到了 2017 年的 2.12 万亿，

年均增长 16.7%，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甚至部分地区已

经入不敷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对更好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未来一段时

间内中国的医疗费用仍然将会保持高速的增长，对于医保基金的压力也将持

续加大。在个人自付比例保持 30%以下的基础上，如果单纯依靠增加政府增

加投入显然是无法满足 13 亿人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因此，如何提高

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在公立医院中建立新的运营和绩效体系，实现合理的医

疗服务价格体系改革，以及通过鼓励创新、引入新技术和新产品来建立优质

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为了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2018 年中央对相关的政府部门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改革和重组，成立了全新的国家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和药品

监督管理局，努力为医疗卫生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鼓励和支持研

发创新，优化市场准入，合理控制成本，推动多元化多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

齐头并进。

雅培公司作为世界领先的医疗健康企业，多年来一直为世界各国提供创

新的技术和产品，也为这些国家的卫生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现就打造优质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以及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中国的应用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加大政府对医保的投入，建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

系。

（一）继续加大医疗卫生领域投入，保持卫生总费用有序增

长。

卫生支出总费用是一个国家卫生状况的重要指标，2017 年中国的卫生

支出占 GDP 的总费用为 6.2%，与一些先进国家相比，比如法国的 11.7%，德

国的 11.3%，英国的 9.3%和日本的 8.3%还有相当的距离。2017 年中国人均

卫生总费用约 560 美元，而美国人均总费用为 9500 美元，中国人均卫生总

费用约为美国的 1/17。中国财政支出占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2017 年仅为

24.6%，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 45%以上的水平。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随着人民对高品质卫生医疗需求的不断提高，政府要继续加大

财政投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卫生领域政府投入的差距，逐步建立优质高效

的医疗服务体系。

（二）发展医疗保险的多元化补充 ，减少患者的医疗负

担。

中国卫生总费用的筹资目前主要由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和

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三个部分组成。2017 年，政府预算支出约占 30.1%，个人

支出占 28.8%，而社会卫生支出高达 41.1%，比例明显偏高，而社会卫生支

出目前主要是由医保基金承担，压力巨大。而在我国卫生融资体系中，人们



对商业健康保险的认知不够，目前商业健康险的品种和保障范围也非常有限，

未来在医保中的作用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2012 年全球商业健康保险保费

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达到了 15.3%，而截至 2016 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

保费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仅为 2.37%。商业健康险做为基本医疗保险的

重要补充，不仅可以为不同人群提供个性化、差异化服务，还可以缓解医保

基金的压力，减少患者的医疗负担。

二、 鼓励医疗技术和产品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营造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促进医疗卫生产业健康发

展。

医疗健康产业是一个特殊领域，医疗技术和产品也是特殊商品，有别于

其他产业。首先医疗卫生产业是需要政府许可方可经营，其产品和服务是用

于治病救人的产业；其次是行业的发展对产业政策有很高的依赖性，医疗卫

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产业的发展方向。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政府

在制定医疗卫生领域的政策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公开和透明。在制

定某些特殊医疗服务产品领域或试点政策时，建议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

政府不仅要公开听取各方面的建议，还要开通有效的沟通渠道，防止门难进，

人难见的尴尬。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广泛听取意见，充分讨论核实，才能

确保证政的合理性、公平性和可操作性，才能鼓励医疗技术和产品的创新、

研发和生产，从而实现医疗卫生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提供政策保障，让创新可持续发展。



持续创新是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的源泉，创新需要政府在产品研发、生产、

使用等各个环节的政策保障和引导，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影响整个产业

链的协同发展。众所周知，医疗卫生产业的创新周期长，是高投入，高风险

的行业。根据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报告，一款创新医疗器械产品从临床前研究、

临床试验审批、临床试验、上市后研究、上市后再审批等阶段，平均时间需

要 3-7 年，平均投入为 3,1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2.14 亿），如果是高

风险的医疗器械，平均投入高达 9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6.21 亿）。为

了使创新可持续，需要政府在市场准入、临床路径和医保支付等各个环节提

供政策保障，才能让企业在市场上有充足的资金回笼投入到新的研发中，让

创新可持续发展。

（三）优化市场准入政策，加快新产品市场准入。

由于医疗卫生产业的特殊性，一个创新的技术和产品批准上市后，还要

经历定价，招标等环节才能进入医疗机构让医生和病人使用。虽然过去几年

中国家药监局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审评上推出了多项措施，加快了审评的速

度，并为创新性产品提供了快速审评的通道，但完成新产品的审评注册只是

实现市场准入的第一步。一个创新医疗器械从开发出样品到投入临床使用，

通常新医疗服务项目审批需要 2-4年, 集中采购/挂网周期 2-3年，而全国医

疗服务项目价格规范自 2012年以来未有更新过，这都对新产品的推广和使用

带来了阻碍。因此，政府应当在审评审批、新服务项目设立、招标采购和医

保目录更新等环节上加快速度，让真正有价值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上市后能够

尽快进入临床使用，让中国的患者尽早使用新技术和产品带来的健康生活。



三、 促进审评审批与国际接轨，加快产品上市。

（一）调整医疗器械等级分类与国际先进做法接轨。

中国对医疗器械等级的分类暂未与国际标准接轨，对三类器械的定义更

为宽泛。在欧盟和美国，只有 10%的医疗器械被列入了最高风险的第三类，

但在中国，划入第三类高风险类的医疗器械的比例却高达 33%。因此，生产

厂家通常需要提交更为繁复的材料，并进行临床试验。这不仅增加了产品在

中国注册的时间和成本，也加重了审评人员的工作负担，分散了有限的审评

资源。

（二）注册资料（标准）和临床试验要求应与产品风险级别

相匹配。

申请材料要求和中国本土地临床试验应该依据产品安全有效的需要，基

于风险提交对患者安全和治疗有实质性帮助的材料。医疗器械行业的产品的

平均创新周期为 18 个月，而绝大多数临床试验至少持续 2-3 年，实施不必

要的临床试验将导致中国市场至少落后国际上两代技术。我们建议中国相关

监管部门和技术机构采用基于风险的试验模式，只有在尚未证明产品安全性

和临床有效性，或产品对病患健康具有具体且可证明的益处时才要求进行临

床试验。这种方式才能兼顾监管者、行业和病患的最大利益。

四、 鼓励医疗服务多元化，满足患者多层次医疗需求。

（一）鼓励创新，满足不同支付能力人群的多元化需求。



临床病人的需求是医疗服务技术研发创新的原动力，创新可以为医生和

患者提供更加方便高效的诊断和治疗以及更好的生活质量，甚至是挽救之前

无法挽救的生命。例如心脏骤停的病人有极高的生命风险，作为高端心脏起

搏产品的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是一种体积很小，能植入患者胸腔

或腹腔的医疗设备。高危患者植入除颤器后，一旦发生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

它能在数秒内转复为正常心律，减少猝死的发生率。中国每年有 50 多万的

心脏性猝死病人，ICD 就是挽救他们生命最好的创新性医疗器械产品。

（二）医保支撑，鼓励病人在临床治疗中的多元化选择权。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支付能力也随之提高，基本的医疗

卫生服务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不同支付能力特别是老年患者的需求。高

支付能力的群体对于高效的检测手段、稳妥的治疗方法以及优质的护理需求

正在持续和快速地增长。中国目前正在试点支付方式改革，建议不要对病人

在临床治疗中的多元化选择权进行限制。多种治疗方案和路径的临床应用，

可以用来对比和评估不同医疗技术和产品长期的医疗质量和疗效，并计算总

费用，为制定出合理的和鼓励创新的报销政策提供证据和数据支持。

（三）医保与商业保险并存，满足患者多层次的医疗需求。

随着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和医疗需求的不断提高，基于医保基金的压力，

建议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更多地参与社会医疗保险服务，以完善健康筹资机制

并提升管理效率。通过多渠道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兼顾不同层次和不同地

域人群的医疗需求，让患者的疾病负担趋于合理化，改善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五、 立足大数据，建立医疗技术和产品科学评估体系。

（一）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建立医疗技术和产品的评估

体系。

虽然中国的社会基本医保保险已基本全民覆盖，但还是发展中国家，为

了让有限的资源最大发挥作用，治疗和挽救更多的生命，建立科学评估体系，

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是建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

环节。优质产品和技术的单次使用价格是会高于一般的或者疗效不确切的产

品，但这类产品往往可以通过提高临床疗效、缩短住院时间和减少持续性医

疗支出等方式找到最佳的疾病解决方案，降低总的支出成本，从而实现医保

基金更高效率的使用，也会降低病人的经济负担。基于今天的大数据处理能

力，我们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模型和数据来找到最佳的治疗方案，而不是以单

一的产品价格来判定“贵”和“便宜”。尽早建立这类技术和产品的评估体

系，以更加全面和科学的方式来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是实现优质高效

的医疗服务体系最佳的途径和方法。

（二）基于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推动基于价值的采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放在医疗医疗技术产品上就是其

质量和临床上的疗效。在市场经济中，优质产品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市场价

格以支持优质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保障医疗产业健康发展。建立医疗技

术和产品的评估体系，就是要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我们的采购活动，应该在

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充分利用卫生经济学指导下的技术评估，采用

基于价值而不仅仅是价格的采购活动，避免低价的无序竞争和质量的妥协，



保证患者使用上安全有效。质优且价格合理的产品和服务应当成为主流，这

也是打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综上所述，破解医疗服务难题，政府需要在创新、审评、准入、采购、

评估、管理和保险等多个方面制定和实施高效、合理和可持续的政策，结合

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来推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纵观人类经济社

会发展的历史，每一次巨大的变革都源于新技术的发展，因此我们相信，只

有通过建立合理的机制体制让创新的医疗器械产品和技术不断进入医疗服务

体系服务于医生和病人，才能真正破除医疗服务难题，推动整个医疗服务体

系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