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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了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袁表明全民健康已经上
升到了政策层面袁而医疗保险是降低疾病风险尧保证全民健康的社会制度支撑袁与此同时袁医
保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遥基于 2014年和 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经验数
据袁运用 Probit尧PSM-DID等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袁探寻四种医保类型对于城乡劳动力综合
健康水平的影响遥 研究发现院第一袁综合来看袁参与医疗保险对于劳动力健康水平有着提升效
应并存在城乡异质性遥从数值看袁参保促进劳动力健康自我评价指标提升 1.7%要7.2%袁促进
劳动力心理健康水平指标提升 6.3%要11.5%袁 而促进劳动力生理健康水平指标提升 1.8%
要6.0%遥 由此可见袁除了可以减轻劳动力在看病求医时的经济负担袁参与医保更多地使得劳
动力心理增加了安全感和获得感曰第二袁利用技术手段减弱自选择偏误并进行城乡对比分析
后发现袁城镇医保提升了城镇劳动力生理健康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袁商业医保也对城乡劳动
力身心健康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遥 相比较而言袁新农合却没有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心理健康
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袁新农合的健康绩效有待进一步衡量和探讨曰第三袁除四类医疗保险之外袁
其他控制变量如日常生活习惯对于劳动力健康同样产生了一定影响遥 具体地袁抽烟对于身心
健康不利袁饮酒则对心理健康产生更多影响遥值得一提的是袁饮酒并没有降低劳动力对于自身
健康的评价指标袁睡眠质量能够显著提升健康水平遥 另外袁随着年龄增长袁劳动力的生理健康
和自评健康指标体现下降的趋势袁而生理健康指标则会增加袁性别尧受教育程度等均对劳动力
健康产生了异质性影响袁提高医保报销比例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的身心健康和健康自评遥 工
具变量的使用加强了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遥 就实证分析结论袁全面统筹城乡医保覆盖率和
服务质量袁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医保制度发展的影响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决定了新农
合的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尤其值得关注遥 在叶野健康中国冶2030规划纲要曳的倡导之下袁包含
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在内的劳动年龄人口综合健康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袁普及健康观念尧营
造健康氛围尧提升健康水平尧发展健康产业是新时期建设全民健康社会的重要任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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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2016年 10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了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袁党的十九大同时提出完善国民健康政策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遥 可见全
民健康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程度袁而医疗保险对于劳动力的保障作用尤为关键袁医保制度的
完善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强大的推进作用遥

近年来袁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袁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人民的健
康体魄袁因此袁健康问题成为了近期讨论的热点之一遥 数据显示袁2009要2014年袁我国每年体检
人数增加了 62.17%袁截止到 2014年底袁已有 3.73亿人次参与体检遥 可见社会对于健康问题的
关注度在不断提升袁然而相对于我国总人口来讲袁这项比例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淤遥 居民
的健康与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是密不可分的袁我国 2014年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已经达
到了 5.97亿人袁占同时期我国总人数的 43.6%于遥 在各项数字的背后袁医疗保险与城乡居民健
康究竟是否存在关联钥 医疗保险分别如何影响城镇和农村劳动力的健康状况钥 这其中对于不
同医疗保险缴纳参与类型袁分别如何影响劳动力健康钥 医疗保险和良好的生活方式袁哪个更能
促进健康水平的提升钥 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不仅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袁也为整个
经济社会提供全面有效健康的劳动力供给创造了有利条件袁因而这些话题值得深入探讨遥 本
文以是否参与医疗保险和居民生活方式为研究切入点袁以劳动力健康水平为研究重点袁探寻
医疗保险对于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并提出一定讨论遥

二尧研究回顾

有关医疗保险以及其对于劳动力健康影响袁国内外的研究历经了从理论研究到实证研究
的过程遥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袁医疗保险与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遥具体地袁关于医保是否
促进劳动力健康主要有两类研究结论院Gao S尧Hong-Wei H U尧Guan J等许多学者研究发现袁医
疗保险有效降低了健康风险袁不论老年劳动力还是儿童袁医疗保险的普及更加有利于提升其
健康水平袁这其中也包含了国外对于中国有关问题的研究 [2-4]曰然而袁Ross C E尧Chen G等学者
发现参与医疗保险与否对于劳动力健康水平并无太大的显著提升作用袁反而仅对于健康器械
等副产品和相关服务的兴起产生了一定影响[5-6]遥

无独有偶袁国内有关医疗保险对于健康影响的研究结论大致分为两类遥 一方面袁大多数学
者研究表明袁医疗保险能够显著促进健康水平袁尤其是在针对于不同医保类型和特定人群的
异质性研究上遥 不同医疗保险类型对健康有着异质性影响袁对于城镇医保类型的研究袁陈华尧
邓佩云研究发现城镇职工基本医保能够提升劳动力短期健康水平和长期健康状况 [7]曰刘晓婷
通过实证研究同样认为城镇医保能够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袁但新农合的作用则刚好相反[8]曰
程令国尧张晔为了弱化参与新农合与劳动力健康存在的自选择问题袁进一步利用基于消除自
选择内生性的双重差分法袁研究发现新农合显著提升了参保者的综合生理健康水平 [9]曰潘杰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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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晓燕尧刘国恩认为对于弱势群体来讲袁参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则能明显改善其健康水平 [10]遥
针对农村劳动力而言袁王红波尧孙向谦研究发现工作与否显著影响到其是否参与商业医疗保
险袁因此商业医疗保险的健康绩效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工作[11]遥马超尧顾海尧孙徐辉通过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袁在城乡医保统筹过程中袁参与更高层次的医保能够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12]遥 医保对
于不同人群健康的影响亦存在异质性袁对于儿童来讲袁李姣媛尧方向明经过数据分析之后认为
社会医保能够促进这一群体的健康水平袁但是对于流动儿童尧单留守儿童等不同类别样本的
健康水平影响存在异质性[13]曰刘玮尧孟昭群尧韩笑研究发现随着健康水平的提升袁医保的作用逐
渐减弱[14]曰同样袁王新军尧朱昕婷等学者研究发现袁医保对于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皆存在
正向影响袁同时提升了老年人医疗费用总支出[15-16]遥 可见袁医保对于劳动力健康水平总体呈现
正向影响态势袁但不同医保类型对于不同群体劳动力健康影响存在异质性遥

另一方面袁有部分研究表明袁医保对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遥 胡宏伟尧李冰水等
发现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没有显著促进居民健康袁主要促进了老年人和低收入者的健康水平[17]袁
若加入工具变量袁医保对于老年人健康则变得不显著[18]遥 罗楚亮研究发现商业医保对于 16要
60岁农村劳动力的健康自评有着显著负影响[19]袁同样是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研究袁薛新东尧孟德
锋等发现新农合并没有改变这一群体的健康状况[20-21]遥 由此可见袁医保并不是唯一影响劳动力
健康的因素袁也不会对劳动力健康起到决定性作用袁个人饮食尧生活习惯等也会影响到健康水平袁
健康尧医保与不健康行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袁这也为文中控制变量的寻找提供一定依据[22-24]遥

总体来看袁国内外有关医保及其对健康影响的研究较为完善袁历经了理论研究到实证分
析的过程袁虽然存在不同的研究结论袁但这并不互相矛盾袁只是其中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差
异所致[21]遥 然而袁大多数文献只是对劳动力健康水平做了笼统研究袁将健康水平进行分类研究
的文献相对较少遥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袁以四种医疗保险形式为主要研究范畴袁以劳动
力三种健康形态为研究重点袁借助微观数据和计量方法袁探寻医疗保险对于城乡劳动力健康
水平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提出相关建议和讨论遥

三尧机制分析

不论是城镇劳动力还是农村劳动力袁缴纳医疗保险都存在一定的健康促进作用袁而这种
对健康水平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遥 在心理上袁医疗保险的缴纳可以使劳动力心理得到一定
安全感袁并且由于意识能动性袁劳动力可以从缴纳医疗保险这一行为激励其维护自身健康遥 这
种观念本身即有利于劳动力心理健康袁而在生理上袁医疗保险的缴纳可以为劳动力患者提供
良好的医疗产品和优惠的医疗服务袁而未缴纳医疗保险的劳动力患者则可能要支付更多的医
疗产品服务费用遥 综合来看袁缴纳医疗保险可以使得劳动力对自身健康水平生成一个衡量标
杆袁这是降低疾病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袁也是促进劳动力健康水平自我评价指标提升的影响
因素之一曰因此袁参与医疗保险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到劳动力自身的健康状况遥 图 1展示了参
与医疗保险与否如何影响劳动力的健康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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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影响机制分析图

基于文献研究和机制分析袁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院第一袁医疗保险有利于劳动力生理健
康水平的提升袁并且参与不同医保类型对于城乡劳动力生理健康水平影响具有异质性曰第二袁
参与医疗保险有助于提升城乡劳动力心理健康水平袁并且进一步提升劳动力自我健康水平评
价指标曰第三袁不同劳动力人群由于参与不同类型医保从而得到健康水平的提升曰第四袁其他
变量例如良好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提升城乡劳动力的综合健康水平遥

四尧数据与方法

渊一冤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2014年和 2016年数据库渊CLDS冤袁利用两年数据

构造一个平衡短面板数据遥 CLDS数据库每两年调查一次袁为样本跟踪调查袁能够比较全面且
有代表性的对劳动力各项指标进行观测和收集遥 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袁同时为了探讨医疗保
险对于劳动力健康的影响袁本文借鉴劳动经济学中对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定义盂袁界定 16要
60岁男性和 16要55岁女性为劳动年龄人口袁选取这部分劳动力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曰同时剔
除掉有缺漏值以及不合逻辑的问卷样本袁拥有样本 29372个袁其中城镇劳动力 8307个袁农村劳
动力 21065个遥

渊二冤变量选取
基于文献研究和数据可得性袁本文选取劳动力综合健康水平为被解释变量袁选取是否参

与医疗保险为解释变量袁选取个人基本特征和生活方式等作为控制变量袁具体如下院
被解释变量遥 本文选取劳动力综合健康水平为被解释变量遥 将综合健康水平拆分为自评

健康水平尧心理健康水平和生理健康水平袁分别采用健康自评尧是否有情绪问题和身体是否疼
痛作为代替指标袁综合衡量劳动力健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袁三个被解释变量均为赋值变量遥

核心解释变量遥 本文选取劳动力是否参与医疗保险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遥 为了体现城乡差
异性袁本文将四类医疗保险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尧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尧商业
医疗保险冤分别纳入到模型当中进行分析袁对于不同受众群体参与不同医保类型进行异质性
研究袁四个核心解释变量均为二元赋值变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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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控制变量遥 考虑到影响到劳动力生理心理健康的因素较多袁 文献研究中部分学者
采用生活方式作为影响劳动力健康的中介机制袁因此袁本文选取个人生活方式等作为主要
控制变量[23]遥本文将控制变量分为个人基本信息和日常生活习惯两类袁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
别尧年龄尧婚姻状况尧受教育程度和医保报销比例袁日常生活习惯包括睡眠质量尧是否抽烟尧
是否饮酒遥 其中袁年龄尧医保报销比例为连续变量袁受教育程度为多元赋值变量袁其他为二元
赋值变量遥

各变量赋值情况见表 1袁变量客观事实性统计见表 2遥
表 1 变量赋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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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客观性事实统计

渊三冤模型设定
结合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袁本文劳动力健康水平划分为主观健康自评尧心理健康和生理

健康三个维度袁利用三个维度的实证分析结果综合评价医疗保险以及其他变量对于劳动力健
康的影响效果袁因此袁本文设立以下基本回归模型院

Health=c0+籽窑Insurance+渍nXn+着 渊1冤
基本回归模型渊1冤中袁Health为被解释变量健康水平袁在本文中细分为健康自评尧心理健康

和生理健康袁Insurance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参与医疗保险袁 这其中包含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
医疗保险袁社会医疗保险又划分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尧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袁Xn为其他控制变量袁 共有 n个袁籽为解释变量医疗保险系数袁渍n为控制变量系数向

量袁着为误差项袁c0为常数项遥
为全面衡量医疗保险对于健康水平的影响袁本文将四种医疗保险均加入到模型的解释变

量当中袁分别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尧商业医
疗保险袁同时对健康水平进行细分袁将健康自评指数尧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分别纳入到被解释
变量中袁因此袁对被解释变量建立以下计量模型院

health =琢0 +琢iinsurancei +琢5edu +琢6work +琢7marriage +琢8sleep +琢9smoke +琢10drink +琢11gender +
琢12 pro+滋1i=1,2,3,4 渊2冤

计量模型渊2冤中袁被解释变量 health表示综合健康水平袁在回归中具体分为 self_health渊健
康自评指数冤尧mental渊心理健康评分冤尧physical渊生理健康评分冤袁而解释变量中袁insurance1表示

是否参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袁insurance2表示是否参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袁insurance3表示是否

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袁insurance4表示是否参与商业医疗保险袁gender代表性别袁edu代表受
6



教育程度袁pro代表医保报销比例袁marriage代表婚姻状况袁sleep代表睡眠状况袁smoke代表日
常生活吸烟情况袁drink代表日常生活饮酒情况遥

本文被解释变量尧核心解释变量均为二元离散变量袁因此考虑使用 Probit概率模型遥 为
了有效地减少估计偏误袁进一步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渊PSM-DID冤方法进行估
计遥 该方法通过匹配后得到的野共同支持冶区域确定与实验组渊参保组冤更加可比的控制组袁再
用 DID方法进行分析袁从而取得一种类似于实验的效果袁进而能够得到医疗保险对于城乡劳
动力健康的野净效应冶遥 该方法既可以尽可能避免城乡劳动力样本对于不同医疗保险的自选
择问题袁减弱由自选择问题而产生的模型内生性袁也可以使得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更加具有
可比性遥

该方法首先估计倾向分值函数 P渊Laborit=1|Xit)袁即给定一组野可观测的特征冶情况下劳动力
参加医疗保险的概率遥 估计得到劳动力的倾向性分值之后袁再据此对样本中的劳动力样本进
行匹配遥 本文采用卡尺内最近邻匹配与核匹配这两种最常见的匹配方式袁并且匹配结果相仿袁
均通过了共同支持检验与匹配度检验榆遥进一步借鉴 Heckman等学者的模型渊3冤就可以估算得
到野医疗保险对于参保劳动力的平均效应 ATT冶[25]袁即院

子ATT
PSMDID =EP(Xi)|Li=1 [E渊吟Y1it|Li=1,P(Xi)冤-E渊吟Y0it |Li=0,P(Xi)冤 ] 渊3冤
公式渊3冤中袁吟Y1it以Y1it-Y1it-1袁吟Y0it以Y0it-Y0it-1遥 其中袁Y1it表示劳动力 i在 t时点野参与医保冶

的潜在结果袁Y_0it表示劳动力 i在 t时点野未参与医保冶的潜在结果遥 另出于简洁性考量袁式中
变量 Labori简写成为 Li遥 Li=1表示参与医保袁Li=0表示未参与医保遥

由于医保参保在城乡存在异质性袁 因此建立不同计量模型针对不同医疗保险受众群体进
行实证分析袁 对于模型中衡量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对劳动力健康影响时采用城镇劳
动力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袁针对新农合对于劳动力健康影响时则采用农村劳动力进行回归分析袁
而针对商业医疗保险对劳动力健康影响时则采用城乡劳动力样本进行混合回归分析袁 突出不
同医保类型对于劳动力健康影响的异质性和全面性遥 而对于由互为因果关系而产生的模型内
生问题袁本文进一步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渊IV冤做稳健性检验袁使得实证分析的结果更加可靠遥

模型的设定和数据的处理使用的计算机软件为 Stata13.1遥
五尧实证分析

渊一冤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将劳动力健康水平分解为自评健康尧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袁分别对城乡劳动力进行

分样本回归分析袁以体现不同医疗保险对于不同人群健康水平的针对性作用遥 因此袁在回归分
析前袁先将样本划分为参与保险与未参与保险两类群体袁为了体现样本之间的差异性尧提升数
据的区分度袁利用问卷中原始赋值情况渊健康状况赋值 1-5并依次递减冤袁分别统计样本数目袁
以确定二者的关联性遥 不同参保人群统计见图 2袁参与各类医疗保险与自评健康尧心理健康和
生理健康的平均值柱状图分别为图 3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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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类医保参保劳动力人数统计 图 3 参保与未参保劳动力三种健康水平统计

从图 2中可以看出袁由于调查数据中农村样本较多袁因此缴纳新农合的劳动力居多袁城镇
劳动力缴纳两种类型医保数量相当袁 还有部分劳动力放弃社会医保而缴纳商业医保遥 从图 3
中医保参与与三类健康水平平均值统计来看袁参与医保的健康水平值较未参保样本低袁由于
赋值越低健康水平越高曰因此袁总体来看袁参与医保的劳动力在自评健康尧心理健康和生理健
康三个方面水平均高于未参保的劳动力遥 另外袁将三种健康衡量标准横向对比来看袁心理健康
平均值最低袁因此说明不论参与医保与否袁居民对于自身心理健康评价最高袁而对于自身健康
满意度即自评健康则评价最低遥

描述性统计分析是将全样本平均值作为统计指标袁 并且可能存在自选择和内生性等问
题曰因此袁不同类型医保对于城乡劳动力健康水平的影响存在怎样差异袁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
响劳动力健康水平袁这些问题本文将在回归分析当中详细展开遥

渊二冤分样本估计结果
目前我国医疗保险缴纳制度规定袁正常情况下袁一个地区内每个公民只能办理一种医疗

保险愚遥 因此袁为了体现城乡劳动力差异和不同医疗保险参与效果的差异袁本文进行分样本回
归袁以加强回归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遥 由于城镇医保主要覆盖的是城镇劳动力袁而新农合主
要针对农村劳动力而设立的曰因此袁分别对城镇劳动力的三类健康水平对城镇职工医保和城
镇居民医保进行回归分析袁 对于农村劳动力的三类健康水平对新农合医保进行回归分析袁目
的是为了分别验证城镇医保对城镇劳动力的健康绩效水平以及新农合对农村劳动力的健康

绩效水平袁而针对混合劳动力样本的三类健康水平进行商业医保的回归分析遥 表 3中展示出
了 Probit和 PSM-DID的分样本实证分析结果舆遥

从表 3分样本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袁不同类型医保对于劳动力健康水平产生了异质性影
响遥 两种回归结果对比过后袁重点关注经过 PSM样本选择后的 PSM-DID分析结果遥

第一袁健康自评分样本回归当中袁总体来看袁医保对城乡劳动力健康自评有着促进作用袁
这种效应表现为 1.7%要7.2%健康自评评分的增加遥 具体地袁城镇医保对于城镇劳动力自评健
康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袁提升了城镇劳动力 1.7%要4.9%的健康自评指数袁这种效应在商业
医保中也得以体现袁而新农合的参与却对农村劳动力健康自评的作用不显著袁这可能是由于
8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尧医疗服务水平不如城镇先进等原因造成的遥 在野健康中国 2030冶的
大背景下袁为了全面提升劳动力健康水平袁如何提升农村地区医疗服务水平袁统筹城乡二元结
构袁加大医疗资金投入袁强化医疗设备设施袁加强医疗团队建设是值得考虑的遥

表 3 分样本 Probit与 PSM-DID实证结果

注院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遥

第二袁心理健康分样本回归当中袁医保的参与虽然会对劳动力心理健康产生一定正向影
响袁虽然其正效应增加值达到了 6.3%要11.5%袁但效果不如其他两种健康水平显著遥 回归结果
中可以发现袁新农合对农村劳动力的心理健康水平产生了负影响袁这说明医保的参与并不一
定对劳动力心理产生十足的安全感和满足感袁由于社会保险是收入水平的一部分袁加之农村
劳动力相对较的低收入水平曰因此袁参与医疗保险可能会带来一定负面心理效应遥 另外袁农村
劳动力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袁例如农业工作强度较大等遥 完善医保机制袁
提升劳动力综合满意度是当前所需关注的遥

第三袁生理健康分样本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袁四种医保类型的确会不同程度上促进劳动
力生理健康水平提升 1.8%要6.0%袁具体地袁城镇职工医保对于城镇劳动力生理健康水平的提
升效果最明显遥 而从影响系数来看袁新农合对于农村劳动力生理健康影响最大袁农村劳动力的
身体健康可以通过参与医疗保险尧降低自我缴费比例而得到良好的维持遥 相比较而言袁生理健
康对于劳动年龄人口来讲是最主要的健康指标遥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袁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袁劳
动力看病求医都有了有力的渠道和保障袁医保最重要的社会效应在实证分析中得以体现遥

总而言之袁 四种医保对于城乡劳动力身心健康和自评健康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袁 而对比
Probit回归结果与 PSM-DID回归结果袁前者回归系数略大于后者袁但总体而言差距并不大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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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某种意义上增加了实证检验的稳健性遥
渊三冤内生性问题的考量要要要稳健性检验

从分样本回归结果中可以得出袁总体来讲袁医保促进了城乡劳动力的综合健康水平遥 然
而袁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袁不论在城镇还是农村袁身体状况健康者才可能参与工作并参与医保袁
尤其对于职工医保来讲更是如此袁而身体状况较差的农村劳动力则更加会参与新农合遥 因此
推断本文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是否参与医保与劳动力健康水平存在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

关系袁加之模型建立中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解释变量与残差项相关袁也由此认为模型存在一
定内生性袁而目前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的有效办法之一是工具变量法 [26]曰于是袁本文在一阶段
Probit回归后袁考虑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 IV Probit回归分析遥

合格的工具变量应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两个原则袁即工具变量应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袁同
时对于被解释变量来讲是外生的遥 目前袁采用行业或地区均值作为个人或企业相关变量的工具
变量[27]袁或是采用外生政策尧消费投资行为尧突发情形等作为工具变量的情况居多[28]遥 因此袁在本
文的模型中袁选取以区县为单位的社区平均参保率作为工具变量袁进一步使用 IV Probit模型袁
对基础模型进行二阶段回归分析袁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遥 模型测算的 Wald统计量的估计值均
拒绝 10%水平下的临界值袁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遥从 Hansen J统计量的检验结果 p值
来看袁各个样本分组工具变量均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袁工具变量选择具有一定合理性遥

为了增强实证分析的稳定性袁此阶段 Probit回归与 IV Probit回归使用全样本作为分析对
象袁增加样本量并选取合适 IV之后进行混合回归分析遥 表 4分别展示了自评健康尧心理健康
和生理健康的全样本混合回归结果遥

从表 4中的 Probit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袁不同类别医保的参与均能不同程度上使得劳动力健
康水平有所提升袁除参与医保外袁个人生活习惯也促使其健康状况产生变化袁例如吸烟会显著降
低劳动力自身的身心健康水平袁而良好的睡眠则会缓解身心的不适遥 另外袁医保报销比例越高袁
居民的健康水平则会显著提升遥 本文的理论假设和影响机制似乎通过 Probit回归得到了验证遥

对比分析发现袁除了数据显著性和系数的微小变化外袁表 4中 Probit回归和 IV Probit回
归结果相仿袁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遥 从表 4的 IV Probit回归结果中不难
看出袁总体来讲医保对劳动力三种健康水平有着明显提升作用袁具体地院

第一袁不同类型医保对于劳动力三种健康水平皆有着正向影响且存在异质性遥从 IV Probit
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袁虽然显著性有所差异袁但是医保对于劳动力
健康总体产生着积极作用遥 从定性角度看袁城镇医保和商业医保对劳动力自评健康水平和生
理健康水平产生显著正向作用袁 城镇居民医保对于劳动力心理健康水平产生明显正向作用袁
而新农合的参与对于劳动力健康水平的影响相对不显著遥 由此来看袁参与城镇医保和商业医
保有利于劳动力提升健康自我评价水平袁而各类医保的诊疗和报销制度也自然决定了其会对
劳动力身体健康起到保障作用袁这一点从理论机制和数据分析中均得到了验证遥 值得一提的
是袁相对来讲袁参与新农合未明显提升劳动力健康水平袁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参与新农合的劳
10



动力大多为农村劳动力袁而农村地区存在医疗水平相对较低尧医疗资源相对较匮乏尧医疗服务
信息不对称等特点袁因此袁参保与否可能不会成为这部分劳动力健康水平的唯一决定因素遥 另
外袁农村劳动力对于疾病风险和健康风险的认知不足也可能导致此分析结果的产生遥 这与前
文中通过 PSM-DID模型单独研究新农合对农村劳动力的健康绩效的结果并不矛盾遥

表 4 Probit与 IV Probit混合回归结果

注院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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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袁城镇医保对于劳动力三种健康水平的提升绩效明显袁商业医保对劳动力自评健康
水平的提升影响大遥 数据显示医保总体促进了劳动力健康水平袁这其中袁商业医保对于劳动力
自评健康水平的提升影响较大袁而城镇职工医保对劳动力身心健康水平的提升影响较大遥 从
定量角度看袁不同医保类型对于不同健康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袁参与医保有利于劳动力健康
自我评价指标提升 2.2%要5.4%袁有利于劳动力心理健康水平提升 7.5%要13.2%袁有利于劳动
力生理健康水平提升 3.2%要5.1%袁而这三项数值的最大值恰恰分别是由商业医保和城镇医保
所产生的遥

第三袁其他变量对劳动力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遥 除核心解释变量医保外袁本文还加入
了个人基本信息尧生活方式等控制变量袁不同控制变量对劳动力健康水平产生了一定影响遥 例
如睡眠质量能够明显促进劳动力身心健康和自评健康袁随着年龄的增长袁心理健康水平会增
加袁而生理健康水平和自评健康水平会下降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抽烟会明显降低三种健康水平袁
而饮酒则会对身心健康产生负影响袁但会对健康自评产生一定正影响袁可见健康水平并不只
是靠医疗或医保来维持遥 从边际效应来看袁是否参与医保的边际效应数值并不是最高的遥 因
此袁生活方式等可能比医疗保险更能影响到城乡劳动力的健康水平袁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自
然成为了降低健康风险尧抵御疾病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遥

综上所述袁除了回归系数的微小变化之外袁全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样本回归结果基本相同袁
这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实证分析的稳健性和可信度遥

结合新形势下对健康全面性的定义袁健康不仅仅代表身体健康袁已经成为了居民的一种
生活状态尧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遥 因此袁努力提升医疗保险的综合服务水平袁不断完善制度尧扩
展服务尧提高质量袁使全体人民享有所需要的尧有质量的尧可负担的预防尧治疗尧康复尧健康促进
等健康服务袁全面提升城乡劳动力综合健康水平袁是现阶段所面临的任务之一余遥

渊四冤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二元 Probit回归尧PSM-DID模型与 IV Probit回归袁在使用 BP检验对异方差进行

检验时袁所有样本的回归模型均接受原假设袁即说明模型良好地避免了异方差问题遥 针对可能
存在的变量多重共线性问题袁本文采取了方差膨胀因子 VIF测量法袁对各个样本的 VIF值进
行平均后进行统计袁统计结果见表 5俞遥

表 5 各个模型和样本组平均 VIF值

从表 5中可以看出袁 各个模型中各个样本组回归分析后得到的平均 VIF值均远小于 10袁
因此判定不存在变量多重共线性问题袁数据处理和实证分析具有一定准确性和合理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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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尧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2014年和 2016年 CLDS数据袁利用 Probit和 PSM-DID 等计量方法袁通过研究
不同类别医保及其对劳动力综合健康水平的影响袁基本验证了前文的假设遥

渊一冤结论
第一袁 总体来看袁 参与各类医疗保险对于劳动力健康水平有着正影响并存在城乡异质

性袁具体地袁参保促进劳动力健康自我评价指标提升 1.7%要7.2%袁促进劳动力心理健康水
平指标提升 6.3%要11.5%袁而促进劳动力生理健康水平指标提升 1.8%-6.0%遥 由此可见袁除
了可以减轻劳动力在看病求医时的经济负担袁参与医保更多地使得劳动力心理增加了安全
感和获得感遥

第二袁通过计量模型减弱自选择偏误并进行城乡对比分析后发现袁城镇医保提升了城镇
劳动力生理健康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袁商业医保也对城乡劳动力身心健康产生了明显的促进
作用遥 相比较而言袁新农合却没有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心理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袁新农合的健
康绩效有待进一步衡量和探讨遥

第三袁除四类医疗保险之外袁日常生活习惯对于劳动力健康同样产生了一定影响袁例如抽
烟对于身心健康不利袁饮酒则对心理健康产生更多影响袁但并没有降低劳动力对于自身健康
的评价指标袁而睡眠质量能够显著提升健康水平遥

第四袁随着年龄增长袁劳动力的生理健康和自评健康指标体现下降的趋势袁而生理健康指
标则会增加袁性别尧受教育程度等均对劳动力健康产生了异质性影响袁提高医保报销比例能够
显著提升劳动力的身心健康和健康自评遥 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的使用增加了实证分析的可
信度遥

渊二冤建议和讨论
第一袁关于医保类型对城乡劳动力健康影响的异质性的思考遥 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医保

能够促进健康的基本研究结论袁 加入医保能够使得劳动力心理具有一定优越感和安全感袁并
且使得劳动力在看病求医时有所保障遥 然而袁不同医保类型对于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
性袁尤其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讲袁参与新农合并没有明显促进其自评健康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遥
这可能是出于农村医疗条件差尧农村劳动力收入较低尧医疗保险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袁加强社
会保障的公平性建设尧统筹城乡医保尧加强医疗团队建设尧适当提升医保报销比例等是目前所
需关注的议题遥

第二袁关于医保尧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的思考遥 除医疗保险能够促进劳动力身心健康外袁本
文的一个创新之处是加入了日常生活方式对劳动力身心健康的考量遥 通过研究发现袁生活方式
对城乡劳动力产生明显影响袁尤其是抽烟尧睡眠质量对于劳动力身心健康影响显著袁甚至超过
医保对于劳动力健康的影响遥 由此袁城乡劳动力身心健康水平的提升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袁医保仅仅是一种基本生活保障遥 在野健康中国 2030冶的大背景下袁日常生活方式对于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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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觑袁劳动力的健康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曰因此袁全面营造社
会健康氛围尧提升居民综合健康水平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要形成的野健康观冶遥

第三袁关于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的思考遥 本文通过探讨不同类型医保对劳动力三种类型
健康水平的作用袁综合评估医保的健康绩效袁使得研究具有针对性和全面性袁但研究存在一定
局限性遥 其中袁文章数据和方法有待丰富袁针对不同人群的研究和讨论有待展开袁随着老龄化
社会的到来和野人口红利冶的消失袁医保和老年人健康的关系尧老年人劳动供给尧医保的居民福
利效应等议题值得持续关注遥

注释院
淤数据整理自叶2017要2022年中国大健康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曳遥
于数据整理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叶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曳遥
盂劳动年龄人口的定义参考教材叶劳动经济学渊第四版冤曳袁杨河清尧张琪编著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 4版遥
榆由于采用多个模型分别做样本匹配袁出于文章版面限制袁本文未将卡尺内最近邻匹配与核匹配

结果及相关检验展示出来袁感兴趣者可以向作者索取遥
虞根据原始数据整理过后袁首先将参保人数和未参保人数做出统计袁在图 2中得以呈现袁然后根据

参保人和未参保人的三种健康水平评分进行加权平均袁 算出最终参保和未参保的平均健康水平值袁如
图 3所示遥

愚相关信息来自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全书曳袁2018 年中国法制出版社出
版遥

舆出于表格简洁性考虑和文章版面限制袁本文未将回归结果其他控制变量展示出来袁感兴趣者可
以向作者索取遥

余引自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2016年发布的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遥
俞出于简洁性和版面限制原因袁本文未将所有变量的 VIF值列出袁感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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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of Medical Insurance and Health Improvement of Labor Force
要要要 Based on the evidence from CLDS empirical data

ZHANG Qi, WU Chuanqi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Beijing 100070袁 China)

Abstract: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野Healthy China 2030冶 Plan Outline, which shows that the health of the whole people has risen to the policy
level, and medical insurance is the social system support to reduce the risk of disease and ensure the health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medical insurance is also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China爷s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in
2014 and 2016, the paper uses Probit, PSM-DID and other models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our types of medical insurance on the overall health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labor force.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Firstly, comprehensively, participation in medical insurance has an effect on the health of the
labor force and there is heterogene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numerical perspective, insured
promotion promotes the health of self-evaluation index of labor force by 1.7% -7.2% , promotes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labor force by 6.3%-11.5%, and promotes the physiological health level of labor by 1.8%-6.0%.
It can be seen, in addition to reducing the economic burden of the labor force in seeking medical treatment,
participating in medical insurance has increased the sense of security and acquisition. Secondly, the use of
technical means to weaken the self-selection bias and conduct urban-rural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urban medical insurance has improved the physiological health level and mental health of urban labor,
and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has also produced obviou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urban and rural
labor. In contrast,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has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The health performance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needs to be further
measured and discussed. Thirdly, in addition to the four types of medical insurance, other controlling variables
such as daily living habits also pose an impact on labor health. In particular, smoking is not good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lcohol drinking has more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drinking
does not reduce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labor force for their own health. And the quality of sleep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health level.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the physiological health and self-evaluation
health indicators of the labor force show a downward trend, while the physiological health indicators will
increase.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have a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the labor force.
Improvement of the proportion of medical insurance reimburse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elf-evalua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labor force. The use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nhances the reliability of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 suggested to comprehensively
coordinate urban and rural medical insurance coverage and service quality and strive to break the impact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bor
forces have determined the health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In addition, under the advocacy of the Healthy China 2030 Plan Outline, the comprehensive health
level including physic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Popularizing health concepts, creating a healthy atmosphere, improving health and developing health industry
are important tasks for building a healthy society for the whole peopl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edical insurance; health level; labor market; living habits; urban -rural dual mechanism;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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