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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五周年发布会举行
� � 2017 年 8 月 25 日，“你一定
要好好的———中华儿慈会中国
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五
周年报告发布会暨论坛”在杭州
云安小镇召开。 邓飞、马伊琍、赵
普、余德耀等 11 位“大病医保”
公益基金发起人，中华儿慈会副
秘书长姜莹， 湖北省鹤峰县、湖
北省巴东县、 湖南省新晃县、四
川省汉源县、 云南省漾濞县、浙
江省开化县、内蒙古科右前旗等
各试点县相关负责人共 200 余
人参会。

据悉，“大病医保”公益基金
五年来在湖南、湖北、四川、云南
等地已开展 10 个试点县， 累计
投入保费 4697 万元， 惠及超过
125 万人次儿童， 人均免费获得
了最高 30 万元的医疗保障。 经
过五年的探索，“大病医保”公益
基金不断创新儿童医疗保险新
方式，建构了由政府与“大病医
保”共同出资的投保模式，让更
多的孩子和家庭不惧怕疾病，更
不因此延误病情或放弃治疗。

让每个孩子享有最基本的
权利

“五年前，我们发起‘大病医
保’公益基金，为的不只是拯救
某一个孩子的生命，而是希望能
让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家庭，在
面对疾病时都能享有最基本的
看病的权利和尊严。 ”马伊琍曾
对“大病医保”核心发起人邓飞
说，“只要是孩子的事情，我都会
支持。 ”2016 年年底，热心公益的
她和丈夫文章捐出 100 万元给

“大病医保”公益基金。
湖北鹤峰县是“大病医保”

的第一个试点县。 湖北鹤峰县委
常委、 政法委书记钱成玉表示，
鹤峰县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属国
家深度贫困地区， 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是该县人民贫困的主要

原因。
钱成玉谈道：“6 月 23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市主持
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
谈会，指出‘病有所医’是脱贫奔
小康的重要目标要求。 乡村儿童

‘大病医保’ 公益基金项目在我
县实施，使我县儿童的医疗救治
和救助工作了有效保障，打造了
健康扶贫升级版，让每个患儿家
庭决不因病返贫。 未来鹤峰县将
继续作为推行‘大病医保’的先
锋队和试验田，为政策提供试点
样本，完善稳定有效且可复制的

‘大病医保’模式，为国家大病医
保改革提供试点模型。 ”

据介绍，五年来“大病医保”
公益基金为鹤峰县近 15 万人次
0 至 16 周岁儿童共投入保费 833
万元， 救护病患儿童 550 余人，
累计赔付医疗费 498 万余元。

不断扩大受益儿童范围

当天发布的《中国乡村儿童
大病医保公益基金 2016-2017
年度运营报告》显示，今年，湖南
省新晃县和孟连县也加入了“大
病医保”公益基金，目前两县已
有 32 万多名孩子获得了每人每
年最高 30 万元的大病医疗保
障。

截至 2017 年 7 月，“大病医
保”已累计投入保费 4697 万元，
超过 125 万人次儿童受益，人均
免费获得最高 30 万元的医疗保
障， 其中共有 6414 名儿童获得
赔付，赔付金额达 2310 万元。

“大病医保”公益基金项目
运营官徐苇杭表示：“五年来，我
们在精算专家顾问团的帮助下
不断优化理赔方案。 一方面，我
们不断降低成本， 将最初 50 元
的人均保费降到了今年的最低
20 元；另一方面，我们不断扩大
保障范围，提高保障力度。 ”

最初“大病医保”只能保障
一个县 6 到 16 岁的儿童， 从项
目发起的第二年起，项目就扩大
了受益儿童的年龄范围，又陆续
启动了 9 个合作试点县项目，目
前在运营中的 8 个试点县的所
有 0~16 周岁的儿童都被纳入了
投保范围。

“‘大病医保’一直在做的，
就是在为政策试错。 ”徐苇杭希
望项目的经验能为国家医保制
度改革提供启发和参考，“就如
同‘大病医保’刚刚发起的那一
年，在鹤峰项目正式启动 6 个月
后，国务院开始在全国推动国家
大病医保。 ”

探索儿童医保新模式

在当天上午“大病医保”公
益基金五周年圆桌论坛上，湖北
省恩施州巴东县副县长黄艳妮、

蚂蚁金服公益保险产品经理王
菁、轻松筹联合创始人于亮等进
行了主题发言。 各试点县领导和
工作人员、保险金融行业、多家
公益机构及众筹机构就中国乡
村儿童面临的最现实的医疗保
障问题进行探讨。

据了解，2016 年“大病医保”
开创了新的儿童医保模型———

“巴东模式”：政府以财政出资与
地方企业捐赠的形式，与“大病
医保”进行资金配比，建构了由
政府与“大病医保”共同出资为
全县儿童投保的保障模式。 2017
年， 巴东县政府再次拿出预算
150 万元，继续为“大病医保”公
益基金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实
现“大病医保”在巴东的持续发
展。

同时，“大病医保”公益基金
2017 年在新晃首次运用最新的
保险科技，通过与支付宝展开合

作，引入“区块链”技术，捐赠人
可以通过支付宝平台追踪捐款
的流向，受益人也可随时查看赔
付情况，使捐赠和赔付过程更加
安全、高效透明。

据悉， 过去一年，“大病医
保” 公益基金联合中华儿慈会
9958、祝福宝贝、海星公益、轻松
筹等公益力量，尝试搭建儿童免
费医疗救助平台。 未来，项目计
划形成一条从前端的疾病筛查、
健康知识宣讲， 到就医引导、医
疗赔付，再到后端的贫困家庭扶
持的完善的儿童健康保护链。

此外，9 月 1 日到 7 日，“大
病医保”公益基金将在杭州南宋
序集举办“大病医保”五周年慈
善义卖展，义卖筹得所有款项都
将为中国乡村儿童购买大病医
疗保险。 截至目前，项目已收到
了来自社会各界及艺术家捐赠
的 143 件义卖作品。 （皮磊）

2017 年 8 月 25 日至 27 日，
应金荣集团邀请， 经北京市第六
医院院领导决议支持， 北京市第
六医院副院长刘肆仁率领医院各
科室主任医师专家团赶赴内蒙古
包头，为东河区南海子村村民、金

荣集团员工、包头市五当召僧人、
固阳县居民先后进行了义诊。

此次义诊活动首先在北京
市第六医院副院长刘肆仁的故
乡包头市东河区南海子村拉开
帷幕， 刘肆仁带领医院内科、外

科、妇产科及骨科等多个专科的
十多名主任医师组成的专家团
队，为村民带来了专业、便捷的医
疗服务，技术领域包括消化内科、
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普外科、
妇产科、妇幼保健等多个学科。

为了给包头地区群众提供
舒适便利的就医条件， 改善农村
群众看病难、找专家难的现状，向
广大群众倡导健康生活新理念，
提高群众健康水平，促进城乡优
质医疗服务均等化，让广大群众
共享社会进步和卫生事业发展
的成果，本着“医者仁心”的理
念，刘肆仁和包头市金荣集团董
事长共同表示今后会尽可能多
地到包头来进行无偿义诊活动。

包头市金荣集团作为内蒙
古自治区著名的跨行业发展、多
领域经营的民营企业集团，成立
以来始终恪守“信誉是金、律己
致荣”的经营信条，致力于公益

慈善事业， 不断开展扶贫济困、
捐资助学等活动。 作为去年北京
市第六医院为南海子村村民义
诊活动的延续，此次义诊活动的
开展同样为包头群众带来了极
大便利，使包头群众在家门口就
享受到了北京专家的热情服务，
接受了高水平的咨询治疗。

活动中，闻讯前来就诊咨询
的群众络绎不绝，秩序井然。 特
别是刘肆仁耐心、热心、细心地
为每一位家乡父老乡亲诊断咨
询，深深地感动了乡亲。 同时各
位专家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患
者讲解疾病诊疗、 预防知识、药
物的用法及注意事项等医学知
识。 另外，此次北京专家团特地
从北京带来了专业的医疗检查
设备，以便为前来咨询就诊的群
众提供更加精准的医疗数据，方
便对症下药。 医护人员还通过分
发宣传手册等形式， 把科学生

活、健康保健、防病治病的知识
讲解给前来咨询的群众，进一步
增强患者的防病抗病意识。

此次活动共为数百名群众
提供了诊疗和健康咨询服务，
也为包头地区的群众与北京市
先进的医疗条件搭建起了健康
的桥梁， 为包头群众到北京寻
找更好的医疗资源做了良好的
铺垫， 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
一致好评。 （苏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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