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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低、上限高、范围广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的健康意识和
风险管理意识不断提高。

最近，在新疆昌吉工作的吴耀打算继续
为远在山西老家的父母购买“晋惠保”。“我
毕业后来新疆工作，差不多五六年了。相隔
较远，一年很少有机会回家看看，最让我牵
挂的，就是父母的健康。有了基本医保，再
加上这个补充保险，看病时就不用因为费用
延误诊疗了。每年 59 元的保费，门槛也不
高。”吴耀说。

无论是“晋惠保”还是“北京普惠健康
保”，很多参保人的想法和吴耀类似：花钱不
多，有备无患。具体来看，这类保险在设计
上也处处体现了普惠性特点。

——参保门槛低。“普惠型保险”突破了
传统商业保险的诸多限制，不限制年龄户
籍，不要求既往健康状况，保费标准也能为
大多数人承受。比如，“北京普惠健康保”明
确对于恶性肿瘤、肝肾疾病、心脑血管及糖
脂代谢疾病等五类特定既往症人群，通过提
高免赔额、降低赔付比例的方式进行覆盖，
实现“可投保、可理赔”，不用担心被拒保。

——保障上限高。相对于低保费，“普惠
型保险”的最高赔付上限大多在百万元之
上。比如，“晋惠保”每年保费 59 元，最高
可以为山西省基本医保参保人提供 300 万元
的补充医疗保险保障；天津推出的“津惠
保”每年保费为68元，包含住院医疗费用保
障100万元与特定高额药品费用保障100万元
在内，最高保障可达200万元。

——覆盖范围广。对很多参保人来说，
一旦罹患疾病，保险能否覆盖更多有效的药
物，关乎着保险产品的“成色”。目前，大
部分普惠型保险在合同中明确列出了可报销
的药物。比如，四川 《惠蓉保特定高额药品
目录》 中，明确将治疗肺癌的“达可替尼
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治疗白血病的

“维耐克拉片”“尼洛替尼胶囊”等药物列入
保障范围。

据中国人保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普惠
健康保”等产品属于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
险，通常由当地政府指导，采用“一城一
策”的模式与各地基本医保紧密衔接，面向
当地所有参保人群，是具有普惠性质的一年
期医疗险产品。目前，“北京普惠健康保”产
品投保人数已超过136万。

“这类产品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便宜、保额
较高、投保条件宽松，惠及老年人及带病人
群；其劣势则是产品绝大多数为一年期医疗
险，没有保证续保的强制约定。其与基本社
保、传统商业保险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
关系。”该负责人说。

保障效果备受关注

对于“普惠型保险”，消费者是否愿意
买账？

“我仔细阅读了北京普惠健康保的条款，

感觉相比商业保险来说更加人性化，算是一
种福利！”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祁航说，自己的
父母已经主动购买了老家江苏淮安当地的

“民惠保”，等自己毕业、参加社保之后，也
打算购买这类普惠型保险。“趁自己年轻、身
体也不错，提前为自己的健康投资是很有必

要的。”
不过，也有人对普惠型保险的理赔效果

与可持续性存在担忧。在重庆从事艺术培训

行业的李鑫欣表示，之前有保险公司介绍过
“渝惠保”，但自己目前还处于观望状态。“这类
普惠型保险属于新生事物，还不能确定其保障
效果究竟如何。比如，理赔手续是否麻烦？与基
本医保以及其他商业保险如何衔接？保险公司
如何长期维持保障能力？”李鑫欣说。

值得注意的是，“普惠型保险”在上班族
中较受欢迎。以北京普惠健康保为例，此前
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100 万参保人中，城镇
职工参保比例高达 78.37%，城乡居民参保占
比为 20.57%，在职人员医疗保障需求更旺
盛。从参保年龄上看，“70 后”和“80 后”
是参保主力军，参保占比达42.7%。

泰康养老普惠保险部负责人张明对笔者
表示，截至目前，泰康养老已在全国 20 余个
城市开展城市定制型普惠保险项目，累计为
超过千万参保人提供城市定制型普惠保险。
在产品责任设计上，通过小额保费撬动高额
保障，精准保障由于重特大疾病带来的大额
医疗费用风险；在风险管控上，无论是前端的
产品定价还是后端的理赔服务，这类普惠型
保险均需要与当地医保实现紧密衔接。“相对
于传统的商业保险来说，普惠型保险是在基
本医保之上叠加的一个产品，重点体现‘普
惠’二字。比如，大部分商业医疗险都会要求
健康告知，一些患病人群或亚健康人群可能
不符合投保要求，而大部分普惠保险既往症
患者可投保可理赔，实现真正的普及；通常商
业医疗险保费价格随年龄增长而增长，而大
部分普惠保险是老少均价、定价实惠。”张明
说，随着这类产品的推广，实际上对保险公司
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保险公司在科学定
价和精细化管理水平上下更多功夫。

不过，“普惠型保险”并非包打天下，其
中依然存在赔付的限制与门槛，消费者对此
要理性看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健康保险与
卫生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于保荣表示，因为
保费低，整个保险的资金池相对有限。比
如，北京普惠健康保最低免赔额是 3.04 万
元，免赔额之下的钱是要患者自付的。因
此，此类保险对患重病、医药费高的患者较
为实用。

推动普惠型保险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普惠型保险最早在深圳推出。
2015年，由深圳市政府首推、平安养老险承
保的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项目开
始运行，成为全国范围内首家试点城市定制
型商业医疗保险的城市和项目。截至去年，
参保人数已达 780 万人、覆盖深圳一半以上
的 基 本 医 保 参 保 人 ， 理 赔 受 益 人 数 超 10
万，成为防止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
要保障。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惠型保险
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普惠型保险的设计初
衷是以商业保险助力地方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建设，减轻重特疾病人群的医疗费用。与
传统的商业保险和国家的社会保险相比，其
特点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根据当地医保政
策，提供定制化的产品保障方案，弥补当地
居民医疗保障缺口；二是根据城市人口结构
及地域特点，推出适用不同城市的产品。“比
如，海南‘惠琼保’创新‘医保+商保’机
制，对于减轻海南患者医疗费用负担、高质
量地提升市民药品可及性、有效防止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等，有着积极意义。”

不过，普惠型保险在受到热捧的同时，
也出现了争相压价、夸大宣传的现象。今年
5 月 28 日，银保监会印发了 《中国银保监会
办公厅关于规范保险公司城市定制型商业医
疗保险业务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商业
保险经营规律和市场化原则，科学合理制定
保障方案；规范业务开展，提高管理服务效
率和风险控制能力。同时明确了监管要求，
对低价恶性竞争、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重点
查处，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业务平稳运行。

在于保荣看来，普惠型保险本质上是商业
保险，是不同于社会保险的产品，其可持续性
取决于参保人数、保费高低、福利包大小、受益
范围和受益程度的高低。其中，保持保费收入
和赔付支出之间的平衡是根本之所在。“目前，
我国大多数普惠健康险产品刚投入市场，无论
是医保部门、监管部门还是商业保险公司，都
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厘清界限，明确责任，使
其能真正成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有
效组成部分。”于保荣说。

本报北京电 （记者王昊男） 2020 年，北京市
绿色出行满意度超过 85%，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
例 73.1%。这是日前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
的消息。

为推动绿色出行，近年来北京市交通部门不断
完善绿色出行基础设施、提升绿色出行服务品质。
轨道交通、地面公交、驾驶员培训、共享单车行业
分别通过实施车辆节能运行模式、优化调整车辆能
源结构、试点“VR 学车”绿色驾培模式、促进骑
行比例提升等措施，营造绿色出行氛围，助力行业
节能减排。

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线路共 24 条，市郊铁路 4 条，轨道交通运营总里
程达到 1091.6 公里。北京地铁公司以建设“节约型
地铁”为引领，利用技术手段多举措实现节能减
排。2010 年以来，通过实施能源管控，能源费用与
运营成本占比累计下降 7 个百分点，电费与运营成
本占比逐年降低，2019 年达到 11%，低于国内 20%

的行业水平。
地面公交方面，北京持续推进全市公交线网优

化工作，城区公共汽 （电） 车运营线路共 1207条，
线路总长度 28418公里，其中公交专用道里程 1005
公里。为大力建设绿色公交，北京公交集团不断优
化调整车辆能源结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比例超
过公交车总规模的80%，运营车辆已于2016年实现
碳达峰，综合能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连年下降。同
时，为满足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需求，公
交集团加快加气站、充电站 （桩）、加氢站等配套
设施建设。截至目前，已完成170余处1000余座充
电桩的建设，下半年将建成 2座加氢站服务于北京
冬奥会车辆。

慢行系统方面，目前北京已建成自行车专用路
并完成西延工程，正在开展打造慢行系统示范街
区、慢行路口优先、巡河路、绿道与慢行系统融合
试点等工作。2020年共计完成 382公里自行车道整
治任务，绿色出行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本报北京8月30日电（记者徐
佩玉）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
中国人民银行于8月30日发行中国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成功金银纪念币
一套。该套纪念币共 3 枚，其中金
质纪念币 2 枚，银质纪念币 1 枚，
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该套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中
国行星探测标识 （火星），并刊国
名、年号。150 克圆形金质纪念币
背面图案为天问一号着陆平台和
火星车，衬以火星着陆过程示意

图及火星地表图像等组合设计，
并刊“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成
功·天问一号”字样及面额。8 克
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祝
融号”火星车，衬以火星表面环
境组合设计，并刊“中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成功·天问一号”字样
及面额。30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
面图案为天问一号环绕器，衬以
火星、地球及环绕火星轨道示意
图等组合设计，并刊“中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成功·天问一号”字

样及面额。
在纪念币规格和发行量方面，

150 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精制币，
含纯金 150克，直径 60毫米，面额
2000 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1000 枚。8 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精
制币，含纯金 8 克，直径 22 毫米，
面额100元，成色99.9%，最大发行
量 30000 枚。30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
为精制币，含纯银 30 克，直径 40
毫米，面额 10 元，成色 99.9%，最
大发行量60000枚。

多个城市定制推出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

“普惠型保险”值得买吗？
王俊岭 李晓舒

不限年龄、不限户籍、不限职业、每年保

费不足 200 元……最近，由中国人民保险、中

国人寿、泰康保险、中国太平洋保险、中国平

安 5家保险公司共同设计开发的“北京普惠健

康保”，一推出就受到了广泛关注。数据显

示，7月26日至8月9日短短十余天时间内，参

保人数已突破100万人。

去年以来，全国各地相继推出了一批类

似补充医疗保险产品，大多由地方政府部门

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如“津惠保”“晋惠

保”“天一甬宁保”“惠蓉保”等，主打普惠

型特色，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参与投保。这类

“普惠型保险”有哪些特点？定制型保险如何

稳健发展？

打造慢行系统示范街区、绿道与慢行系统融合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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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保监会海南监管局、海南省医疗保
障局在海南推出创新型健康保险产品“惠琼保”，
海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可线上办理参保。

王 琪作 （新华社发）

▲ 安徽省铜陵市社保中心积极对接市医保
中心，就参保登记、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
涉及不同部门的事项设置“联办”服务综合窗
口，方便群众办理社保、医保不同事项。图为
市民日前在铜陵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咨询医
保、社保事项。

潘 伟摄 （人民图片）

▼ 150 克圆形精制金
质纪念币背面图案。

▼ 150 克圆形精制金
质纪念币背面图案。

▲ 150 克 圆 形 精 制
金质纪念币正面图案。

▲ 30克圆形精制银
质纪念币背面图案。

▼ 8 克圆形精制金质
纪念币背面图案。

▲ 今年 4 月底，由 9 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的
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沪惠保”正
式上线。 王 初摄 （人民图片）

属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