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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包容性发展奠定了惠及全社会老年群体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平衡可持续发

展的理论基础，本文以其增长、分配效应为研究视角，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特质，结

合 2016 年、2017 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统计数据，采用算术平均法测算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各维度资源分布，采用基尼系数、Tsui 指数法测算其单维度、多维度均等化水平。结果

表明，随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推进，①社区照顾资源密度大幅上升，“硬实力”明

显改善，“软实力”有待提升，居家养老综合服务资源密度明显下降。②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资源分配均等化程度呈下降趋势，社区照顾降幅明显，社区照顾人力资源与居家养老综

合服务相关设施建设不均等程度显著。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地区间均等化程度差异

显著，中部、西部地区均等化程度较高但发展水平较低，东部地区社区照顾的内部不均等

现象更明显，东北地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内部发展更不均衡。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

包容性发展，需要均衡发展各养老服务项目、提高养老服务整体均等化水平、全面增强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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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态势的日益严峻和长期不易逆转，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老龄事业、产

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愈发明显，“慢富快老”将成为新时代我国老龄问题的突出特征，急需改

“被动式适应”为“积极性应对”，真正实现养老服务从“补缺”服务到基本公共服务的转型［1］。“十三

五”期间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聚焦在推进区域、人群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党的十九大

报告将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作为家庭和机构养老

服务的有效补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为满足老年人养老基本需求而提供的公共产品，亦是一种为保障



老年群体权益、促进社会公正和谐而面向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典型的社会性基本公共服务特

征。以“成果共享”和“公平可及”的公共产品属性为核心价值导向，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以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以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养老发展基本需

求，是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新时代培育社会政策包容性的基本职责和评判指标［3］。

社区居家是能够规模化满足老年人就地养老服务需求的经济型养老服务模式，具有基础保障性的

功能定位，但其有效规模不足、资源分布不均衡、区域性差异显著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突出。

包容性发展以增强人的发展能力和福祉为宗旨，以公平为原则将经济和物质收益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

阶层之间进行分配( Sam 和 Bukenya，2015) ［4］，使社会成员共享经济收益( Joyeeta 和 Courtney，2016) ［5］，

重视改善非收入维度分配，促进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Ｒavi 和 Ganesh，2010) ［6］( P441) ，同时以提升社会整

体福利水平为核心价值导向( Sam，2013) ［7］，奠定了惠及全社会老年群体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平衡充分

发展的理论基础。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是包容性发展视域

下解决养老服务发展突出矛盾、实现老有所养共同愿景的基本途径和重大举措( Asongu 和 Nwachukwu，

2016) ［8］。包容性发展视域下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衡可持续发展需要统筹、优化、整合、均衡配置

各类资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分布、均等化程度的客观测度与科学评估是政策落实、制度优化

的关键点与突破口。

二、分析框架与测度体系

( 一) 分析框架

包容性发展内涵经历了从收入增长( 提高人均收入水平) ———益贫式增长( 提高收入增长对减贫的

贡献率) ———包容性增长(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包容性发展( 增强非收入方面的公平性) 的过程，增

长创造机会( Ganesh 和 Ｒavi，2010) ［9］，分配改变结构( Ｒavi 和 Ganesh，2010) ［6］( P438)。包容性发展是增

长与分配两大效应的有机结合，促进包容性发展一方面通过高增长、可持续增长为每个人创造平等机

会，另一方面通过分配改变增长结构实现均衡。增长与分配两大效应是包容性发展视域下剖析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的支点，提高养老服务资源密度有利于为老年人创造享有服务的机会，推进养老服务均等化

有助于改善资源结构，包容性发展视域下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统筹兼顾，重视增长与分配的内在关

联和良性互动。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即老年人占有养老服务资源的平均水平，可通过计算每千老人养老服

务各维度资源数量获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则包括结果均等、机会均等、需求均等多种测度评估

维度［10］，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测度评估体系已较为成熟，多以服务设施、条件

等相关资源为主要维度［11］( P97) ，基尼系数法［12］、泰尔系数法［13］、变异系数法［14］等单维测度方法的应用

也较为广泛。随着“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目标的持续推进，养老服务

均等化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多以论证养老服务均等化的必要性和分析养老服务不均等现象为主。

在定量研究方面，丁志宏、王莉莉通过分析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需求与利用的

差异，指出目前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明显的不均等现象［15］。白晨、顾昕基于阿玛蒂亚·森( Am-

artya Sen) 等发展的多维福祉测量法，通过混合多维不平等指数的度量与分解，测度 2011—2015 年地级

市间 基 本 养 老 服 务 均 等 化 程 度，结 果 显 示，基 本 养 老 服 务 的 横 向 不 平 等 问 题 突 出，东 部 最 为 严

重［16］( P111)。为了充分掌握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密度，已有观点论证和现象分

析需通过定量研究进一步深化，较为成熟的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等测度评价方法为本研

究提供了方法借鉴。

本文基于包容性发展增长与分配的双重效应，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特质，采用算术平均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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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各维度资源分布，采用基尼系数、Tsui 指数法测算其单维度、多维度均等化水平，通过测度体系的构建

与应用，提出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其均等化水平的政策建议，为实现包容性发展

目标提供智力支持与决策参考，本文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包容性发展视域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分布与均等化评估分析框架

( 二) 测度体系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为在自己的家里养老［17］或长期生活在社区里［18］的老年人提供其所需的日常

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慰藉、休闲娱乐、学习发展等多元服务，是除选择机构养老之外的老年人普遍

选择和适用的养老服务模式，应同时满足自理、失能、半失能等不同老年群体的基本养老需求，可分为社

区照顾和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两大类别。

社区照顾( community care) 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起源，老年人通常愿意在家里尽可能长久地养老

( Marek、Popejoy 和 Peteoski，2005) ［19］，但随着年龄增长、躯体、认知等功能下降老年人失去了独立居住

的能力，为了降低住院式照顾的高成本同时符合老年人生活习惯，英国提出社区照顾( Ｒobin，1991; Sar-
ma 和 Simpson，2007) ［20 － 21］，主要服务对象是失能半失能老人，自理老人较少需要社区照顾服务。按照

享受服务地点的不同可将社区照顾分为由社区提供照顾和在社区内照顾，前者指需要照顾的老年人住

在家中，由家人、邻居、志愿者和社区服务人员等提供需要的服务; 后者是为避免私立养老机构的不合理

照顾服务，政府出资在社区内建立小型服务机构，由专业人士为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提供服务［22］( P106)。

本文的社区照顾主要是指以社区养老机构和设施为载体、主要针对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可提供住宿的

专业照料服务。社区照顾需要专门的场所和专业的服务人员提供，其资源条件除了设施设备的数量，还

需要固定的场所和专业的服务人员，即设施设备、建筑场所、人力资源是老年人享受社区照顾的资源保

障，也是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管理维度的主要构成因素［23］。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除了社区照顾，也需整合资源，提供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丰富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满足其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社会参与、学习发展等多方诉求，使其在社会关系中获

得自主感和认同感［16( P108 － 109) ，22( P106) ，24］。居家养老综合服务的对象是全体老年人，但自理老人有更多的

机会接触相关服务，是享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的主体。保障老年人的社会权益，可使其继续发挥自身能

力、提升自我价值、发现生活乐趣; 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临终关怀等服务，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 组织

丰富且适合老年人的活动，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 为老年人提供可不断学习和获取信息的渠道，使

其有机会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本文的居家养老综合服务是指针对全体老年人的权利维护、医疗保

健、社会参与、学习发展等不提供住宿的综合养老服务，是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生命质量的日常生活服

务。除权利维护、医疗保障资源外，其他居家养老服务资源的专业性要求不高，同时居家养老综合服务

的建筑场所、人力资源等资源条件具有不稳定性特征，因此居家养老综合服务资源保障主要通过组织数

量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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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全体老年人纳入研究范畴，根据自理程度分为自理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其共同享有社区

照顾和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且分别有所侧重，两类资源由设施设备、建筑场所、人力资源、权利维护资源、

医疗保健资源、社会参与资源、学习发展资源组成，由此提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与均等化测度

体系。

图 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分布与均等化测度体系

三、数据与方法

( 一)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为了测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和单维、多维均等化水平，本文选取 2016 年、2017 年《中国民

政统计年鉴》中社会服务当年分省统计资料数据，数据涵盖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社区养老机

构和设施、居家养老服务情况等较为全面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现状统计数据，适合同时测度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密度和单维、多维均等化水平。具体测度指标的选取参考已有基本公共服务和养老服务均

等化相关研究［11( P 9 8) ; 16( P108) ，25( P79) ，26］，同时结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特质，确定了七类社区照顾、居家养

老综合服务资源的 12 个一级指标，分别为:①设施设备: 机构和设施数、床位数;②建筑场所: 机构大小;

③人力资源: 养老服务人员数量、受教育程度和专业资格水平;④权利维护资源: 老年维权组织数;⑤医

疗保健资源: 老年医疗护理床位数;⑥社会参与资源: 老年活动设施数、老年人协会数和其他老年社团组

织数;⑦学习发展资源: 老年学校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与均等化测度二级指标及其度量见表

1，指标度量中老人数量是指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据。
( 二) 研究方法

为了能够真实反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和均等化程度，通过算术平均法计算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资源密度，运用基尼系数和 Tsui 指数测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单维、多维均等化水平。
1． 算术平均法 通过算术平均法计算不同地区每千老人各类社区照顾、居家养老综合服务资源占

有量，考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分布状况。
2．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目前较为常用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度量指标，通常测量不平等分配的

部分占总体的比例，可用以测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单维不均等程度［27］。
3． Tsui 指数 最终结果的不平等体现在个体的福利感知上［28］，将 Tsui 指数引入从福利角度考察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多维不平等的程度，符合通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提升老年人福利水平的理念，同时

为多维视角评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了方法借鉴。社区照顾和居家养老综合服务相互之间是相对独

立的，可将其作为独立维度纳入 Tsui 指数运算。Tsui 指数越大，表示资源分配越不均等，即均等化水平

越低。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统计数据，我国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资源分布可以用一个 n × k 的实矩阵 X 表示，X 的第 i 行第 j 列元素 xij 表示第 i 省的第 j 种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资源每千老人占有量，为了简便起见，假定 xij ＞ 0。珔X 表示分布 X 对应的均匀分布，珔X 的第 i

行第 j列元素珔Xij = μ j =∑ n

1
xij /n。现实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分布通常是不均等的，因此珔X不等于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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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水平可以用一个连续的社会福利函数 W(·) 表示，W( X) 即为分布

为 X 时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水平。

表 1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与均等化测度指标

服务

类别

服务

资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度量

社区

照顾

设施

设备

机构和设施数 机构和设施数 每千老人机构和设施数

床位数
社区日间照料床位数 每千老人社区日间照料床位数

社区留宿收养床位数 每千老人社区留宿收养床位数

建筑场所 机构大小 机构建筑面积 每千老人机构建筑面积

人力

资源

养老服务人员数 年末养老服务人员数 每千老人年末养老服务人员数

养老服务人员受 大学专科养老服务人员数 每千老人大学专科养老服务人员数

教育程度 大学本科及以上养老服务人员数 每千老人大学本科及以上养老服务人员数

养老服务人员 助理社会工作师人数 每千老人助理社会工作师人数

专业资格水平 社会工作师人数 每千老人社会工作师人数

权利 老年维权组织数 老年法律援助中心数 每千老人老年法律援助中心数

居家

养老

综合

服务

维护资源 老年维权协调组织数 每千老人老年维权协调组织数

医疗保

健资源

老年医疗护理

床位数

老年医院床位数 每千老人老年医院床位数

老年临终关怀医院床位数 每千老人老年临终关怀医院床位数

社会参

与资源

老年活动设施数 老年活动站 /中心 /室数 每千老人老年活动站 /中心 /室数

老年人协会数 老年协会个数 每千老人老年协会数

其他老年社团组织数 其他老年社团组织数 每千老人其他老年社团组织数

学习发

展资源
老年学校数 老年学校个数 每千老人老年学校个数

引理 1( Tsui，1995) ［29］( P256 － 257) : 社会福利函数满足帕累托原则、匿名性原则、比例尺度无关原则、庇
古道尔顿原则、可分原则、复制不变原则时，有如下形式:

W( X) =
b1
n∑

n

i = 1
∏

k

j = 1
xwj( 1－ε)
ij ( 1)

或

W( X) =
b2
n∑

n

i = 1
∑

k

j = 1
wj logxij ( 2)

构建多维不平等度量指标的思路是寻找 Δ( X) ，满足等式:

W( Δ( X) 珔X) = W( X) ( 3)

根据社会福利函数的庇古道尔顿原则可知: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分配越不平等，Δ( X) ( 0 ≤

Δ( X) ≤1) 越小，根据人们通常不平等指标值越大其对应的不平等程度也越大的习惯，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多维不平等指标可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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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X) = 1 － Δ( X) ( 4)

引理 2( Tsui，1995) ［29］( P258－259) : 如果社会福利函数满足式( 1) 和式( 2) 的形式，那么反映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有如下形式，其中式( 5) 被称为第一类 Tsui 指数( Tsui1) ，式( 6) 被称为第

二类 Tsui 指数( Tsui2) 。

Iε1 ( X) = 1 － Δε
1 ( X) = 1 －

n
∑

n

i = 1
∏

k

j = 1

xij

μ( )
j

wj( 1－ε[ ]
) 1 / ( 1－ε)

( 5)

或

I2 ( X) = 1 － Δ2 ( X) = 1 －∏
n

i = 1
∏

k

j = 1

xij

μ( )
j

w

[ ]j
1 /n

( 6)

其中，wj 是每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的权重，且∑ k

j = 1
wj = 1，由于社区照顾和居家养老综合服务

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故采用多维不平等测度常用的等权重法确定参数权重，将

社区照顾和居家养老综合服务的权重均设置为0. 5。为了保证社会福利函数严格拟凹，参数 b1 ＜ 0、b2 ＞

0、1 － ε ＜ 0，由于 b1 和 b2 与最终不平等度量指标无关，下文假定 b1 = － 1，b2 = 1。ε 为不平等厌恶系数，

通常将 ε 设置为 1. 5 以满足 CIM 原则( 相关性增加占优原则) ［30］。

四、包容性发展视域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分布

本文以每千老人占有的各类资源为指标测度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及其分布状况。由

2015 年、2016 年社区照顾、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各类资源密度测算结果可知，2016 年各类社区照顾资源

密度的全国平均水平较之 2015 年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养老服务“硬实力”明显改善，“软实力”有待提

升，而居家养老综合服务资源密度有所下降，表明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不充分，资源配置现状尚

未达到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养老服务体系功能定位要求。

( 一) 社区照顾资源密度分布

2015 年、2016 年社区照顾服务硬件条件明显改善，资源密度大幅提升，尤其是设施设备、建筑场所

等指标，体现了《“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实施效果。2016 年每千老人占有的社区

养老机构面积数为 108. 7 平方米，每千老人社区日间照料和留宿收养床位数合计约 6. 7 个，与 2015 年

相比，各类社区照顾服务资源密度中建筑面积净增长值最多、社区日间照料床位数次之。社区照顾服务

的人力资源密度虽增幅明显，但由于其基数小，资源密度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以养老服务人员专业资格

水平为例，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每千老人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数量增长迅速，增长率为

73. 6%和 56. 7%，但绝对数量仅有 0. 012 5 和 0. 004 7 个。与之相类似，从受教育程度、专业资格水平两

项指标衡量养老服务人员的资源密度同样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急需加强现有养老服务人员的技能培

训，提升其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同时应花大力气改善养老服务人员的队伍结构，鼓励、引导政策并行，

使相关专业( 如护理、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等) 的大中专、本科毕业生成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行业的中坚

力量，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分地区比较可知，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社区照

顾服务资源密度与全国发展趋势保持一致，但也有部分地区例外，北京、天津、安徽、河南等地的社区照

顾服务资源密度 2016 年较之 2015 年明显下降。

( 二) 居家养老综合服务资源密度分布

与社区照顾服务资源密度上升态势不同，各类居家养老综合服务资源密度整体趋于下降。2016 年

权利维护、医疗保健、社会参与、学习发展四类资源密度全国平均水平较之 2015 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其中权利维护资源密度中每千老人法律援助中心数降幅最为明显，减少率为 14. 6%，每千老人维权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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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组织数减少率为 6. 64%，维护老年人权利是保障其晚年生活质量的前提，应重视对老年人权益的保

障，为老年人安享晚年守好防线。同样，全国医疗保健资源密度亦有下降趋势，2016 年每千老人临终关

怀医院床位数较之 2015 年下降 10. 48%，临终关怀是养老服务链条中未被充分重视的环节，其需求和

供给都存在一定的空间，应鼓励依托社区护理补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项目，以家庭为场所向老年人及其

家属提供包括临床治痛、心理舒缓、灵性照顾在内的医疗治理和临终关怀照料［25］( P76) ，降低老年人及其

家庭面对死亡的恐惧和不安。全国社会参与资源密度下降主要源于老年活动设施和老年人协会数量指

标的减少，2016 年比 2015 年下降 8. 28%和 10. 4%，表明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基础设施规模有所缩减，社

团组织数量并未增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社会活动的物理空间范围和组织保障力

度，不利于老年人丰富活动的开展和晚年生活质量的提升。全国学习发展资源密度的降幅相对较小，

2016 年每千老人老年学校数与 2015 年相比减少了 2. 89%，未能充分保障老年人继续学习、获取资讯的

设施和场所建设，尤其是在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下，该指标的下降会导致老年人丧失学习的机会，

阻断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便捷路径。分地区比较可知，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类别居家养

老综合服务资源密度有升有降，但整体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现状一致，其中山东、青海 2016 年每类居家

养老综合服务资源密度均低于 2015 年。

从全国整体发展水平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不充分，资源密度处于较低水平。设施床位数、建

筑面积、养老服务人员数和专业水平等社区照顾资源密度和权利维护、医疗保健、社会参与、学习发展等

居家养老综合服务资源密度均处于较低水平，距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充分发展仍有较大空间，急需大力

拓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底子薄”是其不能实现充分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现金给付轻服务保障

的养老保障发展制度因素决定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起步晚、发展滞后的现状，是造成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资源“底子薄”困境的主要原因。近年来，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诉求使其对养老服务需求日

益高涨，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因其使老年人有机会居住在熟悉环境保持社会关系而备受青睐，日益高涨

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与其发展严重滞后的矛盾使得养老服务资源“底子薄”的窘境愈发明显。

五、包容性发展视域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评估

2015—2016 年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有增有减，地区间存在差异，本文通过计算基尼系数

和 Tsui 指数横向考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单维度、多维度均等化水平，并对其进行定量评估。

( 一) 单维度均等化水平评估

由单维度测度结果表 2 可知，2015 年绝大多数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基尼系数在 0. 3—0. 4 之

间，处于分配相对合理的水平区间。而社区照顾床位数、老年医疗护理床位数的基尼系数大于 0. 4，超

过了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线，分配不平等程度较大; 其他老年社团组织数、老年学校数则接近 0. 6，表明该

资源分配差距悬殊。总体来看，2015 年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各类资源的平均基尼系数大于社区照顾，社

区照顾各类服务资源分配较之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公平。2016 年，大多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基尼系

数超过 0. 4 的分配不平等警戒线。其中，床位数、机构大小、养老服务人员数、养老服务人员受教育程度

和专业资格水平、老年维权组织数、老年医院护理床位数的基尼系数介于 0. 4 和 0. 6 之间，分配不平等

程度较大。而其他老年社团组织数和老年学校数的基尼系数均超过 0. 6，分配差距悬殊。只有机构和

设施数、老年活动设施数、老年人协会数的基尼系数小于 0. 4，资源分配相对合理。总体而言，2016 年社

区照顾和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均处于分配不平等的状态。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部结构不平衡，均等化程度呈下降趋势。响应民政部、财政部《关于中央财政

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2016 年部分地区开始进行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试点，但是资源分配均等化程度并未有效改善，其基尼系数大于 2015 年，尤其是社区照顾中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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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居家养老综合服务的社会参与资源最为突出，机构大小、养老服务人员数、养老服务人员受教育程度

和专业资格水平的不平等程度显著上升，老年维权组织数、老年人协会数、其他社团组织数、老年学校数

的均等化水平亦有所降低。从中央到地方，虽然“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养老服务功能定位被足

够重视，改革试点工作使社区照顾机构和设施数、床位数有所增加，但社区照顾和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依

然处于分配不平等的状态。重社区照顾轻居家养老综合服务、重“硬实力”建设轻“软实力”培养制约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内部结构平衡发展。优先保障失半失能等弱势老人获得服务保障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

发展的一贯宗旨，而自理老人所需的居家养老综合服务政府强制性保障不足，发展不够充分且差异显

著。社区照顾床位数等显性化“硬实力”指标有所增加，而人力资源“软实力”仍未被足够重视，养老服

务人才队伍培养严重滞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同时，由于城市建设规划、养老服

务人员工资待遇、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社区养老服务配套设施场所面积、专业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数量、居家养老综合服务组织发展和相关设施建设的不均等程度愈发明显。

表 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基尼系数测算结果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2016 年基尼系数 2015 年基尼系数

社区

照顾

设施设备 机构和设施数 0. 378 0. 372

床位数 0. 416 0. 426

建筑场所 机构大小 0. 525 0. 358

养老服务人员数 0. 559 0. 368

人力资源 养老服务人员受教育程度 0. 570 0. 378

养老服务人员专业资格水平 0. 523 0. 382

居家

养老

综合

服务

权利维护资源 老年维权组织数 0. 420 0. 339

医疗保健资源 老年医疗护理床位数 0. 453 0. 466

老年活动设施数 0. 359 0. 374

社会参与资源 老年人协会数 0. 335 0. 310

其他老年社团组织数 0. 693 0. 596

学习发展资源 老年学校数 0. 618 0. 597

( 二) 多维度均等化水平评估

基尼系数的单维度测量揭示了各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横向不平等程度及其差异，在此基础上，通

过计算 Tsui 指数进一步分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横向不平等的空间分布与结构特征如表 3 所示，虽然

Tsui1 和 Tsui2 依托的社会福利函数不同，但其呈现的变动规律基本一致。

全国和不同地区 2015 年、2016 年 Tsui 指数均接近或超过 0. 3，而 2016 年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不均

等程度更高，横向不均等呈上升趋势，表明试点工作的开展并未使资源配置的均等化程度得以改善。除

中部地区外，2016 年其他地区 Tsui 指数均超过 2015 年，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水平呈下降趋

势，且东部和东北地区资源分配不均等程度上升趋势显著。同时，2015 年四大经济发展区 Tsui 指数均

大于 0. 25，中部和东北地区 Tsui 指数较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处于较低的均等化水平，西部和东部地区次

之。2016 年东部和东北地区 Tsui 指数超过 0. 45，资源分配不均等现象最为严峻，西部地区 Tsui 指数介于

0. 3 与 0. 45 之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横向均衡发展也面临挑战，而中部地区 Tsui 指数低于其他地区。

社区照顾和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作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两大类别，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两类服务

的 Tsui 指数均增大，超过 0. 2，均等化水平降低。2015 年社区照顾的 Tsui 指数均低于居家养老综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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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社区照顾均等化水平较高，而 2016 年社区照顾均等化水平低于居家养老综合服务，社区照顾的均等

化程度降幅更大，凸显其不均衡发展的严峻现实，未来可能会随着区域经济水平差异的增大而加剧，形

成恶性循环。失能半失能老人对社区照顾的需求更为迫切且需要社区作为载体与平台的关注，财政投

入受地区老龄化程度、经济发展状况影响，自理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具有自治性，可由其自发组织。因

此，社区照顾横向差异较为明显，均等化水平较低，且变动幅度较大，而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因未受到足够

重视而难以充分发展，均等化水平变动幅度不大。

表 3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分地区、分类别 Tsui 指数

地区 养老服务资源
2016 年 2015 年

Tsui1 Tsui2 Tsui1 Tsui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0. 456 0. 411 0. 385 0. 345

全国 社区照顾 0. 268 0. 233 0. 182 0. 154

居家养老综合服务 0. 254 0. 232 0. 247 0. 226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0. 520 0. 453 0. 360 0. 300

东部地区 社区照顾 0. 386 0. 349 0. 243 0. 206

居家养老综合服务 0. 201 0. 159 0. 154 0. 119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0. 342 0. 314 0. 423 0. 385

中部地区 社区照顾 0. 165 0. 146 0. 210 0. 179

居家养老综合服务 0. 206 0. 197 0. 256 0. 251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0. 421 0. 384 0. 381 0. 351

西部地区 社区照顾 0. 201 0. 161 0. 135 0. 117

居家养老综合服务 0. 279 0. 266 0. 282 0. 264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0. 541 0. 533 0. 399 0. 389

东北地区 社区照顾 0. 258 0. 251 0. 074 0. 069

居家养老综合服务 0. 387 0. 376 0. 356 0. 344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地区间均等化程度差异显著。不同地区社区照顾和居家养

老综合服务均等化水平存在不同的变化趋势。2016 年东部地区两类服务 Tsui 指数较 2015 年均上升，

而且社区照顾的 Tsui 指数高于居家养老综合服务; 中部地区均等化水平较 2015 年有所改善，社区照顾

的 Tsui 指数均低于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前者的均等化水平更高; 西部地区 2016 年社区照顾 Tsui 指数高

于 2015 年，居家养老综合服务 Tsui 指数低于 2015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居家养老综合服务的 Tsui 指数

均高于社区照顾，均等化水平较低; 东北地区 2016 年两类服务的 Tsui 指数均高于 2015 年，社区照顾

Tsui 指数增长幅度较大，均等化水平明显降低，2015 年和 2016 年居家养老综合服务的 Tsui 指数均大于

0. 3，高于社区照顾，不均等程度较高。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制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横向平衡发

展。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老龄化程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有异，各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和财

政投入各不相同，东部地区社区照顾的内部不均等现象更明显，东北地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内部发展更

不均衡，中部地区两类服务均等化程度均较高，形成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区域间不平衡的格局。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有所保障，而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所需关键要素无法充分保障，长此

以往，可能造成不平衡发展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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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包容性发展视域下研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兼顾增长与分配，增长解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规模

化问题，分配有助于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与

均等化测度，对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分布进行量化分析，单维、多维测度并评估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均等化水平结构与空间布局。结果显示: ①与 2015 年比较，2016 年社区照顾资源密度大幅上

升，硬件条件明显改善，但人力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提高，居家养老综合服务资源密度有所下降。②
2016 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分配均等化水平不及 2015 年，社区照顾均等化水平下降趋势明显，同时

社区照顾人力资源、居家养老综合服务组织发展及相关设施建设不均等程度显著。③养老服务资源地

区间均等化程度差异显著，中部、西部地区两类养老服务资源均等化程度较高但发展水平较低，东部地

区社区照顾内部不均等现象更为明显，东北地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内部发展更不均衡。

包容性发展视域下公平提供惠及全体老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现其平衡充分发展目标需要均

衡发展各项服务、提高养老服务整体均等化水平、全面增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①大力发展居家养

老综合服务，平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长期可持续发展除了满足失能半失能老

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也需重视自理老人的多元养老需要，弥补居家养老综合服务短板，均衡发展各

项服务，平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扩大政府养老服务责任群体范围，提高政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一

次性补贴和周期性补贴，特别要加大老年人急需的养老服务项目补贴力度，鼓励政府通过购买养老服务

等方式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动员老年群体自发参与、组织多样社会活动，增加老年人权益维护

组织保护老年人财产安全，发展老年学校等老年人学习、获取资讯的设施和场所建设，增加社区老年人

协会等社团组织，并提供相关保障措施，保护老年人权益、丰富其晚年生活，提升老年群体生命质量。②

有差别地增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财政投入，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水平。扶持落后地区和欠发

展养老服务项目，提升财政资金分配效率，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区域间协调均衡发展。为了避免因经

济水平差异造成不均衡发展的恶性循环，政府需要有差别地增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财政投入。重点加

大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财政投入，提升其养老服务建设水平; 扶持东部、东北地

区均等化程度低的养老服务项目，促进东部地区社区照顾服务均衡发展，增强东北地区居家养老综合服

务内部均衡性。③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养老服务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养老服务

人力资源“软实力”，改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加强现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职

业技能和专业知识培训，将其纳入城乡就业培训体系，积极与各中高职、大中专、本科等院校对接，依托

职业教育院校开发养老教育课程，设立养老服务专业或培训基地，提高专业养老服务人力资源输出，提

升“选人”基准和“育人”水平。加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财政补贴，可依据服务时间、服务人群、服务

类别及个人专业技能水平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分层次、分类别提供补贴，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

员待遇水平，尤其要提高体制外养老服务人员收入水平，增强“留人”能力、提高“用人”效率。

本文应用基尼系数和 Tsui 指数从单维度和多维度测度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水平，但由于部

分地区统计数据缺失，可能会对均等化水平的测度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今后研究可进一步收集完整的

统计数据，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准确性。此外，由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相对独

立，本文计算 Tsui 指数时没有考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进

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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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the Ｒesource Density Distribution and Equalization of
Community Home-Bas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FENG Tie-ying，MA Duo-duo

(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Inclusive development has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community home-bas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whole society． This paper takes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effects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and aims at the supply and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

ty home-bas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Combined with the statistical data of“China Civil Affairs Statistical

Yearbook”in 2016 and 2017，the arithmetic average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n

each dimension of community home-bas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and the single-dimensional and multi-di-

mensional equalization level are measured by Gini coefficient and Tsui index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pilot reform of community home-bas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①The density of community care re-

sources has risen sharply，the“hard power”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the“soft power”needs to be im-

proved，and the density of home-base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resources has dropped significantly． ② The de-

gree of equal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community home-bas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shows a downward

trend，and the decline in community care is obvious． The resources of community care and the facilities con-

struction for home-base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are not uniform． ③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

gree of equalization of community home-bas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between regions． The central and west-

ern regions have higher levels of equalization but lower development levels． The internal inequalities of com-

munity care in the eastern region are more obvious．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home-base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in the northeast is more uneven． To achieve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home-based serv-

ices for the elderly，it is necessary to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old-age service projects，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equalization of old-age services，and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ability of community home-

bas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Key words: community home-bas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resource density; equalization

·911·封铁英等: 包容性发展视域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密度分布与均等化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