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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主体责任研究

钟仁耀

［摘 要］ 保障长期护理服务质量是实现“老有所养”的主要内涵之一，其关键在于明晰政府、

市场、社会及家庭等主体供给长期护理服务的责任结构。本文从构建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理论

框架出发，以主体责任为视域，对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路径进行了探析。研究表明，由清

晰的政府责任、有限的市场功能、有效的社会支持、长效的家庭扶持等构成的责任体系，是保

障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关键层面。

［关键词］ 提升质量；长期护理服务；责任主体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我国失能老年人数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从 2012 年到 2016 年，老年人口从 1.94 亿增长到近 2.31 亿 ，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

14.3% 增长到 16.7%，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老年抚养比从 2011 年的 12.3 增长到 2015 年的

14.3，5 年时间里，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所要抚养的老年人数增加了 2 人，平均每个劳动年龄人

口的养老负担在不断增加 a。第三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城乡部

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数为 3300 万，占全体老年人口的 19%，其中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数

为 1080 万，占全体老年人口的 6.23%b；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数为 4063 万，占全体老年人口的 18.3%c。2010 年到

2015 年，失能老年人数比例虽有所下降，但失能老年人数增加了 700 万左右。同时，我国的失

智老年人数也在快速增长。

在这种人口老龄化和失智失能老年人数同时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国家制定了长期护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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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制度的发展规划，2017 年开始在上海等 15 个城市进行试点，未来在试点的基础上，普及

到全国所有地区。从试点情况来看，各地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方案差异较大，其试点时间虽

然非常短暂，但已暴露出许多问题，如资金可持续性受限、失能评估不尽合理等。这些问题

不仅给该制度未来顺利实施带来消极影响，而且无法保证良好的服务质量。而服务质量低下

会给整个制度的实施效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提升服务质量是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实施能否成功的关键。

一、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理论框架的构建

（一）服务质量理论的提出

关于服务质量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北欧学派”服务管理研究

的著名学者格罗鲁斯（Gronroos）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以顾客感知为服务质量形成机

制的核心，率先提出了顾客感知服务质量（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和总的感知服务质量模型（the 

model of total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a。这种方法建立在对顾客行为和顾客消费后评价相关的

顾客期望的影响研究基础之上；格罗鲁斯创建的感知服务质量评价方法与顾客差异结构（dis-

confirmation construct）至今仍然是服务质量管理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前人的研究基础

之上，瑞典学者谷姆森（Gummesson）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了 4Q 服务质量模型（design 

quality，production and delivery quality，relational quality，outcome quality）b。

4Q 服务质量模型产生于工商管理领域，在国外也常被运用于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

其运用于公共管理领域的优点在于，能够指出公共管理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同时将整个服务

质量管理流程都纳入考量范围，即服务质量优良或者低下的原因不仅涉及到服务的递送，甚至

可以追溯到服务政策的设计。该理论模型运用于公共管理领域的缺点在于，其对于结果质量的

测量依然侧重于个人的满意度而忽视服务的社会效益，因此把该理论运用于长期护理服务质量

时，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改进。

在谷姆森的 4Q 服务质量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结合长期护理服务的基本属性对该理论

模型加以改良，并运用于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分析。本文将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管理流程分为规

划质量、递送质量、结果质量。规划质量是指管理者如何认知到服务的预期质量，并将这种认

知转化为服务标准的水平；递送质量是指服务如何传递给老年人；结果质量包括老年人在服务

过程中的满意度、服务能够给老年人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利益以及服务的社会效益（见图 1）。

a  参见（芬兰）克里斯廷·格罗鲁斯著，韩经纶等译：《服务管理与营销——基于顾客关系的管理策略（第二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 年。

b Evert Gummesson, "Truths and Myths in Service 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199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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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理论模型

（二）长期护理服务属性的基本分类

长期护理服务隶属于社会养老服务，关于社会养老服务属性分类的研究已经很多。有学者

将老年人的基本需求概括为三个方面：物质需求（Money）、精神需求（Mental/Mind）、医疗

需求（Medicare），即“3M”。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结合中国老年人特征有创见地将之补充

为“4M”，即增加了生活照料服务需求（Manual Service），具体内容包括生活照料、生活帮

助等 a，这也就是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养老服务需求四分法。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老年人

的养老服务基本需要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即生活需要、健康需要和精神需要。根据长期护理

服务的基本属性，本文把长期护理服务的内容分为两大基本需求：生活照料服务、医疗护理服务。

（三）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理论框架的构建

我们通过改良的理论模型、长期护理服务的基本分类、不同地区类型（主要从社会、经济、

人口等因素来考虑不同地区的类型），构建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理论框架（见图 2）。 

图 2 三维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理论框架

a 参见施德容编：《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老年照顾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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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理论框架包括质量管理流程属性、服务类型属性和地区属性

三个维度，本文把理论框架表示为：

S=f（x）·g（y）•h（z），其中：S 指的是特定样本长期护理服务质量；f 指质量管理

流程维度的变化函数，f∈（规划质量，递送质量，结果质量）；g指服务类型维度的变化函数，

g ∈（生活照料，医疗护理）；h 指地区维度的变化函数，h ∈（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

因素）。

 在该理论框架中，长期护理服务属性基本反映的是失智失能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地区属性

是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主体，而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因素等是衡量地区属性的基本标准；

服务质量管理属性是保证长期护理服务供需的无缝衔接，使得失智失能老年人对长期护理服务

具有充分的获得感。为了保证和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质量，需要明确政府责任、市场功能、社会

作用及家庭扶持等各方的责任。在规划质量环节中，主要界定政府的责任；在递送质量环节中，

主要体现市场功能、社会作用和家庭责任。只有保证了规划质量和递送质量，才能最终提升结

果质量。

二、明确政府的责任

如何保证规划质量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因此，政府在长期护理服务规划中的责任需首

先加以合理确定，其应定位于“建制度、保基本、兜底线”，夯实政府在长期护理服务质

量提升中的基础性作用（见图 3）。这种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为政府的建章立制责任、财

政责任等。

 

图 3 长期护理服务中的政府责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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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界定政府的建章立制责任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建章立制，除了制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的实施范围、资金筹集、失能评估、给付标准等要素之外，还要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有效实

施保驾护航，建立各种规章制度，这些制度主要包括社会组织与服务人员的准入与退出机制、

等级评定机制和基本的长期护理服务内容体系等。

1. 明确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

对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方应建立市场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其针对的供给方包括社会组织与

护理服务人员，目标是建立有序的供方市场。（1）建立严格的从业者（机构与人员）的资格

认证机制。根据国家关于行政管理、医疗护理、生活护理、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护理工作人

员的职业分类和职业标准，人社、民政、卫生、教育等部门共同对护工、社工、家政服务员、

养老护理员等职业（工种）进行职业培训和职业鉴定，加快长期护理服务业人才队伍建设。（2）

确立严格的从业者（机构与人员）的市场准入机制。对于申请设立或承接长期护理服务项目或

设施管理运营的社会组织和企业，首先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条件，民政部门将承办

长期护理服务项目机构的相关资质证明和材料，在办事服务窗口及政务网站上公开。同时，在

长期护理服务机构服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的基础上，推行全员持证上岗制度，除服务人员之外，

其他专业人员必须具有相关职业资格，行政管理人员则由政府提供短期培训，并且每年组织开

展各类人员的从业道德和职业技能培训。（3）构建严格的从业者（机构与人员）的退出机制。

对于日常运行监管之中发现硬件设施、服务规范、安全等方面不符合相关管理规定，或发生重

大责任事故，经整改无效或情节严重的，勒令其退出。对于服务机构之中的从业人员，因玩忽

职守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因其他原因不能胜任本职工作，应视情节调离原工作岗位或取消从业

资格。

2. 建构具有可操作性的等级评定制度

为了更好地营造良好的长期护理服务环境，对长期护理服务供给方建立相应的评定制度。

（1）建设长期护理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制度。根据机构的人员配备、设施设备条件、管理水平、

服务质量、社会信誉等进行综合评定，定期组织有关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复核，

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2）确定从业人员的等级评定制度，并将从业人员等级的比例作

为服务机构等级评定的指标之一。这不仅有利于服务质量的保证，而且有助于服务人员积极性

的激发，从而有益于服务队伍的稳定与优质。（3）构建社会公布制度，对于服务机构及其从

业人员的资质、服务收费标准以及日常监管、服务规范等相关信息，通过社区信息平台、服务

场所公示等方式向社会公布，以接受社会监督。

3. 建立基本的长期护理服务菜单式内容体系

要实现“保基本”目标，首先要明确政府在长期护理服务中“保基本”的责任含义。“保

基本”主要指基本服务项目及其保障水平，所以建立基本的长期护理服务内容体系是政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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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主要责任。

根据老年人需求层次和服务项目的重要性，按照“全覆盖、低水平、基本财政转移支付”

的标准，结合“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的具体需求，并区分不同服务项目中的政府责任，构

建出“长期护理服务菜单式内容体系”。根据我们的研究，“生活照料类”基本服务主要包括

就餐服务、居室清洁、个人卫生和安全服务等；“医疗护理类”基本服务主要包括定期检查、

康护服务、家庭病床和疾病诊疗等。同时，根据各项服务基本特性之间的差异，需要进一步细

分出各项服务的“服务对象”，并对“供给途径”进行分类界定（见表 1）。

在“服务对象”选择方面，主要以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失智失能状况为标准，将“困难老

年人”定位于“低保、低收入、低于基本养老金标准”三个层次；失智失能老人主要侧重于“中

度失智失能”和“重度失智失能”老年人。在“供给途径”方面，主要根据政府、市场和社会（社

会组织和志愿者）在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中的责任、功能定位和各自优势，针对“长期护理服务

菜单”中的具体项目，进行多方主体间的匹配，以实现有效、便捷地服务供给。

表 1 长期护理服务菜单式内容体系

服务类别 服务项目 项目内容 服务对象 供给途径

生活照料

就餐服务 供餐服务 老龄且困难的失智失能老人
政府给予就餐补贴、社区安排志

愿者提供送餐服务

居室清洁 打扫服务　 中度以上失智失能的“纯老” 社区组织下的志愿者参与

个人卫生
洗衣、理发 

助浴、扦脚等
老龄且困难的中度以上

失智失能老年人
政府给予一定的服务补贴

安全服务
紧急呼叫与求
助、健康档案

求助设施：  中度以上失智失能的       
“纯老”

健康档案： 所有老年人

救助设施：  政府外包下的适老性
改造

健康档案： 由社区统一管理

医疗护理

康护服务 康复保健服务
预防：全体老年人
其他：高龄且困难的失智失能老人

政府安排与财政补贴相结合

预防服务 失能预防　
第一类：  困难且高龄的失智失能

老年人
第二类： 高龄的失智失能老年人

由市场与社会提供，政府给予一
定的服务补贴

（二）优化财政补贴结构，扩大财政补贴覆盖对象

在长期护理服务资金来源中，政府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种责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来源中要有财政的充分支持，日本财政在介护保险基金中承担着

50% 的责任，韩国、德国财政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我国财政至少应承担 30% 的长期护理保

险筹资责任；二是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要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承担相应的财政责任，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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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老年人在享受长期护理服务时的个人负担给予一定的减免，并要不断扩大减免的对象范围。

1. 确定合理服务补贴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为保障当前补贴金额在不断通货膨胀背景下的购买能力，实现补贴功能的有效发挥，

应建立与“物价消费指数”变化相适应的长期护理服务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政府规定的

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价，从而雇佣不到优质的服务人员，这会导致服务质量不高。因此，

政府在确定长期护理服务价格上需要充分考虑失智失能老年人服务的市场价格行情，同

时要建立服务补贴的动态调整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失智失能老年人基本需求的

有效满足。

2. 适度扩大补贴对象覆盖范围

各地对长期护理服务都有对补贴对象的规定，且其范围比较严格，基本上确定为低保、低

收入对象。但由于长期护理服务费用昂贵的特殊性，应该适度放宽补贴对象范围，让更多的失

智失能老年人能够充分享受到制度的基本保障。因此，应该构建长期护理服务“三级梯次”补

贴体系（见表 2）。

表 2 长期护理服务各级补贴对象划分

一级

1—1  低保 + 重度失智失能

1—2  低保 + 中度失智失能

1—3  低保 + 轻度失智失能

二级

2—1  80 岁以上 + 低收入 + 重度失智失能

2—2  60 岁以上 + 低收入 + 重度失智失能

2—3  80 岁以上 + 低收入 + 中度失智失能

2—4  60 岁以上 + 低收入 + 中度失智失能

2—5  80 岁以上 + 低收入 + 轻度失智失能

三级
3—1  80 岁以上 + 低于统筹地区城镇职工月平均基本养老金 + 重度失智失能

3—2  80 岁以上 + 低于统筹地区城镇职工月平均基本养老金 + 中度失智失能

“一级”“二级”和“三级”都应做到“应保尽保”。“一级补贴”保障程度最高，应做

到“全覆盖”，主要包括对原有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重度失智失能”老年人

以及“中度失智失能”老人。在保障水平上，“1—1”应高于“1—2”。“二级补贴”是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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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低收入”的老年人进行单列，即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低收入户”

水平的老年人。其中，将“年龄”“健康状况”进行细分，在收入标准既定的情况下，根据不

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需要，最终按补贴水平高低进行 5 级细分。在实施标准方面，“二级”补

贴标准应介于“一级”和“三级”之间。“三级补贴”保障程度应低于“一级”和“二级”，

实施对象应扩大至所有“收入低于平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水平”并符合不同失智失能等级的

老年人。同时，按照此类老年人失智失能程度进一步细分为“重度”和“中度”，在补贴水平

方面，前者应高于后者。

三、培育功能有限的市场机制

为了提高长期护理服务供给的有效性、保证长期护理服务的递送质量，在服务供给上

引进市场机制是关键。但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市场机制仅仅局限于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领域，

而非长期护理服务全方位地向市场开放。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涉及到需求方（失智失能老

年人）、保险方（政府）、供给方（社会组织和服务人员）。其中社会组织是服务需求方

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主要媒介。服务人员与社会组织签订劳动合同，社会组织为服务人员提

供工资与福利，服务人员为社会组织向失智失能老年人直接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失智失能

老年人一旦被政府认定为需要长期护理服务并被制定相应的服务计划，可在市场上自由选

择社会组织并与其签订服务合同；失智失能老年人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并缴纳相应的保险费，

政府从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中为享受服务的失智失能老年人向社会组织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

同时服务享受者根据相应的政策规定向政府支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见图 4）。

图 4 市场相关方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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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育市场化的长期护理服务组织

只有培育足够数量的长期护理服务组织，引进市场机制 a，才能不断提高长期护理服务的

递送质量。所以，首先要培育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产业，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但长期以来，

养老服务行业中社会组织培育不够，相关组织发展困难，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政府的限制、

消费市场的不旺盛等。

1. 培育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产业

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产业包括长期护理服务的项目产业和护理服务专业人员的培训产业，

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紧密联系和明确的分工。

（1）发展长期护理服务项目产业。根据社会服务市场化的发展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以“市场”为主体的长期护理服务项目供给主要包括以下 3 种类型。

第一，高水平的专业化服务。相比于政府所规定的“基本长期护理服务”，市场安排专业

化的服务人员，提供更高水平的长期护理服务项目。根据对需求的分析，并结合国外发展经验，

未来市场化的长期护理服务应侧重更加人性化的“生活照料”服务和更加专业化的“医疗护理”

服务供给，除此之外，可将服务内容延伸至“老年安全服务”“心理疏导”“法律维权”“外

出陪伴”和“娱乐服务”等。

第二，多样化、多档次的服务。一方面，在基本长期护理服务项目的基础上，市场主体针

对不同失智失能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护理服务；另一方面，根据市场化“长期护

理服务菜单”，对各项服务进行等级（收费水平）细分，包括不同等级的各类“照料”服务、“护

理”服务、“适老”设施建设与改造、老年教育与就业、社区养老环境建设、维修服务和订餐

服务派送等。

第三，定制化套餐式的服务。市场化主体可根据自身服务内容和老年客户类型划分，将“老

年人类别”与“综合式服务项目”进行匹配，提供“套餐式”服务菜单，以便满足老年人的个

性化需求。

（2）发展长期护理服务专业人员培训产业。以市场为主体，对长期护理服务人员进行专

业化培训。未来应以市场为主体，培育长期护理服务人员，这是有效弥补护理服务人员缺口、

提升长期护理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各市场化服务机构可根据失智失能老年人对不同服务的需

求量，通过收取费用，开展专业化的“照料”“医疗”“康复”“护理”等人员培训，向社会

输送各类长期护理服务专业人员。政府可根据培训获取资格证书的人数，给予机构相应的培训

补贴。

2. 采取“民建公助”型项目运作模式

对于一些具有市场规模又有社会责任意识的长期护理服务组织，鼓励和扶持其进入长期护

理服务领域（如照料、家政、医疗护理等），形成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长期护理服务项目。

a 何文炯：《老年照护服务：扩大资源并优化配置》，《学海》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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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益性的长期护理服务项目可在商业化经营中剥离，进行独立核算，调动服务组织的积极

性，支持长期护理服务。

同时，在具体项目中，政府可采用“组织建设与运营 + 政府补贴”的模式，激发市场

潜能，推动长期护理服务市场主体的培育。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是具体项目的推动者和监

管者；社会组织是建设方或社会投资人，负责设施的建设、维护与运营。政府先与社会组

织签订财政补贴的协议，由社会组织出资建设长期护理服务设施，在竣工并完成验收后，

政府以财政补贴方式支持长期护理服务项目的实施，并对长期护理服务项目给予合理的定

价，这样既能保证长期护理服务的价廉物美，又能使得社会组织在提供高性价比服务的同

时也能获得合理的收益。

（二）通过长期护理服务组织的合理分布，提供便捷性服务

目前，大多数老年人集中居住在城市，又以社区居家养老居多 a，而且随着城镇化的

迅速发展，这种趋势会日趋明显；但由于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城市土地供应显得日益

紧缺，很多长期护理服务组织建设在郊区或者农村。服务组织与老年人之间分布上的不

均衡，无法保证服务需求与服务供应之间的无缝衔接，不利于服务递送质量的提升。因此，

如何合理布局服务组织，从而保证服务递送的快捷和有效，将成为服务组织建设中的一

大课题。

1. 合理分布长期护理服务机构

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的合理规划，长期护理服务机构的地理分布原则上应根据失智

失能老年人数来进行合理布局。失智失能老年人较为集聚、长期护理服务需求较为集中的社区，

应增加服务机构的数量。同时，交通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方便可达的地段；避开邻近对外交通、

快速干道及交通量大的交叉口路段；尽可能选择绿化条件较好、空气清新等环境优良的地段，

并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及危险品生产及储运用地。

2. 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多功能、小型化设施

由于城区土地与建筑比较稀缺，同时为了保证失智失能老年人服务利用上的便捷性，未来

我国应大力探索、发展嵌入式、小规模、多功能、专业化的社区微型服务机构。这种机构在设

施规模上是微型的，在运营上是专业的，在功能上是多元的，涵盖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和医疗

卫生等。在长期护理服务设施建设中，各地应结合本地的实际，根据服务人口确定设施规模，

配置时应兼顾千人指标与空间覆盖，同时参照一般规模。从空间覆盖上看，城镇长期护理服务

设施的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 公里；农村社区原则上每行政村至少集中设置一处社区长期护理服

务设施。

3. 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构建 15 分钟长期护理服务圈

根据大量的调研和实证分析，许多老年人在身体和心理上能够接受的到达服务组织的步行

a 钱宁：《中国社区居家养老的政策分析》，《学海》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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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15 分钟，很多地方都在倡导 15 分钟服务圈的理念和实践。但为了构建 15 分钟长期护

理服务圈，必须整合所有长期护理资源，包括公办和民办的长期护理服务机构，才能满足失智

失能老年人多样性的长期护理服务需求。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利用社区长期护理服

务平台，依据就近、服务互补、公平的原则，实现社区内所有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在平台上的分享、

共享，打造本区 15 分钟长期护理服务圈。

4. 通过服务预约保证定制化、便捷化的长期护理服务

利用社区长期护理服务平台，通过服务预约的方式，实现长期护理服务的定制化、便捷化

是提高长期护理服务资源供给的有效方式。特别是在满足失智失能老年人多样性的长期护理需

求方面，服务预约是很好的服务方式。预约服务活动中，失智失能老年人预约的种类和次数与

服务的老年人数、服务的时间，以及服务机构数目等，随着不同时间和条件而变化。长期护理

服务采取预约方法服务可以方便失智失能老年人，给予他们较大的主动性；同时避免了服务拥

挤和冲突现象的发生，使得长期护理机构可以合理安排需要服务的失智失能老年人的服务时间

和服务内容。这能够提高长期护理服务的计划性和灵活性。

预约长期护理服务系统可用优惠价格和优质服务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并且预交服务费

用在一定程度上利于长期护理服务机构的资金生息或资金周转；此外，纯预约长期护理服务无

需设置接待室（排队室）。在社区长期护理服务平台中，建立相应的长期护理服务预约通道，

可以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和安排服务资源，提高效率，节约成本。长期护理服务机构可以根据

老年人预先提出的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及时研究开发新的服务内容，实现满足失智失能老年人

多样性的长期护理服务需求的目标。

四、构建有效的社会支持机制

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提升，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其中志愿者队伍建设、服务人员的

培训、社会组织的培育等是关键。社会支持与市场功能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相互联系，如何界

定两者之间的功能成为关键。社会是长期护理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市场对这些社会供应主体、

供给方式等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保证社会主体在长期护理服务中的递送质量。

（一）建立长期护理服务志愿机制

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内部的供给

远远满足不了失智失能老年人的基本需求。由于资金的有限性，长期护理保险所提供的服

务项目和保障水平只能实现保基本，但失智失能老年人的需求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呈现

出个性化，这就需要志愿者发挥其作用。但我国志愿服务发展不够理想，无论是志愿者组

织还是志愿者个体的发展与长期护理服务需求的多样性、个性化的满足之间相差甚远。这

其中有从事志愿服务观念比较单薄、平时工作与家庭压力较大等原因，但关键在于没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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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相应的机制。

1. 培育中青年志愿者队伍

目前在社会养老服务领域从事志愿服务主要是老年人，年轻人甚少。年轻人无论在观念上

还是实践上都比较与时俱进，他们往往能提供比较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如心理健康咨询等。

因此，今后要推进和完善社区志愿者登记注册制度，将其延伸至街道和居委会一级，破除居住

地的限制。社区要对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根据其年龄、职业、专长及提供服务的时间和内容等进

行分类，使志愿者尽可能发挥各自专长，提高服务效率。同时要丰富志愿者服务的项目和范畴，

除了定期的看望、聊天外，还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法律咨询、公证咨询、旅游咨询、现代通讯联

系帮助等。

尤其要积极引导高校、中小学等建立“支援公益养老活动”的项目，鼓励学生参加志愿活动。

同时建立登记手册，并将服务情况纳入个人档案，作为升学、用工和评优的依据之一。明确长

期护理服务内容和规范，努力增加在校志愿者人数，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可持续的志愿人员招

募制度。

2. 重视低龄老人的志愿服务力量

当前在社区中提供社会养老服务的志愿者是老年人尤其是低龄老年人。这些低龄老年人具

有以下特点：一是身体健康，有从事志愿服务的能力；二是相对空闲，有时间从事志愿服务；

三是有一份善心，具有从事志愿服务的动力和积极性。在长期护理服务领域，有必要积极动员

和组织低龄健康老人，特别是有专业特长的老年人走出家门、参与志愿服务，提高老年人的参

与率，发挥老有所为的作用。倡导低龄、健康老人自身解决居家养老的各种问题。

老年人从事志愿服务的另一重要渠道是，结合楼组文明创建活动，促进邻里互助，构建较

为完善的老年人家庭照顾社区志愿服务支持系统。开展“牵手夕阳”行动，为低龄老人帮助高

龄老人搭建平台，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结成帮扶对子，老人之间、老人家庭之间互通有无，通

过日常的生活照料拉近居民的感情，在社区形成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3. 加强志愿服务基本能力培训

长期护理服务具有专业性强的基本特征，当前志愿服务面临的一个比较突出问题是志愿者

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因此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今后应由社会专

业组织对各个群体的志愿者定期进行长期护理服务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助老医学护理专业知识、老年身心健康常识、老年居家安全健康基本技能、家政和药学常识等。

同时建立志愿服务“时间储蓄”制度与统一的奖励标准和等级，逐步完善服务规范，使得志愿

者群体制度化和常态化。

（二）建设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

长期以来，社会组织发展不健全已成为阻碍社会养老服务质量提升的一大瓶颈，这是因为

社会组织在整个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中扮演着枢纽作用。当前，应该主要从“造血”与“供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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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维度来培育社会组织。

1. 引入市场机制，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能力

当前如何保证社会组织的盈利能力，已经成为社会组织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方面，

在价格体系上形成不同层次的服务体系，提供有偿服务、低价服务等各种不同价格层次的服务

项目；在服务项目的标准、内容等方面划分高、中、低多个不同档次，以适应不同失智失能老

年人的基本需求，这样既可以满足不同收入群体老年人对于长期护理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也

可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建议逐步扩大长期护理服务覆盖范围，使长期

护理服务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符合标准的老年人群，在合理规划、充分利用资源的基础上，允许

有需求的老年人自愿购买。

2. 出台各种扶持政策，形成“供血”机制

政府应给予从事长期服务供给的社会组织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倾斜，降低它们的运

行负担 a，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事业，营造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见图 5）。

图 5 多元供给中的政策激励方式

第一，制定优惠的财政政策。首先应加大信贷投入，给予民间组织参与长期服务低息

贷款，对有偿还能力和信贷抵押的长期护理服务社会组织，放宽银行贷款条件，延长贷款

期限，在给予低息照顾的条件下实行差别利率，贷款利率水平不高于一般福利事业利率水平。

其次，财政应扶持社会组织购买综合责任保险，这不仅有利于保障购买服务老年人的合法

权益，而且能提高它们抵御意外风险及善后处置能力，维持其正常运转。在综合责任保险

缴费方面，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各承担 50% 的费用，购买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遴选出的保险

公司产品。

a 席恒：《分层分类：提高养老服务目标瞄准率》，《学海》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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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增加税费优惠幅度。首先，用电按当地社会福利机构的最优惠价格收费，用水按居

民生活用水价格收费；对社会组织使用电话等电信业务要给予优惠和优先照顾。其次，对经审

定合格并颁发经营许可证的社会组织，可享受相应的营业税优惠。

第三，建立土地调控机制。首先，政府提供免费或低租金的长期护理服务用房，或者在符

合规划、确保安全等前提下，可将闲置的公益性设施用地优先调整为公益性长期护理服务设施

用地，由政府进行管理。其次，对于从事长期护理服务项目的组织直接给予土地优惠。最后，

鼓励以租赁方式供应长期护理服务用地，降低长期护理服务设施建设成本，以此吸引非公益性

的企业组织加入长期护理服务事业，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第四，设立财政预算外的专项基金。长期护理服务内容的多样性、服务供给主体多元性和

不同社区服务环境的不确定性等特点，造成不同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

因此有必要设立财政预算外的专项基金，同时执行严格的财政审批程序，为有特殊需求的社会

组织提供扶助发展基金。

3. 建立居家、社区、机构三者之间的老年人流动机制

政府应着重推广社区居家的长期护理服务，要求失智失能程度较轻的老年人在选择机

构长期护理服务前必须先使用社区居家长期护理服务一段时间。同时应该规定享受社区居

家长期护理服务的老年人将来可以优先入住公办养老机构，其目的是引导老年人合理有序

进行社区居家长期护理服务消费，释放大量的有效需求。当前，失智失能老年人对长期护

理服务具有巨大的潜在有效需求，但实际上他们的消费意愿不强，其原因在于他们节俭的

传统观念和消费习惯。通过合理的引导，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与传统观念至关重要。目前

可通过出台相应的补贴政策，促使他们释放对长期护理服务的有效需求，从而改变社会组

织经营困难的局面。

（三）促进长期护理服务队伍建设

长期以来，困扰社会养老服务质量提升的一个瓶颈就是服务队伍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专业

化水平上都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求。长期护理服务队伍建设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来解决。

1. 加强市场化的外包或购买方式

当前，长期护理服务人员队伍建设中面临一个巨大困境：护理服务人员不足。现在的护理

服务人员主要来自农村居民，而且年龄偏大的人员居多。随着这些人员进入老年阶段，后续的

护理服务队伍建设会显得更加困难。因此，急需扩大社会组织中服务人员的队伍规模。应通过

适当的奖励措施、市场化的外包或者政府购买方式激励年轻人进入长期护理服务队伍，改善目

前长期护理服务队伍年龄结构偏大的问题；通过高校教育专业的设置和职业能力培训等手段，

提高长期护理服务队伍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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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全护理服务人员的培训机制

健全护理人员的岗前培训、上岗准入和定期在职培训制度，实行职业资质和技术等级认证，

形成完整的培训和管理体系。强化岗前培训，长期护理人员提供服务必须持证上岗；通过委托

专业的劳动职业培训机构或者有考评资格的服务机构，每年定期对服务人员开展培训教育，让

他们考取相关的职业技术证书。

3. 建立机构、社区、居家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

机构的护理人员体系相比于社区居家护理人员体系更加成熟化和专业化，而社区居家中对

服务失智失能老年人的护理人员需求比较大，因此应通过建立人才流动机制，鼓励机构的护理

人员流动到社区，机构和社区的护理人员流动到居家，实现人力资源的效用最大化。

4. 建构护理服务人员待遇的有效增长机制

通过对岗位的综合评定加强政府补贴力度。第一，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把长期护理服务

需求分成几个等级，并赋予不同服务以不同的质量等级，对完全不能自理老人服务的等级最高，

然后依此降序，服务的时间与这一质量评定标准的乘积为长期护理服务量，这一做法保证了服

务内容和服务时间上的公平。第二，政府应对长期护理服务机构内开展医疗康复、社工介入、

心理慰藉、临终关怀等专业服务项目的社会工作者、医生、心理咨询师、膳食营养师、康复师

等人员的工龄、资质类别、技术岗位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定，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通过这些

措施，保证护理服务人员的待遇水平，使得这支队伍职业化。

五、建立长效的家庭扶持机制

长期护理服务的责任机制应该包括政府责任、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只有通过三方的有

效合力，才能保证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从这个意义来说，家庭责任在长期护理服

务质量提升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不断降低长期护理服务成本的一个基本渠道，

同时能够规避仅仅重视政府责任和社会责任、忽视家庭责任而导致三方责任之间的失衡。

随着人口结构、家庭规模等的变化，家庭对失智失能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功能不断弱化。

当前及未来慢性病等已成为失智失能老年人的主要诱因，医疗护理显得日益重要，但家庭

成员在医疗护理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严重不足。同时，受到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

失智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属越来越倾向于居家护理，而且随着老年人的年龄增大，这种倾向

日趋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对家庭在长期护理服务提供中的作用不断重视的同时，对他们

的扶持越来越显得紧迫。根据国外的经验以及结合我国家庭的实际情况，应该主要在以下

几个方面给予家庭扶持。

（一）实施家庭照料者培训项目

家庭成员在实行长期护理服务供给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缺乏长期护理服务的基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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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专业技能，所以对他们进行长期护理服务如何供给方面的培训显得非常有必要。应该

发动专业医疗机构、社区长期护理服务机构等专业社会组织，为照顾失智失能老年人的家

庭成员提供培训，提高其专业护理能力。这种培训应该界定为福利性的，根据家庭的经济

收入水平，给予免费培训和低收费培训。因为他们在为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提供长期护

理服务，表面上是一种家庭责任或者个人行为，但实际上他们也是在分担社会责任，为政

府分忧解难。

（二）提高家庭服务者的经济扶持力度

基于家庭成员提供长期护理服务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的基本理念，应该对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的家庭成员给予经济上的扶持，从而减轻由于居家照料失智失能老年人而导致的经济损失。这

种经济扶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该类家庭的劳动者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一定减免；

二是对居家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家庭成员给予适当的经济补贴，这种补贴的属性不是一种劳动

报酬，不适用于按劳分配原则，可以采用服务券的方式，以低于市场价来决定补贴标准。这既

体现了对家庭护理者的经济支持又能反映一种家庭责任，从而保证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之间的

合理平衡。

（三）建立“喘息式服务”机制

为了保证家庭成员在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同时不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必须为他们建

立“喘息式服务”机制。所谓“喘息”就是家庭成员所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具有长期性、繁重

性等基本特征，会严重影响家庭护理者的身心健康，因此必须给予他们一定时间和方式的休息，

这尤其对严重失智失能老年人的护理者显得更为必要。

“喘息式服务”应该包括居家和机构两种方式：居家喘息式服务是指社区长期护理服务

组织派遣专门的服务人员上门提供服务，这种方式应该又分为日间护理（仅限于白天）和住

宿护理（包括晚上夜宿）；机构喘息式服务是指把被护理老年人送到长期护理服务机构，由

该机构向其提供长期护理服务，这种方式应该分为日间护理（仅限于白天）和住宿护理（包

括晚上夜宿）。

“喘息式服务”应该定位于半福利性，实行一定的低标准收费，但应严格限定喘息服务的

时间，以防止该机制被滥用。在具体操作上，可采用服务券的方式，该服务券应该设置为面向

失智失能老年人的服务券和面向家庭服务者的服务券，由家庭服务者自由选择。选择面向老年

人的服务券可交由老年人请专门的服务人员进行服务，减轻其照顾压力；选择面向自己的服务

券，则由服务者自己自由支配，减轻其经济方面的压力。这既能促进长期护理服务的产业化发展，

又能促使行业间形成竞争，最终有益于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提高。

（四）充分发扬中国式传统孝道的作用

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在当前长期护理服务中不可或缺。这种孝道文化不仅是促使家庭恪守

其责任的前提，而且也能够保证长期护理服务质量。长期护理服务的长期性、繁重性等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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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护理人员必须具有较强的孝心。如果他们没有这种孝心，很难保证或者提升长期护理服务

的质量。对于家庭护理人员来说，这一点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在长期护理服务行业推动过程中，

应大力提倡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加强孝亲敬老教育，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促进家庭和谐和

代际关系融洽。

Responsibilities of Primary Parties in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Long-term Care

Zhong Ren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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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fundamental goals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s to improve and main-

tain the quality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The quality can be measured in different dimen-

sions. The key to the improvement of long-term care quality is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various partie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market, society, and fami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bove issues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 quality. Some pol-

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r-cut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regulat-

ed market, effective social support, and long-acting family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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