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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的

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
曹信邦

［摘  要］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家庭人口结构小型化和核心化、家庭长期护理负担能力不足、

财政支付的压力与社会治理中民生保障的功能，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的动力源。长期护理财务

风险的广泛性、不确定性和社会共同风险的特征，表明保险是化解长期护理财务风险的理性选择，

但私人长期护理保险的市场失灵决定了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具有优势。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面临着独立险种还是从属险种、长期护理保险与医疗护理保险界限、长期护理保险目标定位、护理

服务业成熟度低、长期护理保险筹资难度大等现实困境。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渐进式战略，采取“三

步走”策略，是建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 长期护理保险；理论逻辑；现实困境；现实路径

长期护理保险是被保险人因长期失能而产生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费用由所有投保人共担

的财务损失化解机制。德国、法国、荷兰、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等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已经相继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16 年 6 月 27 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关

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在全国 15 个地区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工作，开启了国家层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先河。然而，是否应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一直为学界和政界所争论，形成了“护理津贴制”a 和“护理保险制”b 两种长期护理损失化

解制度的观点，前者基于福利普惠制，主张为所有老年人提供老年津贴，后者基于风险共担机制，

主张采取长期护理保险手段为所有投保的失能老人提供护理财务损失的补偿。本文从学理视角

阐释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的理论逻辑、困境和现实路径。

［作者简介］   曹信邦，南京财经大学江苏社会保障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险。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财务供给多元主体融合机制、模式与制度架构

研究”（16AGL014）。

a  唐钧：《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4 年第 2 期。

b  戴卫东：《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73-174 页。

社 会 保 障 评 论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Review

第 2 卷第 4 期
2018 年 10 月

Vol. 2, No. 4
O c t .  2018



·76·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

一、构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中国的现实需要

社会政策制定的周期一般是由问题定义、议程设置和决策 3 个阶段构成。而问题定义是对

问题存在、问题性质和问题程度的判断，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一般认为中国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的问题定义源于 3 个方面。

一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6 年底中国 60 岁及其以上人

口 2.3 亿，占人口总量的 16.7%，65 岁及其以上人口 1.5 亿，占人口总量的 10.8%，老龄化程

度加剧。而中国老年人 65—69 岁年龄组失能率为 4.8%，70—74 岁年龄组为 7.7%，75—79 岁

年龄组为 10.4%，80—84 岁年龄组为 16.6%，85 岁及以上年龄组为 41.9%，可以推估 2020 年

中国失能老人数量为 1893 万人，2030 年为 2730 万人，到 2050 年失能老人将达到 5224 万人，

其中轻度失能老人为 2878 万人，中度失能老人为 1023 万人，重度失能老人为 1323 万人，重

度失能老人占所有失能老人的比重达到 25.3%a，失能老人数量不断增加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不可抗拒的浪潮，失能老人需要长期护理才能满足其基本生活品质的需求，这就需要社会资

源分配格局的再调整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客观要求。

二是中国家庭人口结构小型化和核心化。中国家庭结构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已经从一个

传统的金字塔形状演变为倒金字塔形状，“四二一”成为最主要的家庭结构形态，中国家庭

1 人户和 2 人户在家庭户中所占比重基本呈现一个逐年上升态势，其中 1 人户家庭从 1995 年

的 5.89% 上 升 到 2012 年 的 14.08%，2 人 户 家 庭 从 1995 年 的 13.73% 上 升 到 2012 年 的

26.42%，1 人户和 2 人户家庭占比达到 40.5%，3 人户家庭所占比例较为稳定，基本维持在

26.87% 到 29.95% 之间，而 4 人及其以上家庭户在整个家庭户中所占比重基本呈现下降趋势，

并且下降幅度比较大，表明中国家庭结构规模越来越趋于核心化、小型化。另一方面，由于

年轻人观念的变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和就业，家庭

居住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对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 2010 年第六次人口

普查数据对比发现，在 10 年时间内，中国一代户家庭所占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21.7% 上升到

2010 年的 34.18%，而二代户家庭所占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59.32% 下降到 2010 年的 47.83%，

三代户、四代及以上家庭户所占比例下降幅度不显著，表明中国老年空巢家庭比例越来越高，

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比例越来越低，老年人居住在核心家庭中的比例呈现逐年降低的趋

势。老年人居住方式对家庭整体结构影响很大，老年人独居现象增多，成为小家庭增长的重

要推动力量 b。由于老年人与子女的分居，使得老年人失能而需要长期护理时往往得不到子女

的及时照料。家庭结构和家庭居住模式的变迁，使得老年人依靠家庭成员照顾的传统方式发

生了根本变化，减少了家庭护理可利用的资源，增加了家庭成员提供护理的机会成本。

三是个人或家庭承受能力不足。自古以来家庭就是个人风险损失的最小互助体，在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时期，家庭规模较大、老年人寿命短等原因使得家庭能够成为家庭成员的庇护所，

a   曹信邦：《中国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研究——基于财务均衡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第 115-119 页。

b  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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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互助互济的功能。但是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长期护理费用高昂，个人或家庭财务供给能

力难以满足失能老人长期护理的需求。

个人或家庭长期护理财务供给能力取决于个人或家庭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之差，即收入剩

余。一是人均收入剩余，即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人均消费支出，表示个人支付能力。二是家庭户

收入剩余，即家庭户可支配收入扣除家庭户的消费支出，表示家庭的支付能力。根据预测，

2015—2050 年城镇失能老人人均护理费用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剩余的 2.08—2.2 倍，城镇失能老

人人均护理费用占城镇居民家庭户人均收入剩余的 68.77%—72.76%，表明城镇居民个人或家庭

为单位承担失能老人长期护理财务费用，负担极其沉重。2015—2050 年，农村失能老人人均护

理费用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剩余的 1.57—2.17 倍，农村失能老人人均护理费用占农村居民家庭户

人均收入剩余的51.32%—71.71%，农村居民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承担失能老人长期护理财务费用，

负担也较沉重 a。因而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收入水平处于中位数以下的个人或家庭普遍存在着

长期护理财务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越是收入低的个人或家庭长期护理财务供给能力越不足。

其实这3个现实问题在中国已经存在10多年时间，为什么在近期建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的呼声较高？上述分析中仅看到个人或家庭财务压力，但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直接推动着中

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政府财政支付的外在压力是推动建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的动力源。目前，全国除少数地区外，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主要责任负担者是个人或家庭，政府

采取高龄老人津贴、失能老人财政补贴等制度对高龄老人提供普惠制补贴以减轻其财务负担，对

认定为贫困家庭的失能老人提供财政补贴以满足其基本生活品质的需要。但是随着高龄老人和失

能老人数量的不断增长，政府财政对失能老人财政支出不断增长，再加上近期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

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迫切需要有一个能够缓解政府财政压力的政策方案，失能老人长期护理

财政支付制度的改革就被政府所重视，财务风险三方共担的护理保险制度被政府所接受。另一方面，

中国新一届政府把民生保障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保障民

生，提高社会成员生活质量，民生意识增强有助于社会认同感培养，也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能够

真正落地的政治保证。而当一项社会政策既符合公众需求又符合政府需求时，政策则应运而生 b。

二、保险是化解长期护理财务损失的理性选择

（一）长期护理的财务损失具有广泛性且是社会共同风险

一是长期护理财务损失具有风险不确定性特征。风险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其中有两种含义较为

特殊并广为采用。一种是把风险定义为随机事件可能结果之间的差异，就是说，可能发生的不同结

果越多，风险就越大；另一种则是把风险定义为可能发生损失的不确定性，平均期望损失的变化范

围越大，风险就越大 c。由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医疗技术不断突破，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呈现不断延长

a   曹信邦：《中国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研究——基于财务均衡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第 115-119 页。

b  郭林：《中国社会保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向》，《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3 期。

c  马克·S·多尔夫曼著，齐瑞宗等译：《当代风险管理与保险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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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势，老年人的比重特别是高龄老人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而人口的失能概率与年龄呈正相关，一

般情况下年龄越大失能的概率越大，年龄越小失能的概率越小，因而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显著影响就

是老年人平均失能率攀升，失能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产生了老年人失能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而为

失能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财务负担并不是每个老年人都可能产生，仅是一些有失能的老年人才会产

生，有发生的概率，并且护理成本的多少与自身失能程度呈正相关，这就产生了老年人护理服务支

出财务风险损失的不确定性，每个老年人并不能确定自己未来是处于健康自理状态还是处于失能状

态，即使是预期会处于失能状态也难以估算护理服务的成本，不确定性就会有风险产生。

二是长期护理财务风险具有社会共同风险的特征。失能是老年人一种或一种以上功能丧失

或者损坏，失能预示着个人自理能力的下降，需要外界提供照顾才能维系吃饭、穿衣、洗澡、

上厕所、室内走动和上下床等基础性日常生活活动的需要，这种护理包括医疗服务、社会服务、

居家服务、运送服务或其他支持性的服务。护理服务的提供可以由无需支付费用的家庭成员或

朋友等非正规护理人员（Informal Caregivers）提供，即非正规护理，也可能由受过专业培训并

持有执照的专业正规护理人员（Formal Caregivers）提供，即正规护理，正规护理服务的目标不

仅仅是治愈疾病或保全生命，而且要对慢性疾病或丧失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功能恢复和修补，

使得被护理者能够得到较高的生活质量，获得最大可能的独立生活程度以及个人人格尊严。显

然，对于失能老人护理服务，非正规护理作用的对象和范围非常有限，并且对失能老人功能康

复等效果并不显著，而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家庭护理服务难以为继，因而正规护理服务成

为失能老人护理服务的优先选择，这就存在因护理而造成个人或家庭巨大的财务负担风险。

长期护理财务风险不是个体特定的风险而是社会面临的共同风险，风险的群体数量大，风

险财务损失大，风险的社会消极影响大。医疗水平、生活质量的变化提高了人口的平均寿命，

提高了高龄老人的比重，使得有需要护理的老人越来越多。虽然长期护理事故一生可能仅发生

一次，但风险可能持续到生命终结，需要护理的时间长，财务负担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特点，

造成个人或家庭沉重的财务负担和心理负担。在传统的家庭责任制下，一旦家庭中的成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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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沉重的财务负

担，个人及家庭往往支持能力极其有限，无法满足失能老人长期护理的财务需要，造成因家庭

剩余人力供给困难使失能老人得不到足够的护理，出现所谓的“家庭失灵”现象。老龄化社会

失能老人长期护理财务开支将成为个人或家庭沉重负担，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进入老年人行列

特别是高龄老人行列后所要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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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险是化解长期护理财务损失风险的有效手段

风险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必须寻求相应的风险处理方式来化解风险，目前人类处

理风险的方式主要有 5 种。一是风险回避，风险回避就是不从事某种可能带来风险的活动，风

险处理方式比较消极。个人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都要求承担一定的风险，因而这种方式某种程

度会阻碍社会进步，并不是一种理想的风险处理方式。二是风险自留，就是不采取任何措施，

不采取积极行动以回避、减少或转移风险，风险发生时的损失可能性被自留。三是风险转移，

风险可以从一部分人转移到另一部分更愿意承担风险的人身上。四是风险分担，就是由数量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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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个体组成一个集合体，共同分担某些成员的损失，保险就是风险的一种分担机制。五是风

险减少，一种方法是预防和控制风险，预防是控制损失的严重程度，损失预防是最佳的风险处

理方式，但是仅有损失预防是不够的，要预防所有的损失是不可能的，在有些情况下，预防损

失的成本可能高于损失本身。另一种方法是运用大数法则，集聚风险以减少风险，通过集合大

量风险主体，运用概率方式对集合体未来损失做出合理精确的估计，以此选择应对风险的措施。

保险作为风险处理的方式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保险从本质来讲，就是把个人遭受经济损失

的危险转移到集合体中的一个过程，在集聚同质风险的过程中，通过统计手段得到一个合理的

损失概率的近似值，然后把损失以平等的方式分摊到每一个集合体成员。尽管从理论上讲，所

有的损失都可能被承保，但是有些损失是无法在合理的价格上获得保险的。出于理性的考虑，

保险人并不愿意承担其它人转移过来的所有风险。根据巴尔的理论，风险要能为保险所承保，

必须具备 4 个前提条件，一是同质风险单位多，即必须要有足够多的同质风险单位，才能够合

理预测损失，保险运营是基于大数定理基础之上的，大量风险单位的存在可以使得未来损失的

预测更加精确，从而有利于保险经营。二是风险造成的损失明确且可测量，即损失必须是较难

伪造，经济上可以衡量，人们能够判断损失确实发生了，并对损失的程度可以做出价值判断。

三是损失必须是偶然的，即损失必须是意外事故的结果，即它有发生的可能性，而不能是必然

发生的事件。四是损失不能是灾难性的，即集合体中，很大比例的风险单位不能同时遭受损失，

因为保险的原则是建立在损失分担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只能由集合体中很小

比例的风险单位遭受损失，否则风险发生后没有损失承担者。

老年人长期失能风险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风险，并且失能风险的发生具有数量多、发生概率

较稳定、经济损失可预测、不会出现灾难性等特征。长期护理风险特征符合可保风险4要素原理，

表明长期护理财务风险可以通过保险的经济手段来处置。

保险是化解长期护理财务风险的经济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高龄老人津贴、长期护理

津贴制度就是缓解失能老人财务负担的政府普惠性手段。高龄老人津贴是政府财政对所有达到

一定高龄的老人提供生活补偿性津贴制度，长期护理津贴是政府通过财政对失能老人长期护理

费用提供经济补偿的一种制度，这两种制度的实质是失能老人护理损失由所有纳税人负担，而

并不考虑每个失能老人负担能力，强调制度的公平性，但在政府财政资源约束性条件下，所得

与所需并不匹配，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被社会所质疑。

三、市场失灵决定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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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保险具有风

险集中和风险共担功能，但是由于个人短视、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原因，私人

长期护理保险很难形成有效的风险共担机制，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现象。

个人短视导致私人护理保险市场失灵。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人具有追求眼前利益而

不顾长远利益的弱点，并不能理性地预期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在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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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个人短视行为的弱点，即个人并不能为自己的未来长期护理财务风险准备足够的资金或购

买充分的保险。之所以出现个人短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过度自信，人

们会根据自己目前健康状态而预测未来也会长期健康，缺少足够的危机意识；二是即使是意识到

未来风险的存在，也会选择储蓄货币应对风险，但是由于每个个体无法预测自己失能持续的时间

和失能程度，因而也无法精确预测到未来长期护理的财务损失，导致个体储蓄难以满足未来风险

财务损失的需要；三是缺乏对未来通货膨胀的理性预期，可能会低估通货膨胀对未来货币购买力

的影响力，对未来利率的高估，认为储蓄的回报率很高，能够保证自己失能时的费用需求。个人

短视使人们在购买自愿护理保险时的意愿不强，私人长期护理保险效用大大降低。

信息不对称导致私人护理保险市场“逆向选择”，出现市场失灵。在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市

场上，存在着投保人、保险人、护理供给者等多方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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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选择是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之一，这

种行为发生在投保人和保险人签订护理保险合同之前，投保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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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者会隐瞒自身健康情况，保险公

司一般很难了解到投保人的真实身体健康状况。而保险人也无法对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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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低风险的投保人预

期自身护理风险发生概率和风险损失较低，于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退出护理保险市

场。保险市场上就只剩下失能概率较大的人投保，保险公司就会出现亏损。为了自身利益考虑，

保险公司会提高保险费，又导致风险较低的一部分投保人退出保险市场，从而出现私人长期护

理保险市场上高风险参保、低风险不参保的“逆向选择”现象。逆向选择是私人长期护理保险

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危及到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可持续性 a。

信息不对称导致私人护理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出现市场失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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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的过度消费或护理提供

者的诱导需求。道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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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被保险人的过度消费。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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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护理费用

时消费更多、更好的护理服务。二是护理服务提供者的诱导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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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生、护理者拥有绝对的护理服务专业信息优势，被保险人出于自身利益

或忧虑心理往往会接受过度护理服务。而保险人缺乏信息，也就不能制止这种“诱导需求”

的发生。过度消费和过度供给人为增加保险公司护理费用的支出，打破了私人长期护理保险

a  杨方方：《慈善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结构性失衡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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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有效均衡，产生了护理保险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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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性公共护理保险制度能够使得参保样本数量大且稳定，增加了保险费率测算的样本空间，

政府能够比较准确地精算长期护理风险概率和风险损失，实现护理保险财务的长期均衡。强制

性公共护理保险制度能够克服保险市场逆向选择的弊端，防止高风险人参保、低风险人不参保

的“恶性循环”现象发生，确保护理保险参保人群和费率的稳定性。强制性公共护理保险制度

能够确保以低廉的保险费率来保障所有被保险人风险的赔付。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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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所有失能风险损失的赔付。强制性公共护理保险制

度消除了人们的短视行为，防止了部分人的短视而陷入未来不确定的风险之中。强制性公共护

理保险制度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政府的强制可以扩大参保规模，降低护理服务的平均价格，提

高护理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

选择公共长期护理保险还是私人长期护理保险是政府财政能力与社会政策相互作用的结

果 a。在长期护理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政府总是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制度来化解社会风险，

但也不希望制度给政府财政增加过大的压力，因而强制性的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优于私人护

理保险、普惠性护理津贴制度和救助制度而被政府所接受，因其风险可以在个人、雇主和国家

之间共担而成为政府消除长期护理风险的正式制度安排。

四、中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困惑和现实路径

（一）中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困惑

中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现实的需要，也符合理论逻辑。但是自 2016 年 6 月在全国

15 个地区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来，诸多现实问题困扰着制度试点并直接影响着制度设计。

一是长期护理保险是独立险种还是从属险种。目前，人们普遍认同人口老龄化引发老人失能

风险，可以采取护理保险制度来化解失能老人风险，但在国内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地区，存

在着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以青岛为典型代表的长期护理保险从属于医疗保险的运作方式，还

有一种就是以南通、成都等地为典型代表的长期护理保险险种独立的运作方式，不同运作方式反

映了对长期护理属性的认识程度。认为失能是老年人疾病、器官功能退化的衍生品，老年人的失

能护理与老年人医疗护理无法截然分开，因而长期护理保险应该从属于医疗保险，长期护理费用

应从医疗保险中支付。而坚持长期护理保险应作为独立险种的人认为，长期护理是一个独立的风险，

面对的是大量失能老人长期护理财务风险，具有一定风险发生概率，虽然风险发生的概率较一般

疾病低，但是一旦发生可能会持续到生命终止，因而照护的财务负担沉重，个人或家庭难以承受。

二是长期护理保险与医疗护理保险之间的界限。目前，国内试点过程中对医疗护理与长期护理

界限还不明晰，导致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责任划分不清。其实，医疗护理与长期护理在服务供

a   拉尔夫 • 格茨、海因茨 • 罗特冈著，苏健译：《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变迁：财政和社会政策交互视角》，《江
海学刊》201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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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上有较大的差异，是满足被保险人不同身体功能状态的需求。医疗护理主要是针对急性、慢性病

患者以医师、护士在医疗机构提供的以疾病治疗为主要护理内容的服务，护理服务提供期限短且专业。

长期护理主要是针对慢性病或生活自理能力丧失后需要长期通过第三方协助才能维持日常生活的护

理服务，因而长期护理的需要不具恢复性，医疗处置效果有限，长期护理内容是以生活照护为主，

医疗救治为辅，护理服务可以在机构、社区或居家，因此长期护理与医疗护理侧重点有区别，长期

护理保险和医疗保险化解的风险范围就有差别，前者侧重于化解长期失能护理服务中资金和服务供

给的财务风险，后者侧重于化解疾病救治过程中的财务风险。医疗护理与长期护理的比较见表1。

表 1  医疗护理与长期护理比较

项目 医疗护理 长期护理

护理对象 急性病或慢性病患者 因慢性病或身心障碍而失能失智者

护理期限 短期护理 长期护理

护理地点 医疗机构 机构、社区或居家

护理内容 医疗护理为主 生活护理为主

健康阐释 疾病模式 生活模式

护理目标 疾病治疗需要 维持生活需要

护理人员 专业医师或护士 护理员或社工人员

三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目标定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资金供给还是服务供给，保障对

象是失能老人还是所有失能人群，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目标定位还存在着争议。作为一种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核心就是要通过收入补偿弥补因失能而支付的护理费用损失，如果长期护

理服务市场是一个竞争性市场，有大量的供给者也有大量需求者时，护理服务的需求者可以通

过市场购买到优质的护理服务，资金供给目标定位能够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功能。但是如

果长期护理服务市场是非竞争性市场，仅有大量的服务需求者而缺乏大量的服务供给者，护理

服务需求者无法通过市场购买优质的护理服务，资金供给目标定位就难以满足失能人群长期护

理服务的需求。目前中国的护理服务市场还是一个非竞争性市场，因投资收益率低、投资回报

期长等原因，社会资本进入长期护理服务市场动力不足，长期护理服务供给数量、品质、内容

和结构等方面都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市场还没有能力提供价廉物美的长期护理服务，仅有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资金供给，优质的护理服务可得性缺乏，需要政府组织资源以提供护理服务，

因而中国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资金供给和服务供给双轨制，有助于实现制度目标。

保障对象是界定为老人还是所有参保人群也存在着争议。根据社会保险制度的特征，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可以是全民纳保，也可以基于年龄、失能风险程度的高低以及财务负担能力等区

别对待，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参保对象进行不同的区分，因而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时，

参保对象可以界定为 16 岁以上从事经济活动且有工资收入的劳动者都应该强制参加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这些人在有工资收入时应该为已经失能的人群提供财务支持，而现在在职人口未来

面临的失能风险由下一代缴费人口提供经济补偿。但是在待遇支付时是对所有的参保人群在失



·83·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2 卷第 4 期 Vol. 2, No. 4

能时提供护理津贴，还是仅对失能老人提供护理津贴，不同地区在试点过程中存在差异，例如

上海市规定仅对 60 岁以上、失能程度为 2 级至 6 级老年人提供护理津贴，而其他试点地区基

本上将所有参保的失能人群纳入护理津贴支付范围。失能概率与年龄呈正相关，高龄老人是失

能的主要群体，因而在制度建立的初期可以把长期护理津贴待遇仅限于高风险的老年人群体，

制度不断成熟后可以把低年龄、低风险人群逐步纳入待遇支付范围。

四是养老护理服务业成熟度与长期护理服务需求不匹配。成熟的养老护理服务市场是满足

失能人口长期护理服务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前提条件之一。养老服务市场的成熟度可以通过规

模维度、结构维度和效率维度 3 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政府虽然在尽力打造养老护理服务市

场，但是养老护理服务业市场无论是规模维度、结构维度还是效率维度都存在着难以满足社会

基本需求，护理服务需求者还难以从市场竞争中获得“福利”，市场成熟度低导致消费者难以

购买到符合消费者需要的服务，长期护理服务市场跟不上，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效应呈现递减趋

势，甚至是形同虚设 a。需要政府干预养老服务市场，通过税收优惠政策、财政直接补贴等手

段刺激养老服务业市场，在规模、结构和效率等方面满足失能群体的需要。

五是筹资渠道。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一般而言，社会

保险的资金来源渠道可以通过雇主、雇员和政府财政共同筹资来解决，但是在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和

社会保险总缴费率较高的背景下，担忧继续增加雇主和雇员经济负担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可能引

发资本外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筹资渠道面临困境。因而部分试点地区主要采用从医疗保险基金划

拨一定比例资金的方法作为长期护理保险资金的来源，长期护理保险资金来源依赖于医疗保险，并

没有开拓其他筹资渠道，筹资渠道较为单一，同时也存在着合法性问题。要改变单一筹资渠道的弊端，

首先在总缴费率不变的前提下，调整各社会保险缴费结构，在坚持收支长期平衡的基础上，适度降

低收入大于支出的险种缴费率，设置长期护理保险的雇主、雇员缴费率，通过对普惠性高龄老人财

政补贴结构调整、福利彩票划拨、社会捐赠等手段充实长期护理保险资金来源渠道。

（二）建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现实路径

建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要培育公众对制度的认同感，也要

完善制度的外部环境。因而，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渐进式战略，采取“三步走”策略，是建

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现实路径。

制度创建期。设置一个 5 年时间的制度创建期，制度创建期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诱导机制提

高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社会认同程度，增强公众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参保意识。在制度创建

期，公众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还缺乏社会认同，因而可以借助医疗保险中的护理津贴对失能者

在医疗期间发生的护理行为的财务损失给予赔付，借助医疗保险制度在公众中认同度较高的事

实，在全国全面推广医疗护理保险制度，医疗护理保险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捆绑实施，参保对

象限制为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参保者，强制推行。在制度创建期，为了诱导公众参保，坚持个人

和雇主不缴费原则，通过医疗保险基金、福利彩票、财政补贴维持制度的财务平衡。在制度创

建期，因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赔付比例可以控制在 60%，宜低不宜高。

制度完善期。制度创建期提升了公众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意识，因而可以在制度完善期，建

a  钟仁耀：《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主体责任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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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独立于医疗保险制度之外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制度财务运行、财务核算系统的独立性，

减少医疗保险与医疗护理保险之间的相互“挤压”现象。建立资金来源渠道独立的筹资体系，

通过风险共担的机制来化解失能者的财务风险，由雇主、雇员共同缴费，政府财政兜底，实现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财务平衡。在制度完善期可以适度提高赔付比例至 75%，以满足失能者的基

本需要。建立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配套的失能评估指标体系、长期护理服务标准体系以及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绩效评估体系。

制度成熟期。制度成熟期将因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导致制度财务失衡，因而在制度成

熟期要加快建立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主导，个人储蓄和私人护理保险为补充，政府财政救助

为托底的相互协调的保障体系。建立政府财政经常性拨款、国有资产划拨以及其他方式形成的

长期护理战略基金，应对老龄化社会风险。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参保范围，把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制度参保对象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范围，赔付对象从参保的老年失能者扩大到所有参

保失能者，体现制度的公平性。

Constructing a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Theoret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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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pulation aging, miniaturization of the family structure, insufficient capacity of the 

family to provide long-term care (LTC), fi scal pressure and the role of social governance to guarantee 

people's wellbeing ar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LTC system. The wide range and 

uncertainties of the fi nancial risk of LTC, as well as the rule of collective risk sharing, indicate that 

insurance is a rational choice to defuse financial risks of LTC. Compulsory LTC insurance has 

advantages over private LTC insurance due to the market failure inherent in the latter. China's LTC 

insurance system faces problems, including (i) the choice between an independent scheme and a health 

insurance dependent scheme (ii) the delineation of LTC insurance and health insurance (iii) the 

positioning and goal of LTC insurance and (iv) underdeveloped nursing services and funding problems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Therefore, in building the LTC insurance system, it is reasonable to adopt 

a progressive approach by employing the ''three-step''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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