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色经济条件下的医疗服务体系重构
———辨析老年长期照护与医疗服务的关系

杨燕绥，陈诚诚

(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櫹
［摘 要］ 健康长寿的社会常态刺激了老年医养服务需求，从轻到重的排列包括日常照料、失能护

理、慢病管理、病后康复、急症诊疗，有病与非病、医与非医、残与非残的区别。一概而论地谈老年长

期照护，可能导致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与需求的错位。本文坚持“分类以提高质量”和“整合以降低成

本”的原则，将老年长期照护需求分为老化失能照料、病残失能护理、失智老年人长期照护三类，并从

持续天数、实施场所、服务内容、支付方式、受益人群和支付工具六个维度对比老年长期照护与老年急

症诊疗和后期康复、慢病管理的差异，以分辨各类老年长期照护项目的内涵和外延，在建立老年长期照

护制度的同时引导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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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与长期照护服务需求

银色经济即指基于健康长寿和不断升级的消费

需求及其约束条件，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

及其供求关系的总称 ( 杨燕绥，2015) 。随着人均预

期寿命的延长、家庭结构的变化，老年人长期照护

( long－ term care ) 需 求 不 断 增 长，包 括 长 期 照 料

( care) 和长期护理 ( nurse) ; 此外，还有老年慢病

管理、急症诊疗及后期康复，以及临终纾解服务等。
为此，即不能混淆上述各类服务的界限，也不能分

割各项服务的 关 联，这 引 起 医 疗 服 务 体 系 的 重 构，

即医养结合。
老年长期照料与非老年的伤残人员不同，与年龄

增长密切关联，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 一) 老化失能长期照料

老化失能长期照料，即指在自然老化过程中由于

身体机能逐渐衰弱而需要的他人的长期帮助。通常用

ADL 指标检验 (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老年人日常

生活机能的损失，医疗需求偏低。这类帮助主要来自

家庭日常生活照料 ( home care) ，有些人在家人的照

顾下直至去世，有些人在临终时需要专业机构的慰藉

式和纾解式服务以减轻痛苦。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老化失能照料需求出现两

种发展趋势。一方面，随着高龄人口比重的增加，行

动不便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有研究显示，芬兰在 20
世纪 80 年代，65 ～ 79 岁老人的行动能力 ( 如上下台

阶和行走) 较强，［1］但 Parker 等 ( 2005) 对瑞典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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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的生活状况调查 ( surveys of living condition) 结

果显示，77 岁以上的老人行动不便、机能弱化的情

况增加。［2］另一方面，因老化导致的身体机能丧失的

程度在减少。有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老年人关节炎的

发病 率 在 增 加，［3］ 但 因 此 而 导 致 的 失 能 却 在 减

少; ［4～5］脑 卒 中 和 心 血 管 疾 病 也 出 现 了 相 似 的 情

况。［6］如果将失能粗分为重度失能和轻度失能的话，

根据统计，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重度失能发病率变化

不大; 但美国及西欧的研究发现，重度失能呈现降低

的趋势。［7～10］欧洲各国的轻度失能人数呈现增加趋

势。［11～12］荷兰社会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在 1981－1996
年间，需要机构保护的重度失能老年数量几乎没有变

化，但轻度失能老人数量在增加。［13］形成这种局面的

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医疗技术的提升; 二是预防医学

的发展和普及; 三是康复和护理服务的发展。这些努

力使人们在自然老化过程中的重度失能情况得到较好

的控制。
( 二) 老年病残失能长期护理

老年病残失能长期护理，即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

导致身体机能逐渐衰弱所需要的他人的长期帮助。尽

管青年人也有病残问题，但老年人的需求概率较大。
国立公共保健环境研究院 ( ＲIVM) 曾对欧盟各

国展开调查，发现欧洲随着人口高龄化慢性疾病的支

出在增加。［14］75 岁以上人口慢病发病率最高，55～ 75
岁的人口有一半 ( 约 5200 万人) 患有慢性病，这对

于接近退休的老年人继续从事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糖

尿病、癌 症、心 血 管 疾 病 以 及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 COPD) 成为几大元凶。美国慢性疾病的医疗费用

支出占 Medicare 支出的 1 /4。［15］50 岁以上人群五个人

中有 4 人患有慢性病。［16］澳大利亚的国民健康调查

( 2004－2005 年) 结果显示，老龄人口的 81. 6%至少

患有一种慢性病。
这类帮助因病残护理要求加入专业知识和技能，

从家庭护理、社区护理到机构护理 ( 见图 1) 。 ( 1)

家庭护理属于非正规护理，但是仍然需要提供定期培

训。在德国等很多国家，政府为家庭护理支付工资;

从 2017 年 3 月 1 日起，福建省政府规定，独生子女

护理老年父母每年可以享有 10 天带薪假期。 ( 2) 社

区护理属于准正规护理，有各类老年护理服务中心，

包括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提供日托和入户的收费

服务; 这类服务的成本相对低，适合大多数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家庭的需要。自 2016 年开始，北京市政府

为贫困失能老人支付 400 元人民币 /月护理费，意义

在于提高了低收入家庭购买护理服务的能力。 ( 3)

机构护理属于正规护理，包括老年康复医院、老年护

理医院和护理中心，为病残失能老人提供时间相对长

的护理，并提供临终纾解服务，用人间关怀和温度送

走每个人; 每个城市都应当有老年护理中心，为全市

老年护理人员提供临床培训; 以泰康养老之家为例，

其建设的老年康复医院在 2016 年于北京昌平区开始

运营以 后，泰 康 之 家 燕 园 的 入 住 率 很 快 升 至 95%
以上。

图 1 老年长期照护服务的供给链条

( 三) 失智老年人长期照护

与长寿伴随的一种病症是阿尔兹海默症与老年痴

呆症，其 数 量 在 全 世 界 范 围 内 均 出 现 增 加 的 趋

势，［17～18］仅 2006 年全世界就新增了 2660 万名阿尔兹

海默症患者。［19］有预测预示，到 2050 年每 85 名老人

中将有一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20］有研究发现，在非

洲等欠发达国家里，阿尔兹海默症的增加速度比发达

国更明显。［21］这类失智老年人既需要长期照料，也需

要长期护理。
总之，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长期照护服

务需求不断增长，成为银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事这类服务的人工占就业市场的 10%以上。OECD 国

家的数据显示，在进入老龄社会时的老年照护服务业

产值达到 GDP 的 0. 5%，在深度老龄社会时达到 1%，

在超级老龄社会时达到 1. 5% ( 见表 1) 。

表 1 OECD 主要成员国相关均值统计，元、%

项目 指标
1970 年进入

老龄社会

2000 年深
度老龄社会

2015 年超
级老龄社会

人口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0% 15% 20%

经济
人均 GDP( 美元) 2 万 3 万 4 万

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例 25% 15% 10%

医疗
卫生
老年
护理

医疗费用占 GDP 比例 6. 5% 9% 11. 5%

其中: 预防与康复性支出占 GDP 比例 4% 5% 6%

其中: 治疗性支出占 GDP 比例 2% 3% 4%

其中: 长期照护支出占 GDP 比例 0. 5% 1% 1. 5%

资料来源: OECD Demographic and Labor Force Projection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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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年长期照护的制度安排

老年长期照护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个新的且日

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基于“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

计划”和《联合国老年人保护原则》，世界卫生组织

( WHO) 对长期照护定义是 “由非正规护理者 ( 家

庭、朋友或邻居) 和专业护理人员 ( 卫生和社会服

务) ”提供的照料护理服务体系，以保证那些不具

备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能“持续获得较高的生活质

量，以及最大可能的独立、自主、参与、个人满足和

人格尊严”。［22］WHO 倡导将长期照护纳入国家社会保

障体系，但有如下三个问题需要讨论:

( 一) 老化失能长期照料和老年病残长期护理的

区别

前者的需求以打理日常生活为主，也称以养带

医，选择居家照料为宜，有条件的可以购买养老服务

公司的入户服务 ( 如洗澡) ; 后者以医疗护理为主，

也称以医带养，需要医护专业服务，有条件的可以购

买相关专业服务入户 ( 如按摩) ，或者入住具有康复

和失能护理服务的专业机构; 后者的成本远远高于前

者。近年来，一些房地产公司和保险公司投资建设养

老社区，前端提供乐老服务，后期提供护理服务，晚

期提供临终纾解服务，其服务的内容、方式和价格均

不同。
( 二) 老年病残长期护理与短期急症诊疗、康复

和慢病管理的区别

尽管老年病残长期护理可以纳入广义医疗范畴，

但其与急症诊疗及后期康复、慢病管理还是有质的区

别 ( 见表 2) 。急症诊疗 ( cure) 相对长期护理而言，

即指为解除病痛而进行的干预或改变特定健康状态的

活动，通常发生在医疗机构，并依据临床路径考量时

间和成本，在医学上通常用“平均住院日”，日均费

用约为 3000 元。缩短平均住院日是大趋势，让有限

的医疗资源满足更多人群的医疗需求。诊疗后期康复

护理 ( post－acute care) 是治疗过程的重要环节，护

士即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又是协调者，确保患者平稳

度过治疗后的康复期。美国全国亚急性和急性后期照

护协 会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ubacute and Post －
acute Care，NASPAC) 将其定义为: 急性病床出院后

的照护，让患者可以顺利回到社区，是一种介于急性

医疗和长期照护之间的服务，其照护对象就是由医院

回到社区后，需要过渡期服务的患者，服务范围包括

居家照护、个人照顾、儿童照护与居家健康照护。［23］

在英国又被称作中期照护 ( intermediate care) ，且照

护持续时间通常为 1 ～ 2 周，一般不会超过六周。［24］

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统计，我国每年新发脑卒中约

150 万人，致残率约 86. 5%，［25］主要原因是缺乏治疗

后期康复护理，很多人处于住院付不起费，回家难以

康复的尴尬局面。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老年病残长

期护理是针对康复黄金期之后，在后遇症期所需的一

揽子服务。( 如表 2) 。老年慢病管理指需要在家庭医

生指导下进行临床用药和非临床健康管理的治疗。

表 2 急症诊疗、诊疗后期照护、慢病管理

与老年长期护理之间的关系

急症诊疗
诊疗后期
康复护理

慢病管理 老年长期护理

持续
天数

平均住院日 =出院
患者 占 用 总 床 日
数 /同期出院人数

通常为 1～2 周，一般
不超 过 六 周 /英 国;
20 天 内 部 分 免 费 /
美国。

持 续 时 间
较长

持续时间较长

实施
场所

各类医院
社区 医 院、康 复 医
院、护理之家等

门诊和社区
专业 护 理 机 构 或
社区护理机构

服务
内容

检查、药物及 手 术
等

持续 性 物 理 及 密 集
型康复

药 物 和 健 康
管理

恢复机能、缓解痛
苦和 日 常 照 料 的
一揽子服务

服务
成本

日均 3000 元 日均 300 元 不等 日均 100 元

保障
措施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

受益
人群

疾病患者

治疗 后 生 命 体 征 未
完全稳定，通过密集
型的 康 复 与 专 业 护
理可以康复

慢病患者
经 过 巴 氏 量 表
( Barthel Index ) 检
验难以康复

支付
工具

诊 断 组 DＲGs + 疗
效奖励

人头费+床日费+疗
效奖励

项 目 费 和 疗
效奖励

照护时间等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 三) 老年长期护理可否进入社会保险或社会保

障体系

显然，老化失能长期护理因期限不确定，成本不

算高，难以进入护理保险。政府对困难人群提供临时

补贴是可行的。老年病残长期护理期限确定、费用较

高，具有纳入社会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运用盖岑

经济理论模型和美国宏观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 一方

面，将牙 科 和 护 理 加 入 的 广 义 医 疗 的 收 入 弹 性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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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26］因此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均将牙科和护理列

入奢侈服务，从医保目录中删除了; 另一方面也证明

没有社会护理保险计划的支持，多数人买不起护理服

务的事实。为此，1973 年日本颁布了 《老年人福利

法》，将老年服务分为一般需求和特殊需求，前者指

所有 65 岁以上老年人需要的服务，后者指患有残疾

生活困难的老年人; 2000 年实施老年护理保险计划，

近年来政府年支出的老年护理费用接近一万亿元人民

币。德国在 1994 年颁布和实施了《老年长期护理保

险法》，但德国通过限制受益人群的方式控制了成本，

同时即支持正规的长期照护，也支持非正式的长期照

护。比较日本更具有可持续性。总之，老年失能原因

( 可能是综合症) 和期限均存在不确定性，只有找到

合理控费的办法才能建立老年长期护理保险。
在 OECD 国家纷纷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后，老年照

护在北欧国家快速发展。2000 年以后的统计数据显

示，65 岁以上老人入住护理机构的比例在下降; 其

中，丹麦从 7. 2%下降到 5. 0%、芬兰从 6. 7%下降到

5. 4%、瑞典从 9. 5%下降到 6. 4%，下降的部分被社

区和居 家 服 务 所 替 代。［27］ 以 美 国 长 期 护 理 PACE
( The program of all inclusive care for elderly) 为例，是

一个全能无缝嵌入式照护服务系统。年龄在 55 岁或

以上的，满足进入护理院临床标准的，PACE 提供健

康咨询和一系列必要的协调性服务，使参与者不用去

护理院。由一个专职人员及其助手组成跨学科团队评

估参与者的需求并制订护理计划。直接或通过合约实

施或者安排所需要的服务 ( 包括急症护理，必要时还

有护理设备的操作) 。PACE 模式使地区年医疗支出

下降 25%。目前，在全美有 32 个州共有 116 个 PACE
项目。在 OECD 国家中接受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占总人

口的比例也不高: 波兰 0. 2%、美国 0. 5%、爱尔兰

0. 5%，奥地利 5. 1%、瑞典 4. 2%、瑞士 3. 9%。［28］北

欧福利国家有公办护理机构，受益人群相对多。65
岁以上老人中约有 12. 9%享受长期照护，多数是居家

照护，并 非 在 机 构 里。23 个 国 家 数 据 显 示: 超 过

70%的老年人愿意居家照护，以 80 岁以上女性老年

人为主。［28］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经历了一个“从大力发展护

理机构到回归社区和家庭”的过程。这种回归主要出

自两个原因: 一是成本考虑。伴随护理费用 ( 特别是

人工费用) 的不断增加，通过增加费率的方式解决护

理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是不现实的，一旦国家进入深

度老龄社会，必须进行福利制度的结构调整，而不是

增加费率; ［29］可以说能否回归家庭是检验老年人失能

长期照护的社会指标之一，尽管它不尽然，可能有些

病残老人回到家庭得不到应有的护理。二是伦理考

虑。一味地将老年人推给国家和社会，可能出现社会

伦理问题，养儿防老的方式可以改变，从全面赡养老

人到回家看看，孝道文化永远不能弱化。关怀伦理学

强调亲密人际关系所珍视的品格、怜悯、忠诚、洞察

力和爱，［30］与康德不偏不倚的效用主义和个人权利形

成对峙，是平衡社会关系和化解很多矛盾的基石。观

察可见，回归家庭的主要是老化失能照料。一些养老

机构进入社区，既可以提供日间照料服务，也可以提

供入户的照料和护理。

三、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服务体系的重构

( 一) 科学分类以提高专业性和控制成本

基于技术的视角，医疗被定义为狭义和广义。狭

义医疗仅指疾病诊疗和急症救治，以短期治疗为主，

且有严格的床日限制; 广义医疗服务向病前预防、慢

病管理、长期照护、病后康复、临终纾解等延伸，显

然在突破床日限制，期限较长。因此，在评估人口老

龄化的影响时应当区分短期医疗和长期照护，因而二

者针对不同的症状、需要不同类的服务和评价标准、
可能发生的费用也不同。在老年长期照护领域，首先

要识别可以进行居家照料的老化失能状况; 其次要为

老年疾病提供分级诊疗和护理的服务，包括疾病诊疗

( 老年科) 、治疗后期康复护理、慢病管理、病残失

能长期护理 ( 含痴呆失能长期照护，见图 2) 。前者

的目标是治愈和恢复，后者的目标是维持机能和纾解

痛苦; 前者被划入成本较高的医疗服务，后者则被划

入成本较低的社会服务。
( 二) 系统整合以方便受益人和配置资源

2015 年，WHO 出 台 了 《全 球 老 龄 化 与 健 康 报

告》 ( 以下简称《报告》 ) ，［31］提出健康老龄化即指

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的过程; 一是增强和维护老

年人的内在能力，二是为机能衰减的老年人做其认为

重要的事情; 有四个优先行动计划，即有效的医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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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医养结合的老年照护阶段

务体系、长期照料和护理系统、关爱老年人的环境、
衡量和监测技术和方法。有效的医疗服务体系具有如

下特征: 一是全周期呵护健康的卫生知识、健康管

理、疾病预防、疾病诊疗、康复服务和失能护理，从

婴儿保健到老年护理，即相互有别、又互相关联的服

务体系; 二是以居民健康管理为中心，建立由家庭医

生、社区服务、专科服务、综合服务构成的慢病管理

和健康管理服务圈 ( 从 15 分钟到 50 公里) 或医联

体，也称居民健康管理战略区，提供急症、慢病、康

复、护理分级诊疗，可及的、安全的、可支付的服务

体系。
从以人为本位的理念出发，医疗服务发展从细分

化走 向 整 合。尤 其 针 对 老 人 健 康 问 题，整 合 照 护

( integrated care) 即以治疗为中心的医疗体系和长期

照护体系之间的连接。对于 “整合”的概念各研究

者的解释也有差异。Leutz ( 1999) 指出为了获得更

好的临床结果和患者的满意度以及效率，应该谋求保

健医疗与福利服务之间的连接。［32］Kodner 和 Spreeu-
wenberg ( 2002) 指出 care 和 cure 之间为了使其更好

的结合，资源调配、行政体系、服务递送和临床等多

维度间进行协作。［33］这也是国际上医疗服务领域的发

展趋势。这种从细分到整合的过程，都是以人为本位

的医疗服务理念转变的映射。

四、构建中国老年照护服务体系的挑战

2016 年，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 口 达 到 1. 5003
亿，占总人口的 10. 8%，其中约有 3000 万老人存在

不同程度的失能。中国可能在 2020 年之前进入深度

老龄社会，根据倒计时策略中国需要在 2020 年以前

完成老年照护服务体系建设，既要满足老年人的需

要，也要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实现银色经济转型。

为此，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建立老年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2016 年 7 月人社部出台了 《关于开

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在 15 个地区

启动了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在实践可以发现混淆老

年急症治疗、疗后康复、慢病管理、老化失能长期照

料、病残失能长期护理的现象，这导致有些老年人得

到过度服务，有些老人得不到应有的服务。主要原因

和对策如下:

( 一) 对老年长期照护的解释过于笼统，没能区

分前述的几种情况

中国亟待借鉴国际经验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老化

失能和老年人病残失能的检验指标，分别建立老化失

能的居家长期照护、病残失能的专业长期照护服务体

系。以病残失能服务需求为标的建立长期护理保险。
( 二) 病残失能长期护理保险缺失

一些病残失能老人住进各类医院的内科、呼吸科

等，由医保报销; 还有的住进社区医疗中心的老年专

区，部分地区获得医保的床位补贴。从长计议，应当

分别针对老化失能和病残失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对

接医疗保险，而不是将其纳入医疗保险。
( 三) 老年照护和医疗服务体系缺失

由于社区医院、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发展滞后，护

理人员短缺，设施硬件跟进不足。大量老化失能老人

只能由家庭照料，缺乏社会养老服务的补充; 大量病

残性失能老人因缺乏专业护理机构而住进中医院的普

通病房; 还有一些中老年人患病缺乏康复护理，进入

失能状况; 还有一些中老年病得不到对症治疗。改变

这种局面需要加强学术研究和政策引导。
( 四) 多部委牵头但缺乏系统管理

老年长期照护是医养服务的核心。涉及就业促

进、事业规划、产业规划和社会服务等多领域，如何

按照 PPP 的模式进行资源配置和建立公办民营、民

办民营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形成医养重资产、轻资

产和人力资源的投资规模，在中国还是一个全新的问

题。基于中国政府目前的部门分工，应当由卫计部门

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制定老年病残失能标

准、护理服务标准和建设专业的康复和护理机构; 由

民政部门牵头发动社会和家庭建立老化失能老人的长

期照护服务体系; 由人社部门牵头建立老年长期护理

保险计划; 由保监会牵头鼓励保险公司研发老年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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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保险产品。目前，卫计委和民政部正在开展医养

城市试点工作，应当以此为契机将老年照护服务体系

建设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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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as in serious political life，succession of leadership and
continuity of major policies． ( 3) CPC is proactive in promo-
t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elf－adjustment，which enables
it to better rise to challenges． Looking at the succession and
its mechanism in CPC leadership on top and each level in
the light of global“relay”of overall national competitive-
nes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po-
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lps strengthen
the conviction about the institutions embedded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CPC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Mechanism

The New Type of Government－Business
Ｒelationship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 China

Yang Dian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inspiration of“embedded

autonomy”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government －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China，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plexities
and problems of government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n Chi-
nese history，particular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author points out，how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tradi-
tional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and establish a new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China，is not only an e-
conomic issue，but also a vital political issue． Although the
cor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
ship are just two simple words—qin( close) and qing( pure) ，
how to establish this new relationship is a huge and compli-
cated project．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s not only
related to government － enterprise relationship and official －
businessman relationship，but also involves government－mar-
ket relationship and government － society relationship． To
some extent，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determines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
tiveness of a country，and it is also the test－stone tes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 China． In order to establish
such a new type of government － business relationship，we
need to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reforms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market governance，social govern-
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The New Type Government － Business
Ｒelationship，Developmental State，Embedded Autonomy，
Government Governance，Market Governance，Corporate
Governance，Social Governance

The Strategic Design of the Ｒeform on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in China

Huang Yan－fen ＆ Li Yi－d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its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and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real estate basic system and a long－term

mechanism that adapt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the
paper re－defines the functions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and suggests that a Housing Policy－oriented Finan-
cial system that is based on mutually－assisting should be es-
tablished in order to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the old system
framework and guarantee long－term steady and healthy de-
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Key Words: Housing Provident Fund，Strategic De-
sign，Ｒeform

The Bi－weekly Consultative Symposium: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f CPPCC
Tan Huo－sheng

Abstract: As the most remarkable institutional innova-
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PPCC，the bi－weekly
consultative symposium has transformed from a nonsched-
uled consultation to a periodical deliberation and established
a set of normative procedure． As a kind of consultative de-
liberation，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neutrality and authority．
The bi－weekly consultative symposium embodies an institu-
tional advantag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be-
cause it can link deliberation to decision－making effectively
which is a big problem that has troubled deliberative democ-
racy in western countries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the Bi－weekly Consultative Symposium，
Consultative Deliber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Ｒeconstruction of Health Care System Under
the Context of‘Silver Economy’: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derly
long－term care and medical services

Yang Yan－sui ＆ Chen Cheng－cheng
Abstract: The health and longevity in the normal socie-

ty stimulates the medical nursing services needs，including
daily care，disability care，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re-
habilitation after illness，emergenc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ick and non －disease，medical
and non － medical，residual and non － residual． Discussing
long－term care for the aged in general may lead to the dislo-
c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mismatch of service sup-
ply and demands． This article insists on the principle of
“classific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and“integration to re-
duce costs”，which divides the long － term care needs into
three categories: aging disability care，sick disability care
and dementia disability care，and then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long－term care，elderly emergency
treatment，late rehabilitation and chronic disease manage-
ment in the following six dimensions: the number of day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ces，service contents，payment，
beneficiary and means of payment· Moreover，we distinguish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various types of long － term
care projects for the aged，and then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long－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and finally realize the integra-
tion of long－term care and medical service suppl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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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Elderly Long－ term Care，Old Age Hy-
pertension Management，Ｒehabilitation and Emergency Di-
agnosis and Treatment，Medical Service Integration

Fusion and Expansion: Social Work Ｒesearch
of Women in China and their Marriages

Wei Xiao－jiang
Abstract: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related to the

women and their marriages and families is a profession and
technology，which based on women‘social work ( material
support) ，feminist social work ( action and empowerment )
and family social work ( System equilibrium) ，with the fe-
male as the axis，the gender and family theory as relying，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as the work treatment． It takes inter-
vention and action from one of the individual，family，com-
munity and ecosystem levels and finally promotes the women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life and enhance their well－being．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related to the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their marriages and families have made great pro-
gress in the field of legislation，organization，personnel
structure and practices，etc．，which is particular worthy of
attention and learning． Thus based on the original work of
women’s organizations and the neighborhood support work，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related to the women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their marriages and families should further in-
tegrate the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and advocate a path of
administrative， voluntary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lending，thus a multi－service pattern with the presence of
state，society and common people is formed．

Key Words: Women，Married Family，Social Work

Ｒesearch on Panoramic Anti－poverty
Safety Net Governance

Kuang Ya－lin
Abstract: Th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is the“last safety

net”of the poor，which plays a key role in safeguarding vul-
nerable groups and resisting social risks． In the new period，
“Big picture”of anti －poverty governance is facing with the
new risk of expenditure poverty，stratification，poverty inter-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rising costs，and restricting social
governance． With the“Big picture”of anti－poverty safety net
weav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and linking effectively the urban
and rural subsistence allowanc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we need to use a positive combination of
social policy tools，learn from foreign safety net weaving tech-
nology experience，integrate subsistence allowances and spe-
cial rescue system seamless convergence，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for social justice．

Key Words: Big Picture，Anti－Poverty，Safety Net，
Social Assistance

Social Capital’s Function in the
Government’s Economic Management

Jin Wen－hui
Abstract: The social capital means that all participants

have the reciprocity expectation， mutual trust， shared
knowledge and common expectations that could be fully used
in th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economy，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economic management． Social
capital can be generated and accumulated in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s，and it is a
resource that can overcome the distortion of local govern-
ment and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economic manage-
ment．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s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nd correcting the distortion relationship through social cap-
ital，the common values must be established on cognitive el-
ements，the local government’s broad participation and
multi－center governance must be realized on the structural
element; the full prote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other
measures must be achieved in the path element．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Economic Management，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Structural Forces that Driving Global Debt
Li Meng

Abstract: At present，we have a lot of research on the
personality of the debt expansion，and little on the common
reasons． From the common perspective，many countries are
undergoing structural changes． With the adjustment of in-
dustrial structure，the production factors flow from higher
productivity sectors to lower productivity sectors，and it
make the growth rate decline． On the other hand，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public funds flow from economic af-
fairs to social affairs，and it accelerate the speed of financial
expansion． The changes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pu-
lation distribution are synchronous and drive global debt to-
gether． We should prevent service industry growing too fast，
and attract farmers settle in the city．

Key Words: Service－oriented，Urbanization，Debt

Development of Ｒegional Equity Market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Du Kun－lun
Abstract: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quity markets is an efficient way to lower micro，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financing costs and al-
leviate their financing difficulties． It also broadens financing
channels and raise the proportion of direct financing． Th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the multi－level capital market
reform． However，there are some obstacles in the develop-
ment of regional equity markets，such as unclear positio-
ning，non － homogenized market and excessive policy de-
pendence． This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se challenges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to overcome these obstacles． We propose
to clarify the government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ies and
clearly position regional equity markets． It includes impro-
ving the regulation structure，strengthening the policy guid-
ance，and reinforcing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re-
sources． This work is important to developing layered and
differentiated capital market system．

Key Words: Ｒegional Equity Markets，Financ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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