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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估，到

2022年时旅游行业与健康产业会

发展为全球两大产业，在全球生

产总值中占比能够达到 11%和

12%。两大行业对未来大众生活及

经济发展均产生重要作用，而医疗

旅游行业融合了以上两大行业的

优势。根据数据得知，2019年全球

医疗健康旅游产业的规模超过

6780亿美元，在全球旅游产业经

济总规模中占比达到 17%，由此推

测在 2020年全球市场规模会接近

8800亿美元。我国与尼泊尔之间

具备稳固的合作基础以及强大的

互补效果，随着“一带一路”政策

的逐步落实，双方利用国际医疗

旅游合作的模式加深产业合作。

然而根据亚洲医疗旅游产业强国

的发展经验并融合尼泊尔的经济

发展特征，进行医疗旅游合作或

许会出现一定危机，譬如尼泊尔

医疗机构部署恶化，对于尼泊尔国

内居民的就医平等权产生风险，对

于以上可能发生的问题，本文给予

相关建议与解决方案。

一、中尼医疗旅游合作的

基础

（一）中尼医疗旅游产业合作基

础较好

1.尼泊尔关注旅游多元化开

发。尼泊尔的旅游资源丰盛，旅游

行业对于本国经济发展具有促进

作用，通过尼泊尔统计中心发布

的数据得知，到 2016年为止，旅游

业给予尼泊尔提供五十多万就业

机会，在 2017年尼泊尔的旅游产

业规模在该国 GDP 中占比高达

29%，2017-2018 财年旅游收入同

比上升 13%，2019年接待的国外游

客总量超过 108万人，同比上浮

14.3%。由此，尼泊尔更加注重旅

游行业的发展，为扩大经济发展空

间，尼泊尔根据规划落实多元化旅

游发展，比如文化旅游、体育旅游

等项目，实施医疗旅游合作适合

其国家产业规划。

2.尼泊尔对传统医药广泛认

同。2019年，尼泊尔全国范围内有

医疗机构共计 5022家，其中包括

医院、医疗站、传统医疗机构以及

初级医疗中心。在 2017年时医疗

行业的经济值在其国内生产总值

中所占比重仅有 1.74%，私立医疗

机构能够提供三级护理与保健治

疗相关服务，在综合医院与专科

医院领域中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因为医院大多聚集在加德满都谷

地，尼泊尔的医疗资源部署非常

不平均，另外私立医院是以西医

为主，收费过高，所以尼泊尔大众

更加倾向于价格较为便宜的传统

医药进行治疗，尼泊尔的用药量

大多数是传统医药。尼医与中医

理论相似，尼泊尔政府为大力发展

传统医药，在 2005年时就资助公

派学生来我国学习中医，在尼泊

尔中医医生的社会地位普遍较

高。

3.医疗旅游在中国是流行趋

势。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

游客源国家，在 2019年时我国出

国旅游的人数超过 2.3亿，同比上

涨 7%，我国游客去尼泊尔旅游超

过十万人次，是尼泊尔的第二大

客源国。根据“一带一路”与健康

产业分论坛的数据了解到，2016

年我国医疗旅游人口达到五十余

万人，消费均价定位 5万元 /人，

相比出境旅游均价已是十倍之余。

[作者简介]孙洪杰（1979—），女，沧州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酒店管理。杨婷婷(1986—)，女，重庆城市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中尼国际医疗旅游合作基础、风险及建议
■ 孙洪杰 沧州师范学院 杨婷婷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摘 要院医疗旅游在新兴产业中发展速度极快，具备非常巨大的发展潜力。为此，从国际化角度分析中尼
国际医疗旅游产业的国际发展实际状况，剖析我国与尼泊尔在该行业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行性，验证两国在医

疗旅游产业国际合作方面具备良好的基础以及强大的互补效果，运用国际合作的模式发展医疗旅游适合两国

的实际情况、发展目标以及利益需求，另外针对中尼两国进行国际合作的隐藏问题加以剖析，根据国际医疗旅

游强国的发展经验与中尼双方实际国情，对于改善、健全产业合作形式给予建议与策略。

关键词院医疗旅游；国际产业合作；“互联网 +”



ECONOMIC RELATIONS
F

PRACTICE IN

REIGN
ANDTRADE

服务贸易

携程网的研究报告中得知，2016

年经过该企业软件办理出境医疗

旅游手续的游客同比上升了 5倍。

医疗旅游在我国的接受度逐渐提

高，运用医疗旅游的形式出国逐

渐成为流行趋势。

4.我国医疗服务快速发展并

具备价格优势。因为文化旅游远

大的发展前景及中医药国际化的

内在动力，国内医疗旅游建设急速

发展，2013 年海南乐成建设了我

国首个医疗旅游先行先试区，2015

年其中医医疗机构接待俄罗斯等

出国医疗游客约两万人次。2015-

2016年间，常州和上饶都获得国

务院的特别批准，成立医疗旅游

先行先试区，随后很多旅游城市

包括三亚、杭州在内陆续发展医疗

旅游业，一些省市运用国际旅游合

作的形式加以探究，比如四川省与

泰国之间的蜀泰医疗旅游合作区。

我国医疗旅游涵盖了丰富的旅游

资源以及中医药传统文化特征，

市场发展潜质巨大。根据中国普

华研究中心报告得知，2019 年时

我国医疗旅游市场规模超过 1320

亿元人民币，推测在未来五年内

平均复合增长率能够达到 19.3%，

截止到 2021年市场规模能够达到

2600亿元以上。我国在医疗旅游

的价格方面具备较大优势，主要是

由于我国劳动力、物价水平、药品

价格及旅游价格等各方面成本偏

低。我国医疗服务具有价格优势

包含微观及宏观两个方面的原

因。微观方面，我国医疗服务成本

相对较低，主要源于有形资本投入

和技术精湛的医护人员方面成本

低，这一大优势在侵入性和诊断

性医疗旅游方面更加突出。在医

疗供给方面，中间支持服务价值

也在最终服务价格中显现，但是这

一类服务费与发达国家比较仍然

偏低，平均价格不足欧美国家的

一半。部分医疗项目在各国执行

价格的差异如表 1所示。

（二）中尼医疗旅游合作互补

性较强—以中尼经贸数据为基础

1.中尼双方旅游业互补性分

析———以服务贸易数据为基础。

尼泊尔服务贸易发展速度较快，

根据 WTO 贸易数据得知，2015 年

尼泊尔服务贸易总额度超过 26.3

亿美元，在总贸易额中所占比重

达到 35.7%，并且这一比重依然有

保持上升的态势，特别是旅游行

业服务贸易呈现快速上升的趋

势。依照我国商务部的数据统计

得知，2019 年中尼服务贸易总额

中旅游行业占据的比重能够达到

42%，运输业所占比值是 22%。2019

年，我国西藏自治区接待游客超过

3300万人，尼泊尔是全球主要的

藏集散地，然而依照商务部 2018

年第一季度的报告数据得知，我

国已然成为尼泊尔第一大客源

国。2017年至 2019年三年间中尼

两国服务贸易额是 9944.1 万美

元、9699.5 万美元以及 10816.5

万美元，双方服务贸易结构当中

旅游行业所占比重最高，然而却是

中尼贸易差额最小的一类，进而也

体现出双方在旅游行业具有互补

性的特征。

2.中尼传统医药产业互补性

分析———以货物贸易数据为基础。

尼泊尔山地居多，区域之间海拔落

差较大、温差也大，适宜药材生

长，全国药材种植量大，种类繁

多，在久木拉县就有超过五百种

药材，尼泊尔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规

划建设了多种草药种植场，成立上

百个传统草药供应站。2018年我

国和尼泊尔在传统药材贸易的进

口额超过 2145万美元，同比上涨

11.6%，以初级药材为主；出口额

达到了 202.2万美元，同比上升了

13.62%，而且以中成药为主。从而

得知，我国对尼泊尔药材的需求量

大，也侧面体现出尼泊尔药材加工

行业发展不成熟，尼泊尔经济主要

是来源于家庭手工业及小型工业，

全国范围内只有 22家中小型制药

厂，主要药物依然需要进口。

由于国家中医药现代化的促

进作用，在 2009年以后中成药长

期处于超出医药行业整体增长的

速度发展，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5.5%，而且国内中成药产业链逐

表 1 2019部分医疗项目在各国的执行价格(美元)

医疗项目 美国 印度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墨西哥

心脏搭桥术（冠状动

脉旁路移植术）
113000 100 1300 200 9000 3250

心脏瓣膜置换术 150000 950 1100 130 9000 1800

血管成形术 47000 110 1000 130 11000 1500

胃旁路术 35000 110 1500 200 13000 8000

髋关节表面置换术 47000 825 1000 120 12500 1250

脊柱融合术 43000 550 7000 900 - 1500

鼻整形术 4500 200 2500 437 2083 3200

隆胸 6000 220 2600 800 3308 2500

烤瓷牙 385 180 243 400 250 300

牙齿美白 289 100 100 - 4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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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趋于成熟，研发力度持续增强，

现在已经有 58 家中成药企业上

市，在 2017年中成药的总产值以

超过 7860亿元。由于我国中成药

产业处于强势发展阶段，对于药材

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我国与尼泊

尔进行产业合作具有互补性。

二、中尼医疗旅游合作的潜

在风险

（一）增加医疗机构失衡的风险

根据国外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

经验得知，医疗旅游的游客通常是

来自发达国家，大多数是奔赴境外

寻求技术密集型医疗服务者，提供

此项医疗服务要高昂的医疗器械等

高成本医疗资源，只有私立医疗机

构能够承担，而且在负担高成本时，

医疗旅游也作为新兴产业也会给予

运营者高回报，其结果是发展国际

医疗旅游行业会把尼泊尔现有的或

者是规划投入的医疗资源逐渐从公

立医疗机构分离，引入到私立医疗

机构，满足市场需求，使得尼泊尔原

本已失衡的医疗机构分化更加严

重。泰国和印度如今已然是医疗旅

游强国，曾经也发生过这种状况，在

最为严重的阶段公立医疗机构当中

有近 5000个职位空缺。在尼泊尔公

立医疗点本身就比私立医疗点少，

且私立医疗机构主要是西医，就医

成本高昂；而公立医疗机构主要是

传统医药，价格便宜，且全国范围内

一年中的用药量有半数都是传统医

药，尼泊尔大众对于公立医疗机构

的信赖度更高，纵容医疗机构两极

分化会产生更大的危机。

（二）高端医疗服务水平较差

发展国际化医疗旅游产业的基

础是拥有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水平。

我国公立医院拥有最为优秀的医疗

资源，且公立医院的功能与定位均

与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定位有所差

异，特别是社会中对于运用公立医

院资源给予国外患者特需服务有所

困惑；具有一定规模、医疗水平偏高

的外资医院、民营医院相对较少；目

前已有的部分具有提供国际医疗旅

游服务水平的医疗机构大多聚集在

一些医疗技术高超、设备先进且医

疗保健资源充足的城市或者是生态

环境优美的地方，其产品类型过分

单一，只是包含了体检与疗养，并未

建设完善的产业链。我国在开发与

发展国际化医疗旅游行业方面并未

有雄厚的基础。

（三）恶化医务人才流向的风险

根据 2016-2019 年尼泊尔官

方统计的数据得知，其在册医生仅

3398位，另外有传统医生 660名，

传统药剂师 694位，保健工作者有

6190名，平均每四千人中就有一位

医生，而且大多数医生并不情愿到

农村或者是偏远的地方从事医疗工

作。尼泊尔农村人口就近就医的比

重只有 59%，而城市比重高达 86%，

大多数著名医院都在加德满都谷

地，在尼泊尔全国范围内只有 10所

国家级医院，其中加德满都就有 8

所。西部卡尔纳利专区有且仅有一

家医院，尼泊尔医务工作者严重匮

乏，现在尼泊尔全国内包括公立与

私立医学院共计 8所，所能培育的

医院人才最高只到硕士学位。实行

医疗旅游的医疗机构大部分是私立

或者是大型国有机构，对外而言，此

机构的主要客户群是海外发达国家

的游客；对内而言，为了达到海外游

客的需求，其必须利用优厚的薪资

待遇招收技术精湛的医务人才，进

而才能够和其他医疗机构竞争。

（四）配套政策与合作体系并不

完善

在管理体系方面，国际医疗旅

游涵盖了卫生、旅游及工商等众多

部门共同发挥功能性作用，例如印

度设立国家医疗旅游业协会，马来

西亚也成立了国家推动保健旅游委

员会用于保障国际医疗中心的发

展，而我国并未针对医疗旅游业成

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各部门协调成

本过高，而且管理上也会出现矛盾

及时滞。在尼泊尔也具有同样的问

题，其重视发展传统医药，然而只有

草药种植与药品加工获得政策保

障，旅游行业发展繁盛，但是和尼泊

尔医疗条件的匮乏之间存在很大差

距。中尼两国在国际医疗旅游行业

表 2 2018-2019财年尼泊尔进口商品前十类

商品 进口量（万美元） 占总进口 /%

钢铁及其制品 76059.39 7.90

成品油 67256.39 6.99

车辆及配件 64764.90 6.72

机械及配件 55513.28 5.76

谷物 38239.83 3.97

电子电气设备 33609.97 3.49

药品 25783.28 2.67

电讯设备及配件 23063.24 2.40

黄金 15629.29 1.62

化肥 15498.77 1.61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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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合作要面对产业政策交流、行

业准入协调困难、沟通成本高且政

策制定效率差等诸多问题。

三、应对中尼医疗旅游合作

潜在风险的建议

（一）因地制宜开发地方特色医

疗旅游产品

尼泊尔旅游资源丰厚且分散，

医疗资源集中却又失衡，两者存在

的不对称性对于发展医疗旅游而言

是挑战也是机会。中尼医疗旅游合

作要以传统医药作为特色，坚决落

实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各地区特

色资源，发展“医”、“旅”高度融合的

合作项目。例如在加德满都谷地公

立医院多，医疗设施充分，拥有发展

外科手术等高端医疗旅游产品的基

础，在医旅项目充分发展的同时加

入旅游原色，比如对景区路线加以

规划，对家属在酒店上的安排等；医

疗条件差但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

要根据本地的自然环境、文化资源

特点开发独具特色的医疗旅游产

品，例如温泉养生、医药种植与观光

等项目。加德满都塔芒地区与市区

相距五十公里，然而与佛教圣地南

摩不达只有三公里的路程，是国际

山地步道的必经之路，尼泊尔政策

研究学会曾经要把塔芒地区作为试

验区，和我国进行农村开发示范合

作项目，是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中医

旅合作的关键机会。

（二）将传统医药作为合作重点

大部分尼泊尔民众信任传统医

药，而且尼泊尔传统医学与中医的

理论类似，尼泊尔政府为推动传统

医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在 2005年

时资助学生到中国学习中医医学，

在尼泊尔工作的中医医生享有较高

的社会地位，将传统医药作为基础

发展国际医疗旅游有普遍的基础

性；尼泊尔境内药材种植规模大、种

类繁多，全国范围内草药种植厂众

多，但其制药水平欠缺，全国只有

22家小型的制药厂，而我国具备完

善的中医药产业链，医药生产水平

高，在 2019年中尼两国在传统药材

贸易当中，进口额超过 1830万美

元，大多数是初级药材，出口额接近

21万美元，以中成药为主，两者间

存在较强的互补作用。所以中尼双

方将传统医药作为特色开展医疗旅

游行业可行性更高，将针灸作为合

作重点，针灸在尼泊尔的接受度更

广泛，相比于其他的中医药特色项

目，针灸在全球其他国家认同度也

是较高的，将针灸项目作为重点项

目有助于建设特色品牌，与国际市

场接轨。

（三）国际合作设立人才输送体

系

因地制宜发展医旅项目，要保

持输送专业人才，进而解决尼泊尔

医务工作者欠缺且分布不均衡的问

题，倡导建设针对性传统医药高校

合作体系，比如目前的云南中医学

院湄公河传统医药学院、中医药数

据库信息平台等众多以服务中国和

东南亚地区传统医药合作项目的建

立，都给予输送了足够的专业人才，

推动合作完满实施。中尼产业合作

可以吸取新加坡的发展经验，提高

学校、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良好沟通，

定时互派师生访学，要特别关注国

际人才、复合人才的综合素养，注重

传统医药对共同标准设立的问题探

究以及传统医药翻译的准确性及规

范性。

（四）借力光纤互通打造“云健

康”新平台

2018年初，尼泊尔在我国接入

宽带互联网，脱离了依靠印度互联

网接入的情况。自从接入中国网络

之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网络

通信成本，并解决对外网络传输延

时的问题，对于中尼互联网合作是

重大机会。两国可以建设互联网“健

康平台”，科学合理地利用游客健康

资料，运用大数据建设国际合作“健

康云”，强化国际传统医疗旅游诊疗

环节效率；创建网络问诊平台，为传

统疗法增加现代化方式，两国专家

可以在线上进行诊疗服务，进而提

升问诊的准确性及安全性，进而为

尼泊尔医疗工作者匮乏的问题给予

解决方案；对于目前两国各部门欠

缺协调合作体系、政策沟通困难的

问题，建设互联网平台也有助于两

国行业间的交流，利用分享产业发

展成果以及企业运营信息的方式，

给予两国设立产业政策以及实施效

果带来依据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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