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WS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卫 生 行 业 标 准 

WS/T XXXXX.9—XXXX 
      

 

 

卫生统计指标 

第 9部分：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Indicators of health statistics 

Part 9: Medical insurance (NRCMS) 

      

（报批稿） 

      

XXXX - XX - XX发布 XXXX - XX - XX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发 布  





WS/T XXXXX.9—XXXX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缩略语 ...................................................................... 1 

4 医疗保障统计指标目录 .............................................................. 1 

索引 ................................................................................. 5 

 



WS/T XXXXX.9—XXXX 

II 

前  言 

WS XXX《卫生统计指标》分为以下十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居民健康状况； 

—第3部分: 健康影响因素； 

—第4部分：疾病控制； 

—第5部分：妇幼保健； 

—第6部分：卫生监督； 

—第7部分：医疗服务； 

—第8部分：药品与材料供应保障； 

—第9部分：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10部分：卫生资源。 

本部分为WS/T XXXXX的第9部分。 

本部分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基层卫生司、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信息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汪早立、程念、付晓光、丁一磊、缪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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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统计指标  第 9 部分：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1 范围 

WS/T XXXXX的本部分规定了国家卫生统计指标中的医疗保障相关统计指标，主要包括基本医保覆

盖、基本医保筹资、基金使用与受益、医疗费用等相关指标。 

本部分适用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的统计数据分析、发布及共享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WS/T 303 卫生信息数据元标准化规则 

WS/T 306 卫生信息数据集分类与编码规则 

WS/T XXXXX.1 卫生统计指标 第1部分：总则 

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制度 卫办发[2012]83号 

3 术语和缩略语 

WS/T XXXXX.1(卫生统计指标 第1部分：总则)中界定的术语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术语 

3.1.1  

医疗保障统计指标  indicators of medical insurance  

反映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内基本医保覆盖、基本医保筹资、基金使用与受益的统计指标。 

3.2 缩略语 

NRCMS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4 医疗保障统计指标目录 

4.1 医疗保障统计指标公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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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医疗保障统计指标公用属性 

属性种类 数据元属性名称 属性值 

标识类 
版    本 V1.0 

注册机构 卫生部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 

关系类 分类模式 分类法 

管理类 

主管机构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标准状态 

提交机构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4.2 统计指标专用属性 

4.2.1 基本医保覆盖 

标识符 IHS05.01.001 

中文名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enrollees of the NRCMS 

计量单位 人 

定义 指根据本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方案，到本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截止时已缴纳参加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资金的人口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NRCMS：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制度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5.01.002 

中文名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 

英文名称 rate of enrollment of the NRCMS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截至报告期末本年度某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占上年末该地区农业人口数的比例。 

计算方法 本年度某地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上年末该地区农业人口数×100% 

指标说明 农业人口数：系当地统计局数字，部分地区为应参合人数（即农业人口数－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或城

镇职工基本医保的农民及学生数）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制度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4.2.2 基本医保筹资 

  

标识符  IHS05.02.001 

中文名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当年筹资总额 

英文名称 fund raised by the NRCMS for the current year 

计量单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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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指截至报告期末本年度某地区筹集的、实际进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用账户的基金数额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包括本年度中央及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农民个人缴纳资金（含民政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代缴的救助资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本年度产生的全部利息收入及其他渠道实际筹集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额，

不含上年结转资金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制度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5.02.002 

中文名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水平 

英文名称 the NRCMS premium of  per capita 

计量单位 元/人 

定义 指截至报告期末本年度某地区平均每一参合农民的实际筹资水平 

计算方法 某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当年筹资总额/该年该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制度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4.2.3 基金使用与受益 

标识符 IHS05.03.001 

中文名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当年基金支出总额 

英文名称 the aggregate spending of the NRCMS fund for the current year 

计量单位 元 

定义 指截至报告期末本年度某地区实际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账户中支出用于参合农民补偿的金额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制度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5.03.002 

中文名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当年基金使用率 

英文名称 utility rate of the NRCMS fund for the current year 

计量单位 % 

定义 指本年度某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占实际筹资总额的比例 

计算方法 本年度某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本年度该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总额×100%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制度 

发布频率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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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IHS05.03.003                        

中文名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受益总人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person times claimed benefits from the NRCMS 

计量单位 人次 

定义 指截至报告期末本年度某地区参合农民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获得受益的总人次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制度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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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小类名称 指标名称 标识符 

基本医保覆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 IHS05.01.001 

基本医保覆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 IHS05.01.002 

基本医保筹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当年筹资总额 IHS05.02.001 

基本医保筹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水平 IHS05.02.002 

基金使用与受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当年基金支出总额 IHS05.03.001 

基金使用与受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当年基金使用率 IHS05.03.002 

基金使用与受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受益总人次数 IHS05.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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