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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对我国老年人的照料护理带来严峻挑战。为探讨医养结合

政策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问题，为完善有关政策提供参考，本研究在新健康老龄化的视角下，

对我国医养结合相关政策进行梳理、编码及量化分析，发现2013年以来我国医养结合相关政

策密集出台，且政策的内容明显细化和深化，实践效果较好，为大量失能老年人提供了保障；但

针对非失能老年人的政策支持关注不够，健康教育、健身指导、慢病诊治、保健康复以及临终关

怀等内容发展较慢，存在拓展不深入、资金来源过于依赖政府、政策难以落实等问题。基于理

论和政策分析，研究主张推动体育与医疗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提出构建着眼长远、面向全人

群、注重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化医养结合政策，并围绕政策中的主要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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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re for the Chinese elderly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in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population aging. The study is aimed to analyze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he polices

of integrated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henc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relevant

polic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ealthy aging,through collecting, coding and quantitative ana‐

lyzing the related polic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tegrated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poli‐

cies have been enacted intensively in China since the year of 2013. The policy content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refined and deepened, and with good practical results by providing protection

for a large number of disabled elderly. However, the supportive policies for the non-disabled el‐

derly is relatively not enough, activities such as health education, fitness guidance, chronic dis‐

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health rehabilitation and hospice care have been developed slow‐

ly, over-reliance on the government for funding as well as difficultie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olicy analysis, the study advocates for promoting deeper inteqra‐

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atic policy on the integrated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with a long-term perspective, orient‐

ing towards the whole population and focusing on the whole life cycle. The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main issues with regard to the policies.

Keywords: new healthy aging; integrated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al care; the elderl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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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人口向现代型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进程中，国民预期寿命

也随之逐渐延长。2018 年，人均预期寿命已达 77 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最鲜

明的特征之一。2019年末，我国 60岁老年人口数量达到 2.54亿，占总人口的 18.1%。未

来老龄化的程度还将迅速提升，根据 2015 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的预测数据，在中

生育率方案下，2035 年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突破 4 亿，到 2055 年左右将突破

5亿。在人口老龄化和寿命延长过程中，疾病风险也随之迅速增加，家庭与社会将面临

医疗保健、康复护理、安宁疗护以及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压力，对国家治理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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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能力提出了全方位要求。因此，近年来我国把推

进医养结合和发展长期照料护理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点，并在政策制度构建与实

践尝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邓大松 等，2018）。

医养结合，是为满足老年人多元化需求，通过医疗资

源和养老资源有机结合形成的新型养老服务供给模式，

是持续性、专业性的服务供给方式，是医疗和养老两个领

域在管理理念、服务能力和专业人才多重层次的深度融

合，在养老过程中实现医疗服务可及性和连续性，扩展医

疗和养老的共融发展模式（付诚 等，2018）。我国自 2013

年开始推进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很多地区相继开展

了重点针对失能人群的医养结合服务。此后，国家卫生

计生委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确定了第一批（2016）、第二

批（2016）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各地区在政策细化

调整和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形成各具特色

的初步成果。

但我国当前的医养结合与长期照护等政策和实践尚

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且主要以引导性、方向性的内容为

主，加之医养等服务涉及多个政府相关部门，有关政策的

内容和重点也存在明显差异（孟颖颖，2017）。但究竟我

国医养结合政策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及模式如何？对

于服务的主要使用者——老年人而言，在当前的医养结

合服务体系下，究竟能否满足其对医疗服务及日常照料

等综合性服务的需求？特别是 2015 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对健康老龄化理念和理论提出新的观点以来，国

际社会对老年人的整合照护、医养结合、长期照护等又有

了更深入系统的认识，很多国家也在老龄政策和措施中

进行了及时调整或修订，以构建更低成本、更高质量的服

务体系来应对日益沉重的照护负担。相较而言，我国正

处于老龄化甚至高龄化加速发展时期，更有必要在新健

康老龄化理论的视域下审视医养结合等政策，以真正构

建能够满足多元老年群体对更长周期医养服务需求的

体系。

基于上述背景与问题，本文拟在阐释新健康老龄化

的基础上，采用内容分析法，梳理我国医养结合的政策历

程，提炼政策内容和特点，为完善医养结合政策体系提供

参考。

1 新健康老龄化与医养结合

20世纪 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提出了“健康老

龄化”（Healthy Aging）理念。该理念倡导关注老年人群的

健康状况和医疗保健发展，延长老年人的健康寿命，帮助

老年人维持更好的健康状态。此后，“健康老龄化”不断

被丰富发展，成为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

2015 年，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生命历程视角和功能

视角，将“健康老龄化”进一步丰富为“发展和维护功能能

力以使老年期能保持良好状态的过程”。这一新健康老

龄化理念认为，应从功能轨迹的动态角度去考虑老年人

的健康问题，而非过于关注静态的身体情况，倡导各国从

个人能力、环境及两者间的关系 3个方面来改善老年人的

功能发挥。

根据新健康老龄化理论模型，保持内在能力和提供

环境支持是维持与促进老年人功能能力的基本途径。老

年人的内在能力和功能能力虽然随年龄增长会有所降

低，但人们在生命不同阶段的选择和干预将决定每一个

体的具体轨迹。提供更有效的照护服务和基础医疗服务

可以延缓衰退甚至提高内在能力，使老龄化轨迹趋于更

健康。

在新的健康老龄化理念中，人们在生命后半期里的

功能和内在能力水平差异很大，可划分为能力完好、能力

衰退和失能 3个阶段。在综合性的“医疗、照护与环境”体

系中，三者针对上述处于 3个不同阶段的群体所发挥的作

用重点是不同的（WHO，2015）：1）对于能力完好阶段的

老年人，卫生服务起到预防慢性病和确保早诊断、早控制

的作用，环境起到提升能力、促进行为以及消除老年人参

与障碍的作用；2）对于能力衰退阶段的老年人，卫生服务

可延缓或逆转能力衰退，长期照护服务起到支持能力发

挥、增进行为的作用，并确保有尊严的晚年生活，环境则

不但起到提升能力和促进行为的作用，还将发挥消除障

碍弥补功能不足的作用；3）对于失能老年人，卫生服务还

要进一步管理慢性病，而长期照护和环境同样可以提升

能力，消除障碍弥补功能不足。

传统上认为的医疗和养老服务的目的在于解决人们

因疾病、失能带来的种种问题和障碍，而新健康老龄化提

倡“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

将新健康老龄化融入养老服务体系中，需要通过医养结

合服务，帮助老年人维持或达到身心与社会功能的健康

状态（杜鹏 等，2015）。不同健康和自理状况的老年人，对

医养结合服务需求的异质性较大。尽管失能老年人对医

养结合服务的需求最大、程度更高，是接受医养服务最主

要的人群，但医养结合针对 3个不同阶段的老年群体所发

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杜鹏 等，2016）。新健康老龄化理论

认为，处于健康水平和功能能力不同阶段的老年人，都应

该受到医养结合服务体系的照拂。总结以往研究的分

类，针对 3 类老年群体，以医养结合服务体系的 3 个基本

要素即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为主要维度，可将

医养结合服务的重点内容及主要模式特点归纳如

下（表 1）。

1）对于功能完好的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主要发挥

普及健康教育、预防慢性病和保健养生的作用，旨在增强

健康老年人的内在能力并促进其健康行为。医疗机构与

多种类型的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为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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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预防为主的服务。

2）对于功能处于明显衰退期的老年人，医养结合服

务则重在延缓或逆转能力衰退。其中，慢病诊治和康复

训练可起到支持能力发挥、增进健康行为的作用。在功

能明显衰退的阶段，开展干预十分必要，早期干预可以延

缓甚至部分逆转衰弱的过程和失能的发生。保持合适强

度的长期运动，能够显著延缓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显

著减少老年人摔倒的风险（Cadore et al.，2014），帮助老年

人延缓衰老进程，恢复自主和独立。

3）对于失能的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既要发挥其针

对前 2 个阶段人群的功能，更体现为以长期照料护理、专

业医疗以及临终关怀为突出特征的服务内容。

2 资料来源与方法

为进一步对我国医养结合政策进行分析，以呈现主

要政策所涵盖的重点人群、服务内容及模式，本文采用

“北大法宝”检索系统进行政策收集与分析。“北大法宝”

是由北京大学法治中心创建的政策信息检索系统，收录

我国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自 1949年至今的法律法规等

信息，多数政策研究使用北大法宝作为数据来源（张韦

等，2020；朱侃 等，2020），是目前国内内容最全、使用最广

泛的政策检索系统。基于该系统信息的丰富可靠性，本

文以该系统作为医养结合相关政策的检索来源。

通过搜索“医养结合”“医养融合”等标题和全文关键

词，共搜索得到 183篇政策文件，包括 8项法律文件、36项

行政法规、1 项司法解释、128 项部门规章、7 项党内法规

和 3 项团体规定。在此基础上，按照以下 3 条原则筛选整

理政策文本：1）权威性，文本发布部门仅限于中央政府和

各部委；2）关联性，所选择的政策样本必须与医养结合体

系密切相关；3）完整性，涉及法律文件，国务院以及各部

委的条例、规定、方案、纲要、规划、通知、公告和意见等。

根据上述标准，本研究最终筛选有效政策样本 111份。

考虑到我国政府颁布的政策与政策颁布部门的级别

及政策类型息息相关，本文加入政策力度这一指标来衡

量法律效力的高低，行政层级越高的部门颁布的政策法

律效力越高，政策力度越大，该指标源于张国兴等（2014）

对政策的量化描述。本文根据医养结合政策特点，制定

了医养结合政策的政策力度量化标准，将政策分为以下

5 类：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国务院颁布

的条例规定；国务院颁布的方案办法、纲要规划以及各部

委颁布的条例规定；各部委颁布的方案办法、纲要规划以

及国务院颁布的通知公告、意见；各部委颁布的通知公

告、意见。并将政策力度值依次按数值 5、4、3、2、1 打分，

得分越高表明政策力度越大，法律效力越高。

在获取政策样本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上文总结的医

养结合的三大服务对象、7项服务内容、3种服务模式进行

编码，并根据政策力度情况进行打分，分析单位为政府网

站上的相关政策文件，共形成 3 个维度、13 个要素和 1 个

政策力度分值。采用这 3 个维度对选取的 111 项政策进

行编码，以描述医养结合政策分布情况，提炼出医养结合

政策的关注重点以及时变规律。此外，为了保证分析的

信效度，本文编码 3 次测算信度。第一作者在第 1 次编码

的 1 周后，随机选取 4 条政策重新编码，相关性系数是

0.813**（P＜0.01）；第二作者随机选取 4 条政策进行编码，

与第 1 次编码的相关性系数是 0.711**（P＜0.01）。因此，

该政策编码结果的可信度较高，可进行进一步分析。

3 中国医养结合政策发展脉络

我国医养结合相关政策的出台，是一个渐进式发展

的过程，经历了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分工、规范机构许可、

试点实践、监测审批和深化推进的演进过程，旨在建立多

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保障。通

过检索可知，2013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第 1 项正式提出

“医养结合”的国家层面的政策。从 2013 年开始，医养结

合相关政策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 2018年明显下降；政

策力度得分与政策数量趋势相似，法律效力也总体呈上

升趋势（图 1）。因此，本研究以 2013 年为起始点，梳理

2013 年以来的重要医养结合政策，以把握近年来我国医

养结合政策的发展脉络和要点。

表1 不同类别服务对象的医养结合服务内容与模式

Table 1 Contents and Models of Integrated Health Care and So‐

cial Services for Different Groups

服务对象

功能完好的老年人

能力衰退的老年人

失能老年人

涉及的服务内容

疾病预防

保健养生

慢病诊治

康复训练

专业医疗

照料护理

临终关怀

涉及的主要服务模式

医养联合

养内设医

医内设养

图1 医养结合政策数量和政策力度趋势图
Figure 1. Trends of Policy Number and Policy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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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意见》首次在政策文件中正式提出“医养结

合”这一概念，将“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

纳入未来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六大任务中，鼓励我国医疗

卫生和养老服务的融合探索，为后续政策的出台奠定了

基础。2015 年，卫生计生委、民政部、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全国老龄办和中医药局 8个部门联合颁布《关于推进医疗

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出重点保障

特殊困难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并明确发展目标，构建完善投融资财税价格、加强规划布

局和用地保障、探索多层次长期照护、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以及强化信息支撑 5个方面的政策支持体系，保障健全医

养联合模式、支持养内设医模式、鼓励医疗机构参与、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以及医养结合进社区家庭的 5 大重点任

务的顺利实现，初步提出较全面的指向性意见，为后续的

实践做好准备工作。

在上述政策导向的鼓励下，医养结合相关政策密集

出台，政策开始进入实践阶段。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2016）、《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以及

《“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2016）等规划政

策的精神指引下，2016年国家卫计委出台了《医养结合工

作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细化 36 项医养结合相关工作，明

确 18 个部门的具体责任和任务，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落到

实处。同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规范

医养结合服务机构许可工作，确定第一批、第二批共计

90 个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对医

养结合的资金保障，至此我国的医养结合工作真正开展

起来。

2017年，医养结合政策从数量来看仍较多，与2016年相

比更细化，并在政策内容上体现更鲜明的创新性特征，如

国家中医药局发布的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

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中医医疗和健

康服务的意见》，提出推动中医参与医养结合，引导医养

结合、保健养生消费，融入“互联网＋”创新医养结合服务

内容；《“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则强调关

注医养结合人才队伍建设；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

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支持商业保险参与，保

障医养结合服务体系 ；而《关于印发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的通知》，关注照料医疗外老年人的健康

管理和营养等疾病预防内容。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强

化慢性病管理、中医保健的疾病预防和干预，建设集预

防、医疗、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医

养结合服务内容逐渐丰富。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实践后，医养结合政策很快得

到深化，主要体现为政策开始突出评估监管等内容。这

些政策以完善已有服务体系、确保服务的平稳运行为主

要目标。从 2018年开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8年

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提出要制定服务管理指南，

并进行安宁疗护的试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等出台的《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

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提

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并出

台措施以更准确地规范医养结合养老设施建设项目的床

位数、面积等，如民政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的《关

于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的

意见》中，规定了关于敬老院的医养结合改造。2019 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发布《关于

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见》，重在推进医养结合

机构“放管服”，进一步衔接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提高医

养结合服务质量，完善相关支持政策措施，促进我国医养

结合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自 2013 年至今，我国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已历

经 8年，相关政策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明显推进。服务对象

从只针对失能老年人到开始关注功能衰退老年人；服务内

容从传统的护理照料、医疗服务逐渐创新利用中医保健，

更注重疾病预防；服务模式从含糊笼统到逐步清晰细化，

并进一步关注不同模式医养结合的资金保障等关键内容。

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医养结合服务体系也得到了快速发

展。特别是 2016 年开展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以来，很多

地区积极探索医养结合的有效模式，仅从医养结合机构的

数量来看，也反映出此项工作的显著成效。根据 2019 年

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 2019 年 9 月，全国

医养结合机构共计 4 795 家，其中养老机构内置医疗机构

3 172 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 1 623 家，医疗卫生

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开展签约合作有 5.64 万对，有效解

决了处于大病康复期、慢性病、易复发病等失能、半失能

老年人的照料和医疗问题。

4 我国医养结合政策的特点与问题

通过对政策数量及政策基本内容的梳理发现，我国

在不到 10年的时间里，医养结合政策不但密集出台，且政

策的内容明显细化和深化、涉及范围不断拓展。但由于

医养结合是一项涉及庞杂人群的社会系统工程，医疗与

养老相交织的特点使得二者之间的结合模式、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等问题都更加复杂，在实践中还面临资金、体

制、人员、质量等诸多障碍。因此，有必要对现有政策内

容进行分析，以把握政策特点，发现问题，从而有助于政

策的构建与完善。

4.1 政策中的服务对象

对医养结合政策的服务对象进行分析发现，目前政

策重点关注失能老年人的医养结合服务支持，涉及该人

群的政策共有 55条，占总政策的 48%；对于功能衰退老年

61



中国体育科技 2020年（第56卷）第9期

人的关注为中等，共有 36条；而已有政策对于功能完好老

年人的关注较少，仅有 24条，仅占涉及失能老年人政策的

一半。从时间来看，在“医养结合”第 1 次出现在政策中

时，就是为满足失能老年人需求服务的，此后关注失能老

年人的政策数量也一直多于其他两类老年人群，且在

2016年和 2019年受到大量关注（图 2）。

直接有关功能衰退老年人的政策相对较少，但是在

2017 年备受重视，有 13 项政策涉及功能衰退老年人。

2013 年、2014 年没有任何医养结合政策关系到能力完好

老年人的医养结合服务需求，在 2018 年以后才与功能衰

退老年人的关注略微一致。因此，从政策的关注时间和

年度涉及数量来看，针对失能老年人群的医养结合服务

始终是政策重点，对非失能老年人的关注均较晚、较少，

且进展缓慢。

4.2 政策中的服务内容

按医养结合的基础内容分类，涉及的政策数量从多到

少依次为照料护理、疾病预防、保健养生、康复训练、专业

医疗、慢病诊治和临终关怀。对于照料护理的关注最多，

占比 32%；慢病诊治和临终关怀的关注最少，分别占 15%、

6%。从各年度政策涉及频度最高的内容来看，2013 年关

注照料护理服务和保健养生服务；2014 年最关注专业医

疗服务；2015、2016、2017 和 2019 年均最关注照料护理服

务；2018年关注保健养生服务；2020年关注照料护理服务

和疾病预防服务，其中照料护理是最受关注的服务内容。

由此可见，比较医养结合的几项主要服务内容，涉及照护

服务的政策数量较多，且贯穿医养结合政策整个历程。

相比之下，已有政策涉及临终关怀服务最晚，2015年才开

始提及，每年涉及的政策数量都较少（图 3）。

总之，政策对于医养结合各服务内容的强调和关注

程度不均衡，这既与医养结合的主要目标和重点服务人

群有关，也与我国现阶段对医疗、养老的认识尚有局限

有关。

4.3 政策中的服务模式

医养结合的不同模式具有不同特点和侧重。总体而

言，养内设医模式偏“养”，医内设养模式偏“医”，医养联

合偏“合”。由于医养结合模式可以依托社区整合医疗和

护理资源，更方便灵活地满足居家老年人群的护理服务

需求，而且对家庭病床、家庭医生签约的推行也显著增加

了医养联合的政策关注度，政策关注度稳定呈现医养联

合＞养内设医＞医内设养的特点，且涉及医养联合的政

策数量远远大于医内设养的政策数量，体现了不同模式

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图 4）。

4.4 相关政策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医养结合政策梳理和政策内容的分析可

知，我国医养结合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重点关注失能老

年人的照护服务、医疗服务，并拓展中医保健养生等内容

的服务体系和相应的资金筹集、人才建设等保障体系已

初具雏形，逐步向系统化、制度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但是，现实的挑战依然严峻，医养结合在从政策走向实践

的尝试中还面临多重困难。缺服务、缺资金、缺人力、缺

制度使得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老年服务设施上的总投

资虽然已经超过千亿元，但产出的效果并不理想（杨团，

2016）。结合本研究对试点地区的实地调研，认为当前我

国医养结合、长期照护政策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已有政策重在满足失能老年人的医疗、照护需求，

针对功能衰退和功能完好老年人的医养结合政策在内容

和可实施性上相对较弱。忽视其他两类服务对象的需

图3 医养结合政策对不同服务内容的关注情况

Figure 3. Number of Annual Policies for

Different Service Contents

图4 医养结合政策对不同服务模式的关注情况

Figure 4. Number of Annual Policies for Different Service Models

图2 医养结合政策对不同类别服务人群的关注情况

Figure 2. Number of Annual Policies for Different Groups

求，导致服务发展缓慢，服务供给规模和种类有限，很难

满足规模庞大的非失能老年人的需求。不但难以实现服

务的规模效应，更阻碍了医养结合服务从源头上预防、降

低失能风险的更深远价值。如对于大量居家的非失能老

年人，身体功能衰退并伴有慢性疾病是大多数人的常态，

但现有的医养结合体系在慢病管理、针对性训练、健康教

育等预防性和干预性措施上还存在不足。

2）政策拓展不深。梳理现有政策发现，尽管政策在

导向上均大力鼓励医养结合，但其中关于资金、人才的支

持、监督和激励机制的规定都略显薄弱。资金保障薄弱，

无疑会显著影响未来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的持续稳定；人

才储备不足，则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专业医疗

照护技术人员的匮乏，会阻碍医和养的真正结合；对医养

结合服务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在现有政策体系中也还需进

一步规范和完善，而不可否认的是，监督和激励是影响服

务主体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3）现有政策还缺乏加强个人和社会力量作用的有效

举措。以资金来源为例，理论上，医养结合服务体系的资

金来源虽然来自社会保险、政府补贴、商业保险、个人自

付等主要途径，但从长期照护保险试点的情况来看，仍过

于依赖政府补贴，社会保险尚不能完全支撑起医养结合

服务的资金需求，商业保险对于绝大多数老年人也难以

发挥应有的补充作用。从日本等开展长期照护保险制度

国家的经验来看，逐渐提高个人在该保险制度中的责任，

才能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下延续这项制度。因此，

我国在相关政策构建中充分考虑如何强化个人和社会的

作用已是当务之急。

4）政策的实施还面临障碍。一方面，医养结合服务

属于多部门管理，仅《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

合指导意见》一项政策的落实，就涉及包括国家发展改革

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财政部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18 个部门，如何避免多头治理和

保证部门间的通力合作是政策落实中的实际问题；另一

方面，政策的操作性和灵活性会显著影响政策效果。医

养结合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更细化、更标准化、更科学

合理的政策安排，也需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模式、不同

服务特点做出不同政策安排，更规范灵活地引导医养结

合服务的供给。

5 政策建议与讨论

我国的老年人照护压力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快速突

显，医养结合作为一种整合医养资源积极应对医疗和日

常照护现实难题的策略近些年得到大力倡导。近 10 年

来，我国医养结合政策在数量、涉及面和深入程度上都有

明显进展，很多地区的医养结合实践也在政策引导下取

得显著成效，为很多失能老年人提供了更可靠的照料和

医护保障。但根据上文分析，我国医养结合政策与实践

仍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仅有的成果局限于试点地区，距

离建立适用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系统化、制度化、可持续

的医养结合体系还存在一定差距。

以新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和有关理论为基础，结合本

研究政策分析结果，认为只有构建着眼长远、面向全人

群、注重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化政策才能保障医养结合服

务体系顺利且高效发展。

5.1 着眼更长远的目标定位医养结合服务体系

为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首先需要

积极理解新健康老龄化理念，明确医养结合服务的理念

和定位。从新健康老龄化视域来看，我国医养结合服务

体系应在聚焦失能人群的基础上，逐渐拓展到关注非失

能老年人群，重视为所有老年人甚至老年期前人群提供

疾病预防、体育锻炼、养生保健和康复训练等服务。党的

十八大以来，人民健康被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建设“健康中国”要为

人民提供更加完善的健康服务，迫切需要“体医融合”和

“医养结合”等养老模式进一步发展，将体育融入疾病预

防、治疗、照护和康复等医养结合服务，为更多老年人提

供更高质量的医疗养老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

从“健康中国”视野出发，体育作为非医疗健康干预手段，

可有效降低慢性病风险和失能风险，满足非失能老年人

维持或提高内在功能的需求。运动促进健康，定期参与

科学合理的体育项目，是老年人非常重要的疾病预防、养

生保健和康复训练方式。已有研究认为，已有研究认为，

老年人参与散步、太极拳、平衡力训练等运动可预防心血

管疾病（王保平 等，2020）、改善认知功能（张立敏 等，

2017）、减少跌倒的发生（邓菲菲 等，2011），显著提高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因此，发挥体育的健康促进作

用，推动体育与医疗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实现体医融合

与医养结合，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

为了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首先需要有效发挥体

育作用，亟需政府大力倡导老年人参与体育、优化体育锻

炼设施、营造科学的体育锻炼环境、形成老年人积极参与

健身锻炼的社会氛围，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提高医养结合

服务水平，保障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在医养结合政策和

实践中应注重如下几点。

1）明确体育在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

位。深度融合体育与医疗养老服务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客

观要求，是满足老年人健康需求的内在诉求，需要政府统

筹相关部门协同合作，发挥体育运动在老年人慢性病预

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主动运动和被动干预

两条路径促进或维持非失能和失能老年人的健康，达到

治未病和治己病的干预目的，促进体医融合与医养结合

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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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导致服务发展缓慢，服务供给规模和种类有限，很难

满足规模庞大的非失能老年人的需求。不但难以实现服

务的规模效应，更阻碍了医养结合服务从源头上预防、降

低失能风险的更深远价值。如对于大量居家的非失能老

年人，身体功能衰退并伴有慢性疾病是大多数人的常态，

但现有的医养结合体系在慢病管理、针对性训练、健康教

育等预防性和干预性措施上还存在不足。

2）政策拓展不深。梳理现有政策发现，尽管政策在

导向上均大力鼓励医养结合，但其中关于资金、人才的支

持、监督和激励机制的规定都略显薄弱。资金保障薄弱，

无疑会显著影响未来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的持续稳定；人

才储备不足，则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专业医疗

照护技术人员的匮乏，会阻碍医和养的真正结合；对医养

结合服务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在现有政策体系中也还需进

一步规范和完善，而不可否认的是，监督和激励是影响服

务主体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3）现有政策还缺乏加强个人和社会力量作用的有效

举措。以资金来源为例，理论上，医养结合服务体系的资

金来源虽然来自社会保险、政府补贴、商业保险、个人自

付等主要途径，但从长期照护保险试点的情况来看，仍过

于依赖政府补贴，社会保险尚不能完全支撑起医养结合

服务的资金需求，商业保险对于绝大多数老年人也难以

发挥应有的补充作用。从日本等开展长期照护保险制度

国家的经验来看，逐渐提高个人在该保险制度中的责任，

才能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下延续这项制度。因此，

我国在相关政策构建中充分考虑如何强化个人和社会的

作用已是当务之急。

4）政策的实施还面临障碍。一方面，医养结合服务

属于多部门管理，仅《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

合指导意见》一项政策的落实，就涉及包括国家发展改革

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财政部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18 个部门，如何避免多头治理和

保证部门间的通力合作是政策落实中的实际问题；另一

方面，政策的操作性和灵活性会显著影响政策效果。医

养结合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更细化、更标准化、更科学

合理的政策安排，也需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模式、不同

服务特点做出不同政策安排，更规范灵活地引导医养结

合服务的供给。

5 政策建议与讨论

我国的老年人照护压力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快速突

显，医养结合作为一种整合医养资源积极应对医疗和日

常照护现实难题的策略近些年得到大力倡导。近 10 年

来，我国医养结合政策在数量、涉及面和深入程度上都有

明显进展，很多地区的医养结合实践也在政策引导下取

得显著成效，为很多失能老年人提供了更可靠的照料和

医护保障。但根据上文分析，我国医养结合政策与实践

仍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仅有的成果局限于试点地区，距

离建立适用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系统化、制度化、可持续

的医养结合体系还存在一定差距。

以新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和有关理论为基础，结合本

研究政策分析结果，认为只有构建着眼长远、面向全人

群、注重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化政策才能保障医养结合服

务体系顺利且高效发展。

5.1 着眼更长远的目标定位医养结合服务体系

为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首先需要

积极理解新健康老龄化理念，明确医养结合服务的理念

和定位。从新健康老龄化视域来看，我国医养结合服务

体系应在聚焦失能人群的基础上，逐渐拓展到关注非失

能老年人群，重视为所有老年人甚至老年期前人群提供

疾病预防、体育锻炼、养生保健和康复训练等服务。党的

十八大以来，人民健康被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建设“健康中国”要为

人民提供更加完善的健康服务，迫切需要“体医融合”和

“医养结合”等养老模式进一步发展，将体育融入疾病预

防、治疗、照护和康复等医养结合服务，为更多老年人提

供更高质量的医疗养老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

从“健康中国”视野出发，体育作为非医疗健康干预手段，

可有效降低慢性病风险和失能风险，满足非失能老年人

维持或提高内在功能的需求。运动促进健康，定期参与

科学合理的体育项目，是老年人非常重要的疾病预防、养

生保健和康复训练方式。已有研究认为，已有研究认为，

老年人参与散步、太极拳、平衡力训练等运动可预防心血

管疾病（王保平 等，2020）、改善认知功能（张立敏 等，

2017）、减少跌倒的发生（邓菲菲 等，2011），显著提高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因此，发挥体育的健康促进作

用，推动体育与医疗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实现体医融合

与医养结合，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

为了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首先需要有效发挥体

育作用，亟需政府大力倡导老年人参与体育、优化体育锻

炼设施、营造科学的体育锻炼环境、形成老年人积极参与

健身锻炼的社会氛围，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提高医养结合

服务水平，保障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在医养结合政策和

实践中应注重如下几点。

1）明确体育在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

位。深度融合体育与医疗养老服务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客

观要求，是满足老年人健康需求的内在诉求，需要政府统

筹相关部门协同合作，发挥体育运动在老年人慢性病预

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主动运动和被动干预

两条路径促进或维持非失能和失能老年人的健康，达到

治未病和治己病的干预目的，促进体医融合与医养结合

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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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老年人在健康知识和体育知识的获得性和接

受度，引导老年人群树立科学的健身观念。充分利用电

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老年人健康知识，帮助老

年人更全面地了解糖尿病、高血压等常见的老年慢性病；

依托居委会、村委会组织体育运动知识学习，增加老年人

接触体育科学知识的途径，培育老年人的主动体育意识，

充分发挥体育锻炼和健康生活习惯的疾病预防功能。

3）完善老年人体育健身的基础设施，为老年人参与

体育活动提供条件。政府应增加相关预算，在老年人集

中居住的社区或村庄因地制宜建设健身步道、健身广场

和老年活动中心等活动场所，尽可能根据老年人的特点

提高场所和器材的可及性和多样性，以方便老年人自由

选择，并发展不同体育项目的社团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健

全老年人体育组织网络，同时尽可能减免费用，组织动员

老年人体育参与，营造体育运动友好环境。

4）规范锻炼康复指导和康复设施市场，鼓励市场和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府应扩大社会组织影响力，树立

权威，引导规范健身指导服务、医疗健康服务和健康指导

人才培训，并通过政府补贴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

运动康复市场，鼓励市场细化康复用具，提供科学的康复

运动指导和种类更丰富、更适合老年人使用的个性化康

复产品。从而帮助老年人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健身项目，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设施，提高运动风险的处理

能力，避免软组织损伤、肌肉拉伤等运动损伤问题，更科

学地预防疾病和进行康复训练。

5.2 切实推进医养结合的配套支持体系

资金、人才、监督和激励政策是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面对老龄化日益加深的态势，以

及服务需求提高的压力，拥有稳定完善的保障基础是医

养结合服务实现质的飞跃的前提，也是医养结合保障政

策体系中最核心的一环。对此，政府首先应做到细化工

作任务，明确卫生、社保和民政等部门的职责所在，保证

政府部门各司其职，防止多头治理带来的效率低下，强化

跨领域、多部门的协同合作。其次，在厘清各部门职责的

前提下，根据试点地区经验，逐步实现资金、人才、监督和

激励体系等配套政策的细化和规范化，形成完整合理的

配套支持政策。

在医养结合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应建立行之

有效的监督机制，减少管理成本，规范医养结合服务行

业。根据专业意见，统一规范医养结合的服务内容、服务

质量和服务管理等，确定行业标准，定期评估政策执行效

果和服务提供质量，建立合理的奖罚制度，以保证医养结

合服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确保政策的可操作性

也十分重要，只有充分掌握有关信息并做好科学预测与

规划，为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才能真正推动政策在实践中

的指导性和应用价值，避免“虚”策。

5.3 促进医养结合资金筹资渠道的多元化

1）首先，要在厘清“医”与“养”的边界前提下，发挥基

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作用，因地制宜根据各种医养结合服

务明确的支付标准，并根据照护服务的不同等级和服务

机构的不同类型，合理设置支付额度；同时，要及时根据

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等试点的成效查漏补缺，建立权责清

晰的资金保障体系，保证社会保险发挥双重资金保障作

用。其次，要在发挥政府引导和监督作用的基础上，通过

更加精准有效的床位建设补贴、护理（运营）补贴、机构等

级评定补助、试点专项补贴、机构延伸服务补贴、税费减

免、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逐步转

变“补贴”为“购买”，培养居民对医养结合服务的消费意

识和使用习惯。

2）可设置医养结合专项奖励，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市

场，提高服务质量，激发医养结合服务市场活性，减少资

金风险。从服务体系的长远发展来看，除了确保政府补

贴发挥兜底和初级保障的作用外，还需要明确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与商业保险的定位和衔接，形成商业保险与医

保互补。以政策优惠、购买、补贴等手段，鼓励商业保险

公司开发更多险种，放宽年龄限制，适当降低价格，在医

保解决“基本”的前提下，为部分老年人和机构提供更优

质、更灵活、更个性化、更安全的选择，充分发挥商业保险

补充保障的作用。

5.4 针对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着力加强农村医养结合的

扶持力度

农村家庭的老年人照护功能弱化问题更为严峻，加

之人口老龄化又加剧了农村医养结合服务供需之间的矛

盾。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外，农村普遍面临医疗和养老

基础设施落后、照护人员稀缺、服务内容有限、筹资渠道

单一等问题。突破农村在医养结合方面的困境，首先应

完善农村医疗护理设施网络，并通过加强社会保险及增

加政府投入来保障可靠的资金来源；其次，还应鼓励社会

力量发挥作用，以挖掘农村潜在的服务资源。除城乡差

异外，政策应进一步明确对不同性质服务机构的支持重

点，合理引导公办、公建民营、民办等不同性质服务机构

的发展方向，有意识地培育小型基层机构以及鼓励资金

雄厚的大机构塑造服务品牌，丰富医养结合服务项目，并

完善相应的监管机制。

5.5 构建更为有效的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可持续性保障

政策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主要由家政服务者

和流动职业者构成，普遍未受过专业培训，流动性大，难

以满足老年人对专业护理或基础医疗服务的需要，尤其

是对认知症老人、临终前老人的专业护理人员更是匮乏。

对此，可通过多项激励政策吸纳从业者，如以增加薪酬和

政府补贴的方式提高医养结合服务者的待遇，保护各类

各层级服务者的合法权益，增加从业积极性；鼓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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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院校等开设“老年护理”等相关课程，进行系统的专

业培训，为医养服务市场储备人才。同时，还应细化政策

标准，规范医养服务人才市场，确保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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