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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医疗保险对中国劳动者 

就业及收入的影响 

朱 晨 刘晓鸥 连大祥 

[提 要] 本文从健康资本的角度讨论了医疗保险对不同类型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机 

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笔者将医疗服务价格变化造成的影响分解为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分析 

发现，当替代效应的绝对值大于财富效应的绝对值时，劳动者更倾向于使用增加休闲时间进行保 

健的方法对健康资本进行生产，而不是通过积极就业增加收入以购买更好的医疗保险的方式。笔 

者使用中国观测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当受到疾病冲击时，享受城镇职工、城镇 

居民和新农合医疗保险的劳动者就业率和收入均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一发现说明，休闲时间和医 

疗服务在这些劳动者之间的替代效应可能大于由医疗服务价格变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究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中国医疗保险制度壁垒是根据户籍或职业特点而设定，劳动者通过参加工作或者 

增加劳动时间提高收入的途径并不能帮助劳动者在不同的医疗保险之间进行自由转移，所以劳动 

者并不寄希望通过提高收入以寻求更好的医疗保险来购买医疗服务的方式进行健康资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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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健康资本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和 

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对劳动 

力市场有深远的影响。健康资本的生产可以通过劳 

动者投入医疗服务和休闲时间这两种生产要素来进 

行。劳动者既可以通过劳动获取更多的收入来购买 

昂贵的医疗服务，也可以通过增加休闲时间进行运 

动和保健，提高 自身机能，降低疾病带来的影响。 

这两种生产要素均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相关，具有 

明显的替代关系。医疗服务价格的变化势必会通过 

影响劳动者在劳动和休闲之间的时间分配，影响劳 

动力供给决策和劳动者收入。衍生于此的现代医疗 

保险制度，也将通过改变医疗服务价格这一途径对 

劳动力市场产生间接影响。那么，医疗保险对就业 

和收入产生影响的机制和路径究竟是什么? 

现有研究对以上问题的回答，都是通过对观测 

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后，结合单个国家的医疗保险制 

度做出结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本文则是从医疗 

服务和休闲时间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替代关系出发进 

行研究，利用斯勒茨基方程，将医疗保险对劳动力 

供给的影响分解为以下两种效应之和：一是由于两 

种要素在达到均衡时替代比例变动而引发的替代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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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二是由于价格变化引起劳动者财富发生相对变 

化所引发的财富效应。在假定休闲时间是正常商品 

的情况下，两种效应呈反方向运动。两种效应绝对 

值的相对大小，也就决定了医疗保险影响劳动力供 

给的方向和显著程度。 

中国特有的医疗保障体系为本文理论模型提供 

了很好的实证检验。由于中国医疗保险的构成主体 

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保险，不同类型的公共医 

保在覆盖范围和报销比例等方面，不仅存在明显的 

城乡分割，还呈现较大的职业差距。E13这一特点使 

笔者在实证上可以将劳动人群按照不同的保险类型 

进行分组，比较组间差异。另外，不同保险类型覆 

盖下的劳动者在购买相同的医疗服务时需要支付和 

实际支付的价格存在较为显著的不同，有利于笔者 

从实证上更好地识别由这些差异带来的影响。 

笔者选取糖尿病作为实证检验的对象。通过对 

中国 9个省份 16岁～65岁劳动人口的样本进行分 

析后发现，罹患糖尿病使不同医疗保险所覆盖人群 

的就业率和收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医疗服务价格 

上升明显降低了劳动人口的就业率，并使劳动收入 

出现大规模下滑。这一结果表明，中国劳动者面临 

医疗费用上升时，通常选择减少劳动力供给、增加 

休闲时间的方式进行运动和保健以降低病患对健康 

资本的冲击。由于就业和收入的变化并不能使劳动 

者轻易地转换医疗保险类型，劳动者并不寄希望于 

通过工作提高收入的方法来获取更好的医疗保险以 

购买医疗服务。由此可见，中国现行医保制度在调 

节二次分配、保障居民健康权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 

空间。当前医疗改革在打破以户籍、职业等因素所 

形成的医保壁垒，设计更加科学有效的方式对不同 

的保险人群进行甄别，提高人们在不同保险类型之 

间的流动性等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二、文献综述 

西方学者研究医疗保险差异化对劳动力市场的 

影响大都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背景，其结论往往也 

高度依赖这些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机 

制。Ez3以针对美国的研究为例，由于美国社会商业 

医疗保险高度发达，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通常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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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业医疗的简单补充出现。在可以被商业保险覆 

盖的人群中，由雇主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在 2012 

年为 58．5 。因此，当学者发现美国的医疗费用 

增加可能会导致源于不同样本的决策者增加、减少 

或保持原有的劳动力供给水平时，一个 自然的解释 

就是：对于由雇主购买医疗保险的群体，医疗费用 

的增加会增加劳动力供给，即 “工作锁定” (em— 

ployment lock)理论；而对于 自费购买医疗保险 

的群体，医疗费用 的增加则会导致减少劳动力 

供给。[。] 

这一解释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与美 国恰好相 

反，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是以国家提供的公共医疗保 

险为主，商业医疗保险为辅。中国现有公共医疗保 

险有四种：1952年建立的专门针对机关事业单位 

的公费医疗保险制度，简称公费医疗；1998年建 

立的针对城镇企业职工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简称城镇职工医保；2003年建立的针对农民 

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简称新农合；2007 

年建立的针对城镇非职工居民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简称城镇居民医保。不同的保险制度在 

政府、单位和个人的缴费比例，以及保障范围、待 

遇水平、报销比例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仅以平均 

报销比例而言，公费医疗的报销比例在 90 9／6以上， 

城镇职工医保在 7O 左右，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 

仅为 5O 左右。中国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尚在发育时 

期，居民基本无法通过商业医疗保险对公共保险进 

行补充。因而，中国的公共医疗保险基本决定了居 

民所能享受到的医疗服务水平。这种以户籍、职业、 

地域等因素对不同群体进行甄别的医疗保险制度， 

与发达国家市场化的商业保险制度极为不同，不能 

简单套用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 

中国学者对中国医疗保险差异化引发的就业和 

收人差异很少涉及。部分学者重点关注了不同医疗 

保险制度之间的差异和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但是 

并 没 有 将 这 些 差 异 与 劳 动 力 市 场 联 系 起 

来。E43E川3E]E7]E 3E。 另一部分研究则集中于健康状况和 

家庭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或特定医保类型所覆盖群 

体的决策行为。D03E ][ 。][ 。][ ][153E 由于这些文献和 

本文的研究视角不同，很难为本文提供直接参考。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文献的研究成果无法系 
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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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解释中国医疗保险差异化对就业和收入带来的影 

响。西方学者的研究多以特定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进 

行实证研究，笔者并不能简单地套用他们的结论。 

而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本身尚未进行过多的关注。 

本文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全新的视角出发， 

提出了适用于解释中国问题的新理论。由于本文理 

论并不依赖于特定国家的体制，较之于西方学者的 

研究成果，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三、理论框架 

设劳动者身处一个无穷时间经济体 (infinite- 

horizon economy)，且 t===0时的期望效用可以表 

示为： 

Uo===Eo U(C ，L ，H ) (1) 
一 0 

式中，U为劳动者的效用函数； 为折旧率；C 为t 

时期非医疗服务商品消费数量；L 为t时期可以进 

行锻炼、保健身体或进行其他纯休闲活动的休闲时 

间数量；H 为t时期所保有的健康资本数量，由劳 

动者的健康生产方程 (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 

HPF)决定 ： 

(2) 

式 (2)的含义为，劳动者可以通过投入医疗 

服务 (M )、利用休闲时间 (L )进行锻炼和保 

健的方式生产健康。两种投入品的边际产出均为正 

值且随着投入增加呈递减趋势。两种投入品的交叉 

偏导数大于零。 

劳动者的效用最大化过程还受到了预算和时间 

两个约束条件的限制。预算约束为： 

Y 一wN +A 0一 C + P M (3) 

式中，yf为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N 为劳动力供 

给；叫为平均工资水平；wN 即为劳动者的劳动收 

入；A。为决策者在 t时期非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 

可以包含各种投资性收益、继承的财产等。由于模 

型中所涉及的变量无法决定非劳动收入，笔者将其 

作为模型参数处理。 ，P 均为参数，分别代表非 

医疗消费品的价格和医疗消费品的价格。时间约束 

8f1 

可以写为： 

T===N +L (4) 

式中，丁为劳动者可以用来分配的有效时间总量， 

通常设为固定值 (如 1天或 24小时)。 

式 (1)～式 (4)构成了劳动者的一个动态规 

划问题。为了获得便于理论分析的结论，笔者将关 

注于劳动者的马尔科夫完美均衡 (Markov perfect 

equilibrium，MPE)策略，即劳动者的各种资本 

完全折旧，且并没有进行跨期投资。劳动者每一期 

的决策仅仅依赖于劳动者的当期选择。̈l7 由此，劳 

动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简化为： 

max U(C ，L ，H (L ，M )) 

S．t． P C + P M +wL 一wT+A0一A 

笔者将 A 定义劳动者 的财富水平。令 U ， 

UL，UH为 U对于 C ，L ，H 的偏导数， L， 

hM为H 对于L ，M 的偏导数。可以解出劳动者 

在达到效用最大化时的 C ，L ，M ， ： 

C 一C ( ，PM， ，A) 

L 一L (P ，PM，7AJ，A) 

M 一M ( ，PM，叫，A ) 

一 (户 ，PM，7Y2，A) 

本文模型理论关注的焦点是医疗保险的差异 

(即医疗服务价格的差异)对劳动者劳动决策的影 
r 

响。由于模型最终 目的是解出 ，所以笔者 
0 P 

要对劳动者的最优选择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解得 

a L 

a P ’ 

一  

a 一l t，l 

a F 

a C 

a F， 

a C 

a F 

a C 

M  

l t，l 

a F， 

a C 

a F， 

a C 

a F 

a C 

a F 

a M ， 

a F 

a 

a F， 

a 

a F 

a 

a F 

a 

a F。 

a 

a F 

a 

(5) 

一 ～ 一 一 ～ a—a a—a 



式中，lJ l是式 (12)的雅可比行列式。在劳动者 

的决策达到最优状态时，必有 ll，l和式 (6)的海 

瑟行列式相等，且均为正定矩阵，即 lJ l>0。 
r 

为了理解 的运动方向和路径，笔者进 
d 

一 步讨论式 (5)的结构。首先，笔者解出替代 

效应为： 

( )⋯ 

a F 

a C， 

a F0 

a C， 

a F 

a C， 

a F 

a M ． 

a F0 

a M + 

a F 

a M ． 

a F 

a 

a F， 

a 

a F 

a 

(6) 

其次，用类似方法笔者可以通过变化参数 A 

的大小，解出财富效应 o L ?
： 

a Lf*
一

一 1 

a A —I J I 

a F 

a C 

a F， 

a C， 

a F 

a C， 

a F 

a M  

a F2 

a M  

a F3 

a M 

a F 

a 

a F2 

a 

a F3 

a 

(7) 

将式 (6)和式 (7)代人式 (5)，笔者可以求 

出÷ 一的斯勒茨基方程，并表示成如下形式： 
0 Pm 

一 ( )⋯  一MP P × A ㈣ a ＼a ／ ．铂￡ 一a ⋯ 

式 (8)表明，不同的医疗保险通过改变医疗 

服务价格，不仅使得劳动者用休闲时间替代医疗服 

务的比率发生改变，还使劳动者的真实财富水平发 

生了变化。因而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替代效应。 

其定义为，笔者对劳动者真实财富水平变化进行补 

偿，即将劳动者的购买力还原至医疗服务价格变动 

之前，所获得的单纯由于医疗服务价格变动所引发 

的由于替代关 系改变带来 的劳动决策改变，用 

( ) 来表示。二是财富效应。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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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给劳动者的财富值取走之后，所获得的单纯由于 

财富水平变动而引发的劳动决策改变，用 一M × 
r * 

来表示。笔者将式 (8)总结为下列命题： 
0 儿  

命题 1 不同的医疗保险引起劳动者在购买医 

疗服务时所支付的价格不同。而医疗价格改变不仅 ， 

改变了劳动者在休闲和 医疗服务之间的替代关系， 

也改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因此，不同的医疗保险 

对劳动决策的影响由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构成。 

命题 2 当休闲时间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正常商 

品且与医疗服务为净替代品时，替代效应和收入效 

应呈反方向运动。医疗保险对劳动者决策影响的最 

终运动方向和大小取决于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绝对 

值的相对大小。 

在命题 1中，假设在 C 不变的情况下，笔者 

可以将 L 和M 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图1。如图 1所 

示，设劳动者预算约束为AB，且与无差异曲线相 

切于点 E。当医疗服务价格升高时，预算线以 B 

点为轴心向内旋转至A B，并重新与无差异曲线相 

切于点 。点 E与点 之间纵坐标的差值就是式 

(15)中的 L 的最终变化量。为了将这个变化量 

可以分解成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 ，图 1给出了财富 

效应的绝对值大于替代效应绝对值的情况，对应于 

劳动者休闲时间减少，劳动力供给增加。 

命题 1和命题 2的推导过程并不依赖于特定国 

家的医疗保险制度，因而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以 

西方学者的发现为例。如果实证检验中发现医疗价 

格上升导致劳动力供给上升，即替代效应的绝对值 

较小，可能是由于劳动者更倾向于通过参加工作或 

者增加劳动时间的方式，通过雇主购买保险。反之， 

需要自行购买保险的劳动者则可能更倾向于使用休闲 

时间进行运动和保健，以替代医疗服务。从这个角度 

来说，“工作锁定”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真正影响 

劳动者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相对大小的，很可能是医 

疗保险的可获得I生 (accessibility to health care)。 

为，在保持医疗服务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笔者将补 象， 

四、实证研究方法 

本文实证研究的目的，是以糖尿病作为检验对 

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 (China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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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L 和M 之间的变动关系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分析中国不同类型 

的公共医疗保险对所覆盖人群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由于在实证过程中并无有效办法可以分离理论模型 

中所讨论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笔者只能通过比 

较不同医疗保险群体对疾病的不同反应，结合理论 

模型反推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之间可能存在的 

关系。 

另外，实证模型中要使用劳动者是否患糖尿病 

来描述劳动者健康状况，如何解决这一解释变量的 

内生性问题便成为影响实证结果的关键性问题。糖 

尿病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来源主要有两个。第一，由 

遗漏变量问题导致的患病与否与回归等式中的随机 

扰动项相关。由于糖尿病可能与很多难以观测到的 

因素相关，这些因素一旦被包含在随机扰动项中， 

就会引发糖尿病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例如，一个有 

着较高 自我期许和动机的个体倾向于获得更好的工 

作以及更高的报酬，而这种内在的自我激励可能又 

会使其选择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从而降低糖尿病 

的发病率。而个体动机变量是研究者无法直接观测 

到的。第二，由患病与否与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之 

间的 “双向因果关系”引发的内生性问题。糖尿病 

可以影响劳动者的职业和收入，而职业或者收入状 

况也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生活方式影响糖尿病发病 

率。例如，常年久坐于办公室、缺乏锻炼的人员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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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升高。综上所述，如果回归中忽 

视了上述内生性问题，在实证检验中则无法得到无 

偏的参数估计值。 

笔者采取两种方法应对不同来源的内生性问 

题。一是引入与职业、地区相关的解释变量作为研 

究者无法观测因素的代理变量，尽可能减少随机扰 

动项中存在由于遗漏变量问题所导致的内生性问 

题。二是引人工具变量处理由于双向因果关系引发 

的内生l生问题。笔者使用了两组工具变量。第一组 

是糖尿病家族病史。l1。][ ]因为糖尿病的潜在遗传危 

险因素 (genetic risk factor)对亚洲人的影响相较 

非洲人和白种人更大，在中国背景下以家族病史作 

为工具变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二组是社区糖尿 

病发病率。由于糖尿病发病率与环境因素密切相 

关，社区糖尿病发病率变量可以作为衡量小范围内 

居民的饮食结构、食物摄取量、体力活动、自然环 

境等特征的综合指标。医学证据也表明该变量与个 

体糖尿病发病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o3这一工具 

变量的使用在关于糖尿病 问题的实证研究 中尚 

属首次。 

(一)实证模型 

笔者将构建两个实证模型研究糖尿病对享受不 

同医疗保险覆盖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影响。 

模型 1：构建迭代双变量 Probit模型研究对就 



业 的影 响 。 

劳动者的就业选择为非线性模型中的离散选择 

问题。在非线性模型中处理工具变量的过程相较线 

性模型更为复杂。本文选择使用递归双变量 Probit 

模型 (recursive bivariate probit mode1)，通过构 

建具有相关性的联立方程组的形式，将工具变量有 

效地引入离散选择问题 中以解决二元变量的内生 

性。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且 

fEmployment —z：al+Diabetes Or 2+e 

lDiabetes7一z：y1+z'ir2+u 
(18) 

f如果 Employment > 0，Employment 一1； 

l 反之，Employment 一0 

J如果 Diabetes{> 0，Diabetes 一1； 

【 反之，Diabetes 一0 

式中， 

( )～[(罟)，( )] ㈣ 
式中，Employment 和Diabete S 分别表示样本中 

的劳动者 i就业和患病与否；Employment 和 

Diabetes~分别为上述变量的潜变量。潜变量取值 

大于 0表示劳动者参加工作 (Employment ：：=1) 

或患病 (Diabetes =-1)，反之亦然。 为影响劳动 

者就业决策和患病与否的外生解释变量，包含性 

别、年龄、职业、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户口类型 

以及省级虚拟变量。Z 为外生工具变量，包含被访 

者家庭成员的糖尿病史和所在社区的糖尿病发病 

率。随机扰动项 ￡ 和 服从标准二维正态分布。 

相关系数p代表了两个方程之间随机扰动项的相关 

程度。p的估计值显著不为 0，表明糖尿病的内生 

性问题存在。 

模型2：构建工具变量回归模型研究对收入的 

影响。 

模型具体表示如下： 

in(inc )一z l+Diabetes 卢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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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n(inc )为劳动者 i年收入的 自然对数值； 

变量 和Diabetes 的意义与模型 1相同。工具变 

量仍为 Z 。由于收入模型为线性模型，我们可以 

使用广义矩法 (GMM)对模型 2进行估计。 

(二)数据 

实证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 2009年和 2011年的 

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 (CHNS)。调查由美国 

北卡罗来纳大学人 口研究中心和中国疾病与预防控 

制中心合作完成。调查范围为黑龙江、辽宁、山 

东、河南、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共计 9 

省 (自治区)。 

本文使用数据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源于2011年 

CHNS成人调查问卷中个人基本特征、就业特征、 

收入状况等信息。二是源于 2009年 CHNs收集的个 

人生物标记数据 (biomarker data)。笔者使用生物标 

记数据中的糖化血红蛋白 (HbAlc)浓度作为判断 

被访者是否患有糖尿病的指标。根据国际通行办法， 

笔者将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大于或者等于 6．5 的被 

访者归为糖尿病患者，反之则归为健康人群。与已 

有研究中大多采用糖尿病 自评或自述数据相比，由 

血液样本检测得到的糖化血红蛋白数据更为科学和 

客观。该数据可以有效解决由糖尿病患者确诊率和 

自身知晓率过低带来的偏差，避免将未诊断的糖尿 

病患者当作正常健康人群对待而导致的估计偏差。 

笔者以 18岁～65岁的劳动人口样本作为研究 

对象，有效样本中共获得 4 462个观测点。其中包 

含糖尿病患者 323人，占样本总数的 7．2 。笔者 

将劳动者是否参与工作及个人的年收人情况作为衡 

量劳动就业与收入的因变量。解释变量包括年龄、 

教育年份、性别 (虚拟变量，男性一1，女性一0)、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已婚===1，未婚一O)以及户 

口类型 (虚拟变量，城镇／非农户口一1，农业户口 

一0)。笔者还利用 CHNS中较为详细的就业特征 

数据 ，将被访者的职业归为七大类 (包括农 民、 

制造业人员、商业及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 

员、办事人员、管理者 以及 自雇人员)，用于控 

制职业类型差别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此 

外 ，笔者还使用了省级虚拟变量 以控制地区间 

差异。 

表 1根据劳动者的糖尿病患病情况以及所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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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类型，列出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社会 

经济特征、健康状况以及糖尿病患病率的职业／地 

区分布等方面的描述性统计值。可以看出，与正常 

健康人群相比，糖尿病人群的平均年龄、男性所占 

比例、已婚比例和持城镇户口所占比例都略高。对 

于笔者所关注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情况，样本中 18 

岁～65岁的健康人群与糖尿病患者在 2011年参加 

工作的比例分别为 88 和 78 。就年收入来看， 

健康人群与糖尿病患者在 2011年的平均年收入 

分别为 22 850和 20 172元 ，相 比之下糖尿病患 

者的平均年收入要低 11．7 。从医保类型来看 ， 

持有公费医疗的劳动者平均年收入达 31 977元 ， 

约为持有新农合／城镇居 民医保劳动者年收人的 

1．6倍。 

五、实证结果 

(一)医疗保险差异对就业的影响 

实证研究中比较不同群体之间的系数估计值的 

差异通常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将总体样本按照 

某种群体特征划分为几个子样本，对子样本分别使 

用相同的模型进行分析，比较每个子样本对应系数 

估计值的大小。二是使用虚拟变量区分不同群体， 

对总体样本进行估计时包含区别不同群体的虚拟变 

量以及虚拟变量与研究所关注变量的交互项。在样 

本量不足的情况时，研究者通常选择使用第二种方 

法。但是该方法人为设定所有子样本除虚拟变量之 

外的解释变量都具有相同的系数，通常与现实不 

符。而本文的样本观测值较多，所以采用了比较子 

样本系数估计值的方法。表 2列出了三个子样本的 

系数估计值，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就业。 

表 2列 (2)～列 (3)显示，患病与否对于 

享受公费医疗和城镇职工医保的劳动者就业率并 

无显著影响。而表 2列 (1)则表明，对于参与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医保的劳动者，罹患糖尿 

病使他们的就业率下降。表 2最后一行列出了糖 

尿病变量对就业的边际影响。结果显示，患病使 

享受城镇居民和新农合医保的劳动者的就业率下 

降了 6．2 ，而对其他两类劳动者的就业率并无 

影 响。 

(二)医疗保险差异对就业的影响 

笔者对三个子样本分别使用 GMM 方法对工 

具变量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子样本中解释变量 

对就业的影响，如表 3所示。 

表 3中列 (3)显示，患病与否对于享受公费 

医疗和城镇职工医保的劳动者的收入并无显著影 

响。而表 3列 (1)～列 (2)则表明，对于其他两 

类劳动者，罹患糖尿病使他们的收入出现了明显的 

下降。其中，对享受城镇居民／新农合医保的劳动 

者收入的影响是城镇职工医保 的 1．85倍。而计 

算的边际影响也表明，罹患糖尿病使得城镇职工 

医保和城镇居 民／新农合 医保群体 的年收入分别 

下降了 31．5 和 58．2 。对 比参与公费医疗的 

患者，糖尿病的影响对这两个群体收入的影响是 

惊人的。 

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健康状况、户籍、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等因素如何决定不同人群的收入差 

异，笔者按三种医保类型绘制了主要变量对年收入 

边际影响的雷达图，如图 2所示。由图 2可以看 

出，在控制了职业隔离和省级固定效应后，受教育 

年份每增加 10年，对于公费医疗人群、城镇职工 

医保人群、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医保人群的收入 

溢价效应分别为 53 ，45 和 16 。而年龄每增 

加 1O年，其收入影响力只对公费医疗人群和城镇 

职工医保人群显著 (24 和 17 )，对于城镇居民 

医保／新农合医保人群几乎没有影响。城镇户口变 

量对参与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医保的人员具有显 

著的收入影响 (2 )。男性身份对于公费医疗人 

群、城镇职工医保人群、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医 

保人群 的收入溢价递减，分别为 18 ，12 和 

11 。糖尿病的收入影响力如前所述对于城镇职工 

医保人群为 31 ，对于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医保 

人群更是高达 58 9／6，而对于公费医疗人群的作用 

则在统计上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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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是否患有糖尿病 按医疗保险类型 

变量 总体 新农合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 健康人群 糖尿病患者 公费医疗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 

年收入 (元) 22 687 22 850 2O 172 19 593 30 581 31 977 

劳动 (29 079) (29 668) (17 589) (25 714) (36 913) (23 942) 

力市 年收入对数 9．62 9．62 9．57 9．44 10．07 1O．22 

场表 (1．00) (1．00) (O．97) (1．O5) (0．65) (O．54) 
现 0

． 87 0．88 0．78 0．96 0．64 0．73 劳动参与率 

(O．33) (0．32) (O．42) (O．2O) (0．48) (0．45) 

社会 年龄 48．54 48．19 53．81 48．06 49．88 49．19 

及经 (10．29) (10．34) (7．8O) (10．34) (1O．O5) (10．O2) 

济特 8．31 8．32 8．16 7．19 11．07 12．13 
征 受教育年份 (3

． 84) (3．83) (4．O1) (3．49) (3．10) (3．19) 

0．49 0．49 0．60 0．48 0．51 0．60 男性 

(O．5O) (O．50) (O．49) (O．50) (O．5O) (0．49) 

0．92 0．92 0．93 0．93 0．90 0．91 已婚 

(O．27) (O．27) (O．25) (O．26) (O．3O) (0．28) 

0．29 0．28 0．31 0．17 0．62 0．49 城镇户口 

(0．45) (O．45) (0．47) (O．37) (O．49) (O．5O) 

健 糖化血红蛋 5．58 5．43 7．79 5．55 5．63 5．67 

康 白浓度 ( ) (O．83) (O．45) (1．72) (O．81) (0．86) (O．98) 
状 糖尿病 0．06 o．O0 1．oo 0．06 0．07 0．07 
况 患病率 (O

． 24) (0．00) (O．OO) (O．23) (0．26) (0．26) 

0．41 0．42 o．34 o．57 0．01 o．O2 农民 
(O．49) (0．49) (O．48) (O．50) (0．09) (O．14) 

0．14 0．15 0．08 o．15 0．15 0．09 制造业人员 
(O．35) (0．36) (O．28) (O．35) (o．36) (O．28) 

商业及 0．14 0．14 0．17 0，16 o．10 0．05 
服务业人员 (O．35) (0．35) (O．37) (0．37) (O．29) (O．21) 

职 专业技 o．07 0．08 0．06 0．O2 0．19 0．38 
业 术人员 (0．26) (O．26) (O．24) (O．13) (O．4O) (0．49) 

o．04 o．04 0．O5 0．02 0．11 0．10 办事人员 
(0．2o) (O．20) (0．22) (0．14) (O．31) (0．30) 

o．04 0．04 0．05 o．02 o．O8 o．1O 管理者 
(o．19) (0．19) (0．21) (0．14) (0．27) (O．30) 

o．02 o．O2 o．03 0．03 0．Ol 0．O0 自雇人员 
(O．15) (0．14) (O．16) (0，17) (0．O8) (O．oo) 

0．11 0．11 0．12 0．09 0．17 o．09 辽宁 

(O．32) (O．32) (O．33) (0．29) (0．38) (O．29) 

0．13 0．14 o．1O 0．14 0．12 0．18 黑龙江 
(O．34) (o．34) (0．3O) (O．34) (O．33) (0．39) 

0．13 0．13 0．13 0．11 o．20 0．07 江苏 

(O．34) (O．34) (O．34) (O．32) (O．40) (O．26) 

o．12 o．11 o．29 0．13 o．11 o．15 山东 

(O．33) (O．32) (0．45) (O．33) (0．31) (O．36) 

省 0．10 0．10 o．15 0．11 o．06 O．12 
份 河南 (O

． 30) (o．30) (0．36) (O．32) (0．23) (O．32) 

0．12 o．12 0．09 0．12 0．13 o．04 湖j 
(O．32) (o．32) (0．28) (0．32) (O．34) (0．2o) 

0．09 0．09 0．03 0．08 O．11 0．15 湖南 
(O．28) (O．28) fO．18) (O．26) (O．31) (O．36) 

o．11 o．12 0．03 0．13 0．04 0．14 广西 
(O．32) (0．32) (0．16) (O．34) (o．18) (O．35) 

o．08 0．09 0．06 0．09 o．07 0．O5 贵州 
(O．28) (O．28) (O．24) (O．29) (O．25) (O．22) 

样本量 4 462 4 139 323 3 049 1 l83 230 

说明：根据CHNS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其中糖尿病患者的划分按照被访者糖化血红蛋白浓度大于或等于 6．5 oA作为诊 

断标准，括号中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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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糖尿病对不同医疗保险类型患者就业的影响 

(i) (2) (3) 

因变量：是否就业 新农合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公费医疗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一

1．255 一O．153 o．1o5 糖尿病 

(o．526) (o．506) (o．602) 

1．O22⋯ 1．664⋯ o．978 男性 

(o．141) (o．193) (0．403) 

一

O．154 O．612** 一O．441 已婚 

(o．235) (o．240) (o．509) 

一

1．315⋯ 一0．302 O．156 城镇户口 

(0．158) (O．148) (O．367) 

一

0．148 o．026 o．064 受教育年份 

(o．137) (O．024) (o．o54) 

O．692⋯ o．330 一o．374⋯ 年龄 

(0．227) (0．I79) (0．1O1) 

o．005 o．0oi o．005⋯ 年龄 ×年龄 

(0．002) (O．002) (o．OO1) 

25．812⋯ 13．844⋯ 15．311⋯ 截距 

(6．557) (4．780) (2．230)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3 049 l 183 230 

糖尿病的边际影响 6．2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为在 I 水平上显著，“为在 5 水平上显著， 为在 10％水平上显著。 

实证结果表明，由于医疗保险差异所导致劳动 

者在购买医疗服务时所支付的价格差异，极大地影 

响了劳动者的劳动决策。随着医疗保险报销比例的 

下降，劳动者需要为相同的医疗服务支付更高的价 

格，其就业和收人随之下降。根据理论模型的分 

析，对上述实证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对于不能 

享受公费医疗的群体来说，当医疗服务价格升高 

时，劳动者替代效应的绝对值大于财富效应的绝对 

值，导致了劳动者更倾向于使用增加休闲时间进行 

保健的方法对健康资本进行生产。究其原因，可能 

是由于中国医疗保险制度壁垒是根据户籍或职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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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而设定的，劳动者通过参加工作或者增加劳动时 

间提高收入的途径并不能帮助劳动者在不同的医疗 

保险之间进行转移，所以劳动者并不寄希望寻求更 

好的医疗保险以购买医疗服务的方式进行健康资本 

的生产。 

六、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基于劳动者如何在休闲时间和医 

疗服务之间进行选择的理论模型，从健康资本的角 

度讨论了疾病冲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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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糖尿病对不同医疗保险类型患者年收入的影响 

(1) (2) (3) 

因变量 ：年收人对数 新农合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公费医疗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一 0．871⋯ 一0．378 O．142 

糖尿病 
(O．336) (0．190) (0．239) 

O．111⋯ 0．105 O．164“ 

男性 
(O．043) (O．042) (O．083) 

— — o．070 一 O．O15 0．034 

已婚 
(O．075) (O．064) (0．096) 

o．022 O．O52 O．O57 

城镇户 口 
(O．o12) (O．044) (0．092) 

O．O16** 0．044⋯ 0．O52⋯ 

受教育年份 
(O．007) (0．013) (O．007) 

O．O12 0．024⋯ O．O17⋯ 

年龄 
(O．015) (O．007) (O．003) 

— — o．OOl 一o．001⋯ 一O．OO1⋯ 

年龄×年龄 
(O．002) (0．o00) (O．ooo) 

8．321⋯ 8．422⋯ 8．520⋯ 

截距． 
(O．333) (O．391) (O．773)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3 049 1 183 230 

糖尿病的边际影响 ～58．2 ⋯ 一31．5 ”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 分别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糖尿病对于公费医疗人群收入的影响系数 

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所以笔者在计算糖尿病的边际影响中将糖尿病对这一人群的影响忽略不计。 

发现，由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险引起劳动者在购买医 

疗服务时所支付的不同价格，不仅改变了劳动者在 

休闲和医疗服务之间的替代关系，也改变了消费者 

的购买力。因此，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险对劳动决策 

的影响由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构成。而替代效应和 

收入效应呈反方向运动。医疗保险对劳动者决策影 

响的最终运动方向和大小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绝 

对值的相对大小。 

笔者使用中国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 

验。实证结果表明，在面对疾病冲击时，由于中国 

现行医疗保险体制存在结构性分割，导致分属不同 

群体的劳动者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扩 

大。由于中国医疗保险制度壁垒是根据户籍或职业 

特点而设定的，很多劳动者通过参加工作或者增加 

劳动时间提高收入的途径并不能帮助劳动者在不同 

的医疗保险之间进行转移，所以他们并不寄希望寻 

求更好的医疗保险以购买医疗服务的方式进行健康 

资本的生产。对于享受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新农 

合医疗保险的劳动者来说，由于休闲时间和医疗服 

务之间替代效应的绝对值大于财富效应 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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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户口 

男 
性 

口 公费医疗 口 城镇职工医保 

广] 城镇居民医保／ 
一 新农合 

图 2 主要变量对年收入边际影响雷达图 (按医保类型划分) 

说明：糖尿病、城镇户 口、男性为虚拟变量，其边际 

效果代表各变量 “从无到有”对年收入的百分比影响；年 

龄和教育年份为连续变量，这里列出了它们每增加 1O年对 

年收入的百分 比影响；其 中统计影响不显著 的项被标注 

为 0。 

导致了劳动者更倾向于使用增加休闲时问进行保健 

的方法对健康资本进行生产。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现行的公共医保制度通过 

设置户籍和职业壁垒，增加了不同户籍和职业人群 

在医保体系中流动的困难，因此在调节居民收入、 

有效保障居民健康方面存在较大不足。所以，医疗 

改革应该从打破以户籍、职业等因素所形成的医保 

壁垒，设计更加科学有效的方式对不同的保险人群 

进行甄别，提高人们在不同保险类型之间的流动性 

等方面着手。首先，政策制定部门应当认识到健康 

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在当前中国面临慢性病 

井喷式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情形下，将改善和提高 

居民健康状况作为一项重大而长远的目标。第二， 

着力缩小公共医疗保障体系在不同人群之间资源配 

置的差异，缓解劳动者在遭受疾病冲击时由于医保 

制度隔离而造成的就业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化。事实 

上，随着 2014年以来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取消农业 

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公共医保制度的并轨 

也被提上日程。而一些地区也已初步实现了城镇居 

民医保和新农合医保制度的整合，以及公费医疗和 

城镇职工医保的并轨。第三，为商业医疗保险的发 

展创造良好的空间。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公共医疗保 

险的有效补充，通过市场化运营模式可以有效满足 

不同劳动者对医疗保险的需求，从而减少疾病对不 

同类型劳动者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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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 PACTS oF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oN LABoR M ARKET 

PERFoRM ANCE 

ZHU Chen LIU Xiao—ou LIAN Da—xiang。 

(1．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2．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3．University of Texas)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s of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o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in— 

come．The theoretical model decomposes the total effect of a change in the health service charge into a sub— 

stitution effect and a wealth effect．The tWO effects take the opposite signs．W hen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is 

greater than the wealth effect．an individual prefers to substitute health care with leisure time by partici— 

pating more in the labor force to increase income and then to purchase better health insurance．W e use the 

data from China to test the theoretical findings．Empirical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in 

China is greater than the wealth effect．A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the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in Chi— 

na dictates barriers across different insurance schemes according to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ypes or occupa— 

tions．Individuals are not able to move freely between different insurance schemes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labor forces or increasing labor supply． 

Key words：health insurance；income gap；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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