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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失能老人公共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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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快，中国长期失能老人数量大，长期护理费用高，而家庭结构小型化

使得家庭长期照顾的功能越来越弱化，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风险具有社会风险性质。长期护理

风险的特征表明，长期护理风险可以通过保险机制来转移风险，但是私人护理保险存在市场失

灵缺陷，需要建立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化解中国失能老人长期护理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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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中国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风险化解机制是

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1． 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加快

根据国家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

2000 年 60 岁以上人口 1． 3 亿，占人口总量的比重已经

达到 10． 46% ，2005 年 60 岁以上人口 1． 67 亿，占比达

到 13% ，2010 年达到 1． 78 亿，占比 13． 32%。高龄老人

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以 80 岁以上老人为例，

2000 年为 0． 12 亿，占人口总量的 0． 97% ，2005 年为

0． 18亿，占人口总量的 1． 37% ，2010 年为 0． 21 亿，占人

口总量的 1． 57%。预计 2050 年 80 岁以上老人将达到

0． 94 亿，占比将高达 7． 08%。
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一个劳动人口比重在下降、

老年人口比重在不断上升的社会现象，其背后反映了

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如何在不同年龄人口间的合理配

置要求。老年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身心功能退

化现象，其器官功能衰退，机体抗病能力明显减弱，患

有慢性病或并有多种复杂的并发症的可能性增大，特

别是高龄老人身心功能退化现象更为严重。［1］
即使是

假设老年人口失能率不因为高龄老人在老年人口结构

中比重上升而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也会导致失能老

人的总量在不断增加，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常常需

要长期的护理服务和高昂的医疗费用，是家庭沉重的

经济和精神负担，成为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共同的经

济风险。
2． 长期失能老人规模不断增大，失能老人生存的

风险巨大

根据 2008 年 中 国 老 年 健 康 影 响 因 素 跟 踪 调 查

(CLHLS) 数据分析，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人中度以上失

能率为 12． 3% ，其中，65 － 69 岁年龄组中度以上失能率

为 4． 0% ，70 － 74 岁年龄组为 7． 4% ，75 － 79 岁年龄组

为 13% ，80 － 84 岁年龄组为 20． 9% ，85 岁及以上年龄

组为 62． 4%。以此计算，2015 年中国中度以上失能老

人为 1560 万，2030 年 为 2840 万，2040 年 为 4407 万，

2050 年达到 5601 万。失能老人规模之大，并且会随着

高龄老人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增加。老人失去生活自理

能力，不仅带来老年人医疗费用的高涨，也导致老年人

生活品质的下降，增加老年人生活护理费用支出。
3． 家庭结构与居住模式变迁，家庭照顾功能逐渐

弱化

中国家庭结构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已经发生巨

大的变化，从一个传统的金字塔形状的家庭结构演变

为倒金字塔形状的家庭结构，“四二一”成为这个社会

最主要的家庭结构形态。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居住模

式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中国 1 人户家庭户所占比重

从 1995 年的 5． 89% 上升到 2010 年 14． 53% ，2 人户家

庭户所占比重从 1995 年的 13． 73% 上升到 2010 年的

24． 37% ，呈现一个逐年上升态势，而 3 人户家庭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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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较为稳定，基本维持在 26． 87% － 29． 95 之间。反之，

4 人户及其以上家庭户所占比重呈现一个逐年下降趋

势，从 1995 年的 51． 96% 下降到 2010 年的 34． 23%［1］，

表明中国家庭结构规模越来越趋于核心化、小型化，子

女与老人共居比例下降。家庭结构和家庭居住模式的

变迁，使得传统的老年人依靠家庭成员之间的生活照

顾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家庭照顾的“家庭失灵”。
二、公共长期护理保险是化解失能老人长期护理

风险的制度选择

( 一) 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风险事故具有社会风险的

性质

长期护理财务风险事故是指个人因生理、精神或

心理的疾病或障碍影响其日常生活活动，以至于对个

人身体照顾、饮食起居以及家务处理等方面需长期借

助或依赖他人辅助，才能满足其基本日常生活需要，由

此而造成个人或家庭巨大的财务负担。
长期护理财务风险是个体特定的风险还是社会面

临的共同风险? 人口结构变迁而导致的人口老龄化，

家庭人口结构与家庭成员居住模式改变，医疗水平、生
活质量的变化提高了人口的平均寿命并提高了高龄老

人的比重，使得有需要护理的人口越来越多。由于长

期护理需求事故一生可能仅发生一次，但风险可能持

续到生命终结，所需要的财务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会

造成个人或家庭沉重的财务压力和心理负担。在传统

的个人家庭责任制度下，一旦家庭发生长期护理事故

风险，也只能由个人或家庭承担长期护理服务和财务

供给责任，庞大的财务负担，个人及家庭往往支持能力

极其有限，会造成无法满足失能老人长期护理的财务

需要，也会造成因家庭剩余人力供给困难而使得失能

老人得不到足够的护理需要的满足。失能的财务风险

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进入老龄人行列特别是高龄老人

行列后所要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风险。因此，长期护理

财务风险事故的性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呈现

出社会风险的性质，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重大社会风

险(major social risk)。
( 二) 长期护理风险的属性决定了保险是化解护理

风险损失有效手段

长期失能风险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风险，具有社会

风险的属性，并且这个风险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规律可

循。第一，发生失能风险的老年人多，数量大，这是于

老龄人身体器官功能退化和老年人疾病谱发生了重大

变化，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已取代急性传染病，成为危害老年人健康

的主要疾病，会导致老年人失能、半失能。第二，失能

老人长期护理风险的发生有一定的概率，概率的大小

与人口老龄化程度正相关，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老人

所占的比重越高，失能老人的比重就越高，数量就越

多。虽然老年人失能风险发生比例高，风险具有一定

的概率，但就全体社会成员而言，风险发生概率较低，

这就为失能风险采取经济手段处置提供了空间。第

三，长期护理风险的经济损失是可以预测，可以通过老

年人失能率、失能等级、失能需要护理时间、护理人工

成本等预测全社会失能老人护理经济损失。第四，失

能风险的发生不会出现普遍性，也就是说同一区域的

老人不会同时失能，不会出现灾难性的失能现象。根

据可保风险四要素原理，这样的风险通常可以采取保

险经济手段来处置。［2］

( 三) 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市场失灵缺陷难以化解失

能老人护理风险损失

在处置风险时，私人保险优于个人或家庭代际互

助的原因是由于私人保险具有“风险集中和风险共担”
功能。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个

人短视等原因，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很难形成有效的“风

险共担机制”，即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会出现所谓

“市场失灵”现象。
一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私人护理保险市场失灵。信

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一方信息充分处于有利地位，

而另一方信息不充分而处于不利地位。在私人长期护

理保险市场上，存在着投保人、保险人、护理提供者等

多方主体，各主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

各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交易各方会充分利用自身

的信息优势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一方可能会做

出对其他参与主体不利的行为。根据这种行为发生的

时间次序，信息不对称理论将其分为“事前道德风险”
和“事后道德风险”。
“事前道德风险”即逆向选择。在护理保险市场

上，投保人投保意愿主要与投保人自身的健康状况相

关。在信息不对称的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上，高风险者

会全力的隐瞒自身健康情况，保险公司一般很难了解

投保人的真实身体状况。保险人无法对投保人进行有

效的甄别，因此保险人提供的护理保险产品只能根据

社会平均风险概率确定保险费率。低风险的投保人知

道自身护理风险概率较低，于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

大化就会退出护理保险市场。这样保险市场上就只剩

下失能概率大的高风险投保人，保险公司就会出现亏

损。为了避免亏损，保险公司就会提高保险费，这样风

险较低的一部分投保人又会退出保险市场，从而出现

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高风险参保、低风险不参保

的“恶性循环”现象。逆向选择是私人长期护理保险所

面临的最大挑战，会导致护理保险市场逐步萎缩，危害

到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生存。
“事后道德风险”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风险”。

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后，保险人不可能一直观察或者监

督被保险人和护理服务提供者的行为。为了实现自身

利益的最大化，被保险人和护理服务提供者可能会利

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做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行为，即道德

风险。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主要是指

投保人的恶意索赔或护理提供者的“诱导需求”，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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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由被保险人和护理服务提供者的机会主义行为造

成，而道德风险成本则由保险公司承担。
购买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后，当被保险人发生保险

责任范围内的长期护理时，护理费用由保险人负担。
由于无需自负护理费用，被保险人“过度消费”的心理

普遍存在。当发生长期护理时，被保险人会倾向于比

自负护理费用时消费更多、更好的护理服务。被保险

人道德风险的存在提高了保险人赔付率和赔付金额，

使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公司面临亏损风险，直接影响了

保险产品的供给。
护理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主要指“诱导需求”。

诱导需求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护理服务提供者具有进行

“诱导需求”的内在动力和能力。护理服务提供者的收

益与被保险人护理费用的多少成正相关。为了自身的

利益，护理服务提供者倾向于被保险人使用较多的护

理服务。护理服务提供者人为地增加了护理服务的供

给，增加了保险公司护理费用的支出，影响了私人长期

护理保险市场的有效均衡，致使护理保险市场失灵。
二是个人短视导致私人护理保险市场失灵。英国

哲学家大卫·休谟对人的行为分析指出，人们具有只

追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弱点。［3］
在私人长期

护理保险市场上，人的这一弱点表现为个人短视。即

如果让个人为自己将来的长期护理负责的话，很多人

并不能为自己的将来准备足够的资金或购买充分的保

险。人们之所以出现个人短视通常有以下几个原因:

缺乏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可能会低估通货膨胀

对未来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力;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过度

自信，人们会根据自己目前很健康的状态而认为自己

能长期如此，缺少足够的危机意识;对将来利率的过高

估计，认为储蓄的回报很高，能够保证自己失能时的费

用需求。个人的短视使人们在自愿参与护理保险时的

意愿不强，大多数人不会自愿购买，导致私人长期护理

保险保障 效 用 大 大 降 低，致 使 护 理 保 险 保 障 功 能 的

失灵。
( 四) 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强制性有助于消除私人长

期护理保险市场失灵的弊端

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失灵为政府的介入提供

了依据和空间。与市场自由交易不同，政府可以利用

公共权力强制人们参保，构建以政府为主体、以市场为

补充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
1． 强制性公共护理保险制度能够使得参保样本数

量多且较稳定，极大的增加了保险费率测算的样本空

间，通过利用概率论和大数法则对全国或某一地区的

长期护理风险的精算，政府就能够比较准确的估计长

期护理风险概率和风险损失，保证护理保险财务的长

期平衡。
2． 强制性公共护理保险制度能够消除逆向选择风

险。任何人不能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来选择参保还是

不参保，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保险市场的逆向选

择，防止了高风险人参保、低风险人不参保“恶性循环”
行为发生，保证了护理保险参保人群和费率稳定性。

3． 强制性公共护理保险制度能够以较低的保险费

率而保障所有被保险人风险的赔付。这是由于强制性

抑制了低风险人口退保倾向，全体参保人护理风险发

生的概率降低，参保人以较低的缴费率就能维系所有

失能风险损失的赔付。
4． 强制性公共护理保险制度消除了人们的短视行

为，防止了一部分人的短视而陷入未来不确定的护理

风险损失危险之中。
5． 强制性公共护理保险制度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

效应，政府的强制可以扩大保险规模，降低护理服务的

价格，提高护理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
( 五) 发达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提

供了经验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严重，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 15% ，长期护理需求旺盛，1994
年 5 月德国国会终于通过联邦劳动暨社会事务部拟定

的长期护理保险法草案，成为医疗社会保险、工伤事故

社会保险、养老社会保险和失业社会保险之后的“第五

大保险”项目，从此德国开始用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

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解决长期失能人口的护理风险。
20 世纪末期日本社会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1950 年

日本老年人占人口总量的 5% ，1995 年则高达 14． 6% ，

日本高龄化使得需要护理的失能老人数量增加，为了

保证老年人有尊严、有品质的生活质量，并避免老年人

医疗过度支出而引发健保财务危机，日本 2000 年颁布

实施《长期护理服务保险法》，开始强制实施政府主导

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 世纪 70 年代，针对美国人口

老龄化所导致失能人口护理风险，美国私人保险开始

举办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开创了商业长期护理保险

先例，但由于其参保率、赔付水平低，而缴费水平高导

致私人长期护理保险作用极其有限。
三、中国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的政策建议

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一个不同利益群体的利

益调整机制，因而在制度构建中应体现公平与效率兼

顾，权利与义务对等，财源充足、稳定，风险共担等基本

原则。
( 一) 立法规范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核心是所有失能老人长

期护理的风险损失由所有在职人口承担，以保障失能

老人生活的基本品质，这种利益调整就需要国家通过

立法规范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规范各

方权利和义务。为了使立法科学规范，国家既要借鉴

国外一些国家成熟的经验，也要选择一些地区进行试

点，总结经验教训，待条件成熟时加以推广。
( 二) 实施“两步走”战略来引导社会认同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

在制度建立的初期，由于社会成员对长期护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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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制度还缺乏系统的认知，因而可以借助于医疗护理

给付即医疗保险制度中对患者在医疗期间发生的护理

行为而产生的财务损失给予保险赔付的现实，借助于

医疗保险制度在社会成员中的认可度较高的事实，在

全国全面推行医疗护理保险制度，医疗护理保险与医

疗保险捆绑实施，强制推行，所有参保者在医疗期间发

生的护理财务损失都可以由医疗保险制度给予赔付，

资金来源于医疗保险基金，不需要额外缴费，以此引导

社会成员积极参加医疗护理保险。经过 3 － 5 年医疗护

理保险的实施，社会已经逐步认同公共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此时可以在全国建立独立的公共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通过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的

缴费率适度调整，在坚持总缴费率不变的前提下，通过

结构调整来征收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险基金。
( 三) 科学规范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内容

制度内容科学规范有助于制度的可持续性，这些

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务筹资模式选择。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筹资模式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和积累

制的争论，前者源于代际互助，后者源于自我责任与事

先储备，因而目前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基本

上采用现收现付制，现收现付制无需积累资金，制度可

以立即实施，但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护理支出增加，

而收入减少，护理保险会出现财务危机，需要政府财政

的介入。二是参保对象界定。保险对象的界定应该遵

循“社会连带互助”、“风险共担”、“大数法则”等原则，

失能已经成为一项社会风险，并非个人或家庭所能承

担，通过社会成员间的互助，将个人发生概率低，但一

旦发生需要承担巨大的损失，转化为人人必须共担但

是人人有能力承担的损失。因而，可以规定，我国凡是

有工资收入的劳动者都应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即全

体有工资收入的人口共担所有失能老人长期护理的费

用损失风险。三是给付对象。建议我国的长期护理保

险开办初期，可以将给付对象限制在 65 周岁及其以上

具有长期护理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待将来制度成熟时

逐步扩大给付对象。四是待遇给付标准确定。根据失

能老人不同需求程度提供不同的给付以满足失能老人

的基本需求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一项基本原则，因而

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给付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对失能老人

的失能状态进行评估，根据一些指标来评估失能老人

失能程度，以此来判断失能老人长期护理费用给付标

准。五是资金来源。考虑到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公共长期护理保险采取按照雇员工资收入一定比

例缴费的办法，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根据 2008 年

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 数据分析并

对相关变量进行预测，中国 2015 年长期护理保险总缴

费率为 1． 07% ，2020 年为 1． 36% ，2030 年为 1． 90% ，

2050 年为 2． 68% 就可以维系长期护理制度资金平衡。
六是管理体制。一种管理体制是选择在社会保障部门

建立独立的公共长期护理保险管理机构;另一种体制

考虑到长期护理保险险种与疾病保险之间特殊的关联

性，将长期护理保险业务交给医疗保险机构管理。
( 四) 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来激励社会参保

在我国建立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还存在一系列

的障碍，人们对风险认识程度、经济承受能力等影响制

度的建立，因而在制度建立的初期可以采取财政补贴

的方式激励公民参保，降低投保人缴费费率，提高公民

参保意愿。待制度成熟并被社会所认可后，再根据政

府财力来优化财政补贴的方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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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abled Elderly Public Long － 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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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ing aging levels，the large number of disabled elderly in China，the high costs of long － term
care insurance，and the small family structure，the function of family long － term care becomes more and more
weakened，and makes the risk of long － term care for disabled elderly have the nature of social risk．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long － term care risk indicate that such risk can be transfered through insurance mechanisms，but the
private care insurance exists market failure defects，and needs us to establish a public long － term care insur-
ance system to solve the financial risk of Chinese disabled elderly long － term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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