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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全面提升背景下,医疗保险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越发显著,特别
是在近年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参保人员的结构形式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此种背景
下,我国医疗保险基金运行中也展露出更多的问题。在此种背景下,就更需要加强对医疗保险运行问题的
研究,在充分进行潜在风险的探究过程中,有效分析风险管理理论研究,从而在制定科学风险控制对策的
过程中,推动我国医疗保险事业的稳定发展。为此,本文将详细论述在风险管理背景下的医疗保险基金运
行控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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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the impact of medical insurance on mass production and life is more significant, especi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in recent years, the structure form of insured personnel has also significantly
changed. In this context, the oper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insurance fund also shows mor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problems of medical insurance, and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risk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fully exploring potential risks, so as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al insurance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scientific risk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of medical insurance fu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isk management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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