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生育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的风险，是指生育

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统一核算、统一支出，对生育

保险制度实施以及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集和收支平

衡带来的不确定性。生育保险由于政策缺陷、资金筹

集以及待遇支出等引发的自身基金运行风险也将对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产生相应的外溢效应。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我国

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

利日益减少。

为解决上述问题，2016年我国宣布实施“全面

二胎”政策，鼓励育龄妇女生育，并通过制定出台各

项公共政策使妇女在职业、产假、卫生医疗、教育等

方面得到保障，降低妇女生育成本。为进一步增强生

育保险保障妇女生育功能，提高社会保险基金共济

能力，2016年 12月 1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 25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河北邯郸、广东珠

海等 12个城市进行试点，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有关生育保险基金单独建账、核算以

及编制预算的规定，将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合并实

施，并于 2017年 2月 24日正式启动试点工作。做好

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两项社会保险的合并实

施，既可以保障更多妇女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又能解

决生育保险基金费率低、保险待遇高可能导致的生

育保险基金账户收不抵支问题。但是当前医疗保险

收支基本平衡，生育保险赤字，两项保险基金合并

后，长期来说将对总基金（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引发较大赤字风险。

由于国家刚刚提出生育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

试点，学者多数侧重于研究其可行性，而对其风险性

的研究甚少。本文通过选取试点城市之一的珠海市，

对全国的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近年年度基金收

入、基金支出、参保人数、享受待遇人数等数据进行

分析比较，着重分析生育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将

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集、收支平衡等方面可能产

生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风险存在的政策性影响因

素称为“可控制性风险因素”，部分学者提出可以根

据基金的收支结余情况，通过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

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来影响基金收支情况，使得基

金收支达到平衡。董黎明（2014）提出，应确立基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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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基金“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收支运营

目标，并有针对性地盘活医保沉淀资金和规避基金

大幅赤字可能性，以对基金风险达到可控。罗健、方

亦兵（2013）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长过快、医

疗道德风险导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损失、弱势群体

加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带来的政策性亏损等方面对

基金的抗风险能力进行论述，从健康教育、经济、人

口、政策、结算方式等方面论证了基金抗风险能力影

响因素，为提高医保基金的安全系数和抗风险能力

提供了理论指导。

人口老龄化等不以个人或政策调整为依据的对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风险产生影响的因素称为“不可

控制性风险因素”。彭俊等（2006）以珠海市基本医疗

保险数据为例，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珠海市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可能产生赤字风险，并提出设立公平稳健

的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以及建立老龄化医疗风险基

金等措施，以抵御老龄化可能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运营带来的各种风险。

在研究基金风险考虑的变量方面，部分学者是

以基金结余变化为考量标准，申曙光、瞿婷婷（2012）
提出医保基金风险评估的指标包括两个类别：一是

当年基金结余低于过去两年平均值，表明基金结余

下降，未来基金可能存在收不抵支的风险；二是累计

基金结余低于过去两年平均值，表明未来基金存在

收不抵支的风险。朱文华（2004）以当期医保基金结

余占基金收入的比率即基金结余率为考量标准来分

析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风险。

参考上述学者的研究，本文推测出当前生育保

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对总基金可能产生的风险因

素，其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可控制性风险因

素，主要是政策性因素，即生育保险政策或基本医疗

保险政策的调整，包括参保主体、保险缴费费率、保

险缴费基数、待遇支付标准、待遇支付对象范围等因

素；另一方面是不可控制性风险因素，主要包括人口

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生育主

体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结余

率等因素。

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本文以国家、珠海市

近年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人数增速、生育保险和基本

医疗保险投保人数增速、wage指数、CPI、GDP同比

增速、人口出生率等为变量，通过实证分析，论证生

育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后对总基金可能产生的赤

字风险。

三、生育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的风险

（一）我国生育保险运营的现状和风险性因素

1986年，卫生部、劳动人事部、全国总工会、全

国妇联联合印发了《女职工保健工作暂行规定》，第

一次在法律层面对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

1988年 7月国务院发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对女职工的就业、劳动工作时间、产假、待遇、孕期保

护及其他福利等作了详细规定，并适用于我国境内

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女职工。1994年12
月，劳动部颁发《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生育

保险费用开始实行社会统筹，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

立生育保险制度。

图 1显示，近六年来生育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

比越来越小，个别省份低于 1，贵州、河北、河南、江

苏、江西、宁夏、青海、云南、重庆比值下降趋势较为

明显，说明当期收入小于支出，收不抵支，当期基金

出现赤字风险。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目前人口结

构呈现老龄化，新增育龄人口比例较低。因此，一方

面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并无显著增长，甚至有连续

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生育保险缴费虽然随着缴费基

数（一般是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 60% ~当地社会平

均工资的 300%之间）的增长有一定程度增加，但生

育保险待遇（尤其是生育津贴）发放的增长幅度远高

于生育保险缴费收入的增长幅度。

我国社保制度实施以来，获得了长足发展，各项

社保制度也得到了完善。但生育保险作为单独的险

种之一，由于社会覆盖面较小，受益人群少，导致社

会关注度不高，参保意愿不强。2015年，国务院将生

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1%降至不超过0.5%，生育保险

费率降至较低水平。生育保险在运营过程中也出现

了若干矛盾，容易引发生育保险运营风险。

1. 社会发展与法规相对滞后的矛盾。随着社会

的发展，国家法律法规对女职工的保护，尤其是对生

育期间女职工的保护程度日益增强，这与原有的法

律法规存在众多矛盾。如《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与

《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关于待遇的规定相矛

盾。《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规定生育女职工产假工

资为原工资的100%，《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

规定生育女职工的生育津贴按照本企业上年度职工

平均工资计发，两者明显不一致。为改善生育率较低

的现状，鼓励育龄妇女生育，补偿妇女因此受到的工

资损失，近年我国实施了为休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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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休假期间妇女发放生育津贴的制度，但部分地区

出现生育津贴标准过高、过度支付生育津贴以及参

保人骗取生育津贴等问题。

2. 鼓励生育与参保覆盖范围小的矛盾。国家鼓

励生育，重视生育保险参保和待遇发放问题。但《企

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生育保险的对象为

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不包括创业人员、灵活就业人

员，且生育保险受益人群较少。同时，男职工对生育

保险参保和待遇享受缺乏认识，参加生育保险的积

极性不高。2006 ~ 2016年期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覆

盖率持续保持在45%~ 67%的较低水平。

3. 生育保险参保对象与享受待遇不对应的矛

盾。近年来部分省、市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纳入生育

保险参保范围，由于机关单位行政职能的特殊性，公

务员不存在因失业引起的就业波动性，该部分群体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中促进就业的“生育津贴”待遇于

法无据，应当只享受生育医疗待遇；自主创业人员和

灵活就业人员虽然也不存在就业波动问题，但应当

纳入生育保险范围，享受生育医疗待遇。

4. 生育保险基金支出地区不平衡的矛盾。表 1
数据显示，各省生育保险基金收入支出比不平衡，这

主要是由于各省参保人数、享受待遇人数的不均衡

导致地区基金支出不平衡。针对部分城市生育保险

基金结余较多的问题，国家采取降低费率的方式，但

是生育保险基金支出的地区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

图 1 2009 ~ 2016年生育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比

注：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下同。

表 1 全国生育保险参保和享受待遇情况

注：目前生育保险应参保人数无相应统计口径，鉴于

养老保险参保率较高，因此“生育保险应参保人数”指标

以“在职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指标代替（不包含机关、

事业单位参保人数）。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生育保险
参保人数
（万人）

6458.90
7775.30
9254.10
10875.70
12335.90
13892.00
15428.70
16392.00
17038.70
17771.00
18450.98

生育保险
享受待遇

人数
（万人）

107.90
113.00
140.10
174.00
210.70
264.70
352.70
522.00
613.40
641.90
913.70

在职职工
参加养老
保险人数
（万人）

14130.90
15183.20
16587.50
17743.00
19402.30
21565.00
22981.10
24177.30
25531.00
26219.20
27826.28

参保人数/
应参保人
数（%）

45.71
51.21
55.79
61.30
63.58
64.42
67.14
67.80
66.74
67.78
66.31

享受待遇
人数/参保
人数（%）

1.67
1.45
1.51
1.60
1.71
1.91
2.29
3.18
3.60
3.61
3.28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安徽 北京 福建 甘肃 广东 广西

贵州 海南 河北 河南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苏 江西 辽宁 内蒙古

宁夏 青海 山东 山西 陕西 上海

四川 天津 西藏 新疆 云南 浙江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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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将生育保险基金并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生育保险基金运营将带来的风险是引发总基金（基

本医疗合并生育保险基金）风险的重要风险点，而生

育保险待遇中的生育津贴发放标准过高、享受生育

津贴人员范围广导致生育保险基金赤字风险是导致

总基金赤字风险的重要来源。

（二）总基金的风险性

1. 全国各省（直辖市）总基金运行情况。从图 2
的数据分析情况来看，除湖北、吉林、宁夏三省的生

育保险基金合并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均大于收入，其

余省份收入支出比均大于 1，表明部分省份潜在风

险已初步显现，其余各省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合并当期收入暂时大于支出，未呈现较大风险。

生育保险基金合并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暂时收入与支

出持平或略有增加，但合并生育保险基金后，生育保

险本身的风险溢出，会导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出现

收不抵支的潜在风险，虽然这种风险暂时并未特别

突出，但是仍然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图3为2009 ~ 2016年我国各省合并收入和支出

的比值：未合并的比值。图3表明，除西藏外，其余省

份生育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后的收入支出比均

大于未合并的收入支出比，且呈现上涨趋势，说明两

项基金合并后，总体的收入支出比大于未合并的收

入支出比，两项基金合并将对生育保险基金的赤字

风险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从侧面反映出两项保险基

金的合并将使得生育保险基金的风险产生较大溢出

效应，长期来看将使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从当期的收

入大于支出或基本持平转变为收入逐渐小于支出。

2012年国务院第 200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首次提出为产假期间的女职

工发放生育津贴，全国各地落实生育津贴政策的时

间为 2013 ~ 2015年，个别省市暂未实行生育津贴政

策。因此，因发放生育津贴导致的基本医疗保险合并

生育保险基金风险暂不明显。

下面本文将根据目前各省（直辖市）总基金的运

行情况，对可能对总基金造成影响的因素进行回归

分析，具体包括可控制性风险因素、不可控制性风险

因素，并据此分析相关因素是否会对基金造成实际

影响。

以 2007 ~ 2016年之间除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

湾以外的31个省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选取享受生

育保险待遇人数增速、生育保险投保人数增速、基本

医疗保险投保人数增速、wage指数、CPI、GDP同比

增速、人口出生率为关系变量，运用 Fisher方法，对

相关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表 2显示上述选取的变

量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图 2 2009 ~ 2016年生育、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合并收入与支出比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安徽 北京 福建 甘肃 广东 广西

贵州 海南 河北 河南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苏 江西 辽宁 内蒙古

宁夏 青海 山东 山西 陕西 上海

四川 天津 西藏 新疆 云南 浙江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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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表4可以得出：2007 ~ 2016年之间，随着

表中变量数值的不断增长，总基金收入仍保持一定

增速，并略大于支出增速。但引发总基金的风险主要

来源为生育保险待遇中的生育津贴，由于生育津贴

随着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增

长逐渐增长，因此，生育津贴将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的支出带来一定压力。

2. 珠海市生育保险（含生育津贴）支出对总基

金的影响。珠海市被人社部确定为生育保险和基本

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城市之一，不仅与珠海市的

城市特点有关，还与珠海市的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

保险运行情况有关。珠海市的发展规模和特点使得

其社会保险基础较好，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数较多，基金结余量一度较大。2016年年底，生

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939103人

变量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人数
增速

生育保险投保人数增速

基本医疗保险投保人数
增速

wage指数

CPI

GDP同比增速

人口出生率

P

229.23

221.82

214.41

220.62

317.93

161.69

182.96

Z

-10.16

-9.90

-9.65

-10.17

-13.92

-7.76

-8.51

L∗

-11.01

-10.68

-10.35

-10.75

-15.76

-7.67

-8.71

Pm

15.02

14.45

13.89

14.24

22.98

8.95

10.87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2 平稳性检验

注：∗ p<0.05，∗∗ p<0.01，∗∗∗ p<0.001，下同。

自变量

享受生育保险
待遇人数增速

基本医疗保险
投保人数增速

GDP同比增速

wage指数

CPI

人口出生率

_cons

N
adj. R2

hausman检验

（1）
混合模型

0.126∗∗∗
（4.88）

0.127∗∗∗
（7.46）

-0.0322∗∗∗
（-4.64）
0.00161
（0.86）
0.100∗∗∗
（9.92）
-0.00167
（-0.28）
-9.996∗∗∗
（-9.79）

209
0.629

（2）
固定效应

0.143∗∗∗
（5.23）

0.117∗∗∗
（6.28）

-0.0360∗∗∗
（-4.47）
0.00245
（1.20）
0.105∗∗∗
（9.90）
0.00363
（0.12）
-10.61∗∗∗
（-9.21）

209
0.574

Chi2=9.8 p=0.1332

（3）
随机效应

0.126∗∗∗
（4.88）

0.127∗∗∗
（7.46）

-0.0322∗∗∗
（-4.64）
0.00161
（0.86）
0.100∗∗∗
（9.92）
-0.00167
（-0.28）
-9.996∗∗∗
（-9.79）

209

（4）
广义OLS
0.164∗∗∗
（7.21）

0.119∗∗∗
（8.46）

-0.0310∗∗∗
（-6.69）
-0.000387
（-0.24）
0.105∗∗∗
（13.97）
0.00299
（0.81）
-10.31∗∗∗
（-13.58）

209

图 3 2009 ~ 2016年我国各省合并收入和支出的比值：未合并的比值

表 3 影响总基金支出增速的因素

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2008 2010 2012 20162014

安徽 北京 福建 甘肃 广东 广西

贵州 海南 河北 河南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苏 江西 辽宁 内蒙古

宁夏 青海 山东 山西 陕西 上海

四川 天津 西藏 新疆 云南 浙江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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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641574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364528
万元，生育保险基金在 2014年年末累计结余达到

27380万元。

2013年 10月，珠海市政府出台《珠海市职工生

育保险办法》。珠海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自2014年
以来，生育保险基金支出逐渐增大，2016年支出为

31881 万元，其中生育津贴支出 21323 万元，占

66.9%；到 2016年年底，当年结余-12016万元，基金

累计滚存结余仅 12461万元。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相

继实施“单独二胎”和“全面二胎”政策，鼓励育龄妇

女生育，根据国家和省的规定，珠海市对育龄妇女在

休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发放生育津贴，

加上生育医疗费用的支出，导致当期生育保险基金

出现较大幅度赤字现象。2006 ~ 2015年珠海市生育

保险基金收支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年底，生

育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24477万元，2006 ~ 2015年基

金平均收入增长率为 24.82%，基金平均支出增长率

为 31.49%，目前基金虽仍有结余，但基金平均支出

增长幅度大于平均收入增长幅度。从2016年统计数

据来看，生育保险基金即将面临赤字风险，需通过与

其他保险基金账户合并或提高生育保险费率的方式

补充生育保险基金的缺口。

截至2015年年底，珠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累

计结余达300203万元，历年基金收入总额大于支出

总额，基金支付能力较强，但 2006 ~ 2015年期间基

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20.40%，基金支出平均增长率

为 19.89%，基金支出平均增长率日益接近基金收入

平均增长率。珠海市2016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历年

累计结余627494万元，生育保险基金历年累计结余

仅12461万元，两项基金共结余639955万元。由于基

金支付水平不同，基金结余支撑能力不同，按照

2016年年底基金结余数额，参照2016年度平均每月

基金支出标准（不含个人账户，约 33068.75 万元/
月），如不考虑个人账户支出部分及人口增长因素，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历年累计结余支撑能力约达 19
个月。

上述数据表明，珠海市作为全国中型城市的代

表，实施生育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是可行的，

也非常必要。但为了保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能

力，避免基金支出赤字风险，需要高度关注生育保险

待遇中支出较多的生育津贴问题。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对我国生育保险运营情况及对总基金

综合分析情况的分析，可以判断国家探索实施将生

育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做法是可行的，通

过整合两项基金，可强化基金共济能力，提升管理综

合效能，降低管理运行成本，符合生育保险长效发展

的要求，也和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

念相一致。但目前生育保险还存在一定的制度瑕疵，

其公平性和有效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部分省、

市生育保险经办部门和人员分属不同行政部门，严

重影响生育保险实施的行政管理水平和效率；生育

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账统支”后，将对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撑能力产生一定压力，长远来

说将使总基金账户产生“赤字”风险。

针对我国生育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存在的问

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扩大生育保险待遇的支出渠道

1. 由财政补充支付生育保险的支出。医疗保障

的公共产品性质和医疗保障的“市场失灵”决定了政

府应该在医疗保险中承担责任。政府的角色定位和

责任关系到我国医疗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

在医疗保险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承担相应的制度设

计、立法推动、资金支持、环境维护、舆论引导等职

责，其中资金支持，尤其是基金的筹集是政府应当承

担的一项重要职责。由于实施生育保险并入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统一核算、统一支出后，各项生育保险待

遇的支出将对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产生一定压力，尤

自变量

生育保险投保
人数增速

医疗保险投保
人数增速

GDP同比增速

wage指数

CPI

_cons

N

adj. R2

hausman检验

（1）

混合模型

-0.364∗∗∗
（-4.78）

0.767∗∗∗
（9.45）

-0.0206
（-1.25）

0.00240
（0.51）

0.0702∗∗
（2.98）

-7.111∗∗
（-2.97）

216

0.470

（2）

固定效应

-0.347∗∗∗
（-4.32）

0.758∗∗∗
（8.77）

-0.0193
（-0.98）

0.00562
（1.09）

0.0704∗∗
（2.86）

-7.512∗∗
（-3.01）

216

0.382

Chi2= 4.35 p=0.50

（3）

随机效应

-0.364∗∗∗
（-4.78）

0.767∗∗∗
（9.45）

-0.0206
（-1.25）

0.00240
（0.51）

0.0702∗∗
（2.98）

-7.111∗∗
（-2.97）

216

（4）

广义OLS

-0.0274
（-0.50）

0.486∗∗∗
（7.61）

-0.0266∗∗∗
（-4.48）

-0.000132
（-0.07）

0.0878∗∗∗
（10.06）

-8.578∗∗∗
（-9.67）

216

表 4 影响总保险基金收入增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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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生育津贴在生育保险待遇中所占比例高（约占

70%）、待遇标准高（以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为基数，除以30再乘以规定的假期天数）、生育

假期延长、“全面二胎”等长效基本国策效应显现等

因素，建议由各地政府根据各自财政实际情况和当

年GDP总额情况，安排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重点

用于补充支付各项生育保险待遇的支出。

2. 将生育津贴纳入失业保险基金渠道给予支

出。生育津贴是为了鼓励育龄妇女生育、提高生育质

量、保障妇女的基本生活、促进妇女在休产假或计划

生育手术假期间稳定就业、避免妇女因生育而失业

而给予育龄妇女的工资性补偿。失业保险基金主要

用于支付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失业人员

失业期间参加培训、就医、求职等补贴和鼓励企业职

工稳定就业的援企稳岗补贴，以保障失业人员的基

本生活需要，鼓励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和保障企业职

工稳定就业。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统计，2015年、

2016年全国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分别达 1367.8亿元、

1228.91亿元，支出分别为 736.4亿元、976.12亿元，

支出分别占收入的 53.84%和 79.4%，截至 2016年年

底，全国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5333.3亿元，基金

支出渠道较窄，累计结余金额巨大。而生育津贴在当

前国情下，为促进企业安排妇女就业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鉴于目前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较大，支出渠道较

窄，结合生育津贴保障妇女就业避免失业的特点，建

议将生育津贴支出纳入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范畴。

（二）规范生育保险的参保对象范围和对应的保

险待遇

《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生育保险

的对象为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不包括创业人员、灵活

就业人员。部分省、市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纳

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实施“全面二胎”政策、鼓励育

龄妇女生育是我国目前的一项重要国策，创业人员

和灵活就业人员在生育期间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得到

保障。因此，建议在国家层面，统一将创业人员、灵活

就业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纳入生育保险

的参保范围。由于创业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不会因生育导致失业，因此这两类人员可不享受

以促进和稳定妇女就业为目的的“生育津贴”待遇，

仅享受生育医疗待遇；在缴纳社保费金额的计算方

面，可以按比例缴纳生育医疗部分的参保费用，这样

更加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

（三）有效合并两项保险的经办机构和人员

目前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经办程序、各

地经办模式不一，部分地区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

保险统一在社保部门，部分地区和城市分设在社保

部门或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上述两种模式中前一

种模式优势突出，可以有效整合社保资源，实现社保

一站式服务。因此，建议将经办部门统一在一个部

门，实现经办部门的合并和经办人员的精简，以节约大

量人力、物力成本，降低社保行政管理和运行费用，

有效利用社会公共资源。同时，企业和个人也节省了

大量社保事务办理成本，提高了经办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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