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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第六险”

护航百姓幸福路

5 月 15 日，家住南通市崇川区观音山街道
的龚杏芳给南通市照护保险服务中心送来一面
锦旗，那上面写着“照护保险真情在，热心服务
暖人心”。她握着服务人员的手，激动地说：“政
府为我们老百姓考虑得很周全，让我老伴儿卧
病在家也能享受到护理院级的服务待遇！”龚杏
芳的老伴儿因帕金森并发症卧床多年，以前住
在医院，开销大，她和子女更是医院家里两头奔
波，十分不便。去年，龚杏芳为老伴儿申请了照
护保险，“减轻了我们很多负担，每周都有工作
人员上门来免费为他做照护服务，工作十分精
细。前不久儿子还去辅具公司租赁了家用护理
床，更加方便了我们的居家护理。”

让龚杏芳赞不绝口的，就是南通创新实施的
“第六险”——长期照护保险。截至去年底，南通
市730万人口已全面实现此项制度全覆盖，累计
为 2 万多失能失智人员带来福音。别看现在南
通长期照护保险推进得如火如荼，其实 4 年前，
长期照护保险在南通才仅是一纸蓝图。

“南通老龄化率在全国地级市中位列第一，
达到 30.84%，老龄人口中重度和中度失能人员
分别达到0.5%和0.15%。然而根据我国现有社
会保险制度，失能失智人员的生活照护服务还
缺少制度保障。”南通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张兵
说。如何建立起一个合理的保障制度，让失能
失智家庭也能过上幸福生活？正是带着这样的
思考，2015 年 9 月 30 日，南通市长期照护保险
制度应运而生。

家住南通市和平桥街道的黄晓春是南通市
第一批享受照护保险的市民。2013年因一次意
外事故他双目失明、智力受损，肢体活动存在严
重障碍，自此以后，爱人葛明珠便24小时贴身照
顾他，家庭一下子失去了两大收入来源，日子越
过越紧张。“日常喂食、剪指甲我还可以应付，像
替他洗澡、推拿这样的工作，我做起来就费力多
了，常常手忙脚乱，弄得家里一团糟。我丈夫虽
不说什么，却时常一个人躺着掉眼泪，家里没有
一天不是愁云惨淡的。”葛明珠说，本以为这辈子
阳光、欢笑与自己再也无关，没想到2017年，与
社区网格员的对话给这个家带来希望，“社区工
作人员告诉我，南通市区只要是参加了医疗保险
的，政府都给办理了照护保险，我们家的情况完
全符合申请条件。”照护保险是什么险？尽管对
此一无所知，葛明珠还是立即去市政务中心窗口
咨询并申请，“真没想到，正是这个新的保险给我
们家带来了希望和安慰！”从申请到评定不到一
个月，自那以后，黄晓春就成了照护保险的受益
人，每周专业护理团队上门为他服务两次，小到
理发，大到肢体复健，事无巨细。此外，每月还能
领取 450元补助，家庭重压一下子得到了缓解。
如今，黄晓春已能完成自我进食等简单的活动，

笑容也时常出现在葛明珠的脸上：“现在开心时，
他还能跟随音乐哼唱以前喜欢的歌，尽管还是口
齿不清，但我感到由衷的开心，仿佛以前那个积
极乐观的他从没离开。”

不断探索，

走出照护“南通模式”

南通市医疗保障局相关数据显示，从 2016
年开始，南通市按每人每年100元标准筹集起南
通照护保险，其中个人30元、医保基金30元、财
政补助 40 元，对困难群体以及未成年人由财政
全额补助。2016 年起，南通市照护保险首先覆
盖城区 120 万人口，2019 年按照市政府为民办
实事要求已经实现全市统一覆盖。“我们的照护
保险制度建立之初，考虑的就是如何为老年人员
和失能失智人员提供切实的服务。对于他们来
说，在病床上的日子，服务远比金钱来得更加重
要。”谈及建立南通照护保险制度的初心，张兵说
道：“照护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相对独立、相互衔
接，我们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寻找一个最符合
南通实际的‘南通模式’，为失能人员解决生活照
料和护理问题，为失能家庭减轻事务性及经济负
担，提高失能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尊严。”

为了让更多老年人生活更美好而诞生的南
通照护保险，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撬动社
会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产业，起到了“四两拨千
斤”的效果。对于在机构（护理院、养老院、医院
照护病区）居住的失能人员，照护保险给予机构
重度失能人员每人每月2100元的照护补贴，他
们同时还能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居家上门服务是南通照护保险的重点。居
家失能人员除享受每月450元的照护津贴外，还
可以享受到专业照护公司的上门服务，提供洗头
洗澡、口腔清理、血压血糖测量、褥疮护理等 30
多项服务内容，服务的费用由照护保险基金支
付。为加强居家上门服务的全过程管理，南通市
在2017年率先开发出照护APP，市民可以在手
机上完成居家上门服务的一键预约，十分便利。

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完善。“在长期的居
家上门服务中我们发现，家有常年卧床病人，往
往自身经济条件有限，但所需医疗辅具很多，单
是成人尿不湿，不少市民每个月就得花上几百
元，而那些功能性照护床、轮椅等，买起来更是价
格不菲。”南通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顾忠贤介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8 年南通市照护保险再
一次创新性将医疗辅具纳入照护保险服务范
围。这样一来，居家养老、失能失智人员可以以
每天1到10元不等的价格，租赁到包括轮椅、护
理床、护理机器人在内的 6 种大型辅具；以远低
于市场价的价格，定量购买到包括尿不湿、护理
垫、坐便椅、助行器等在内的15种消耗型辅具。

“像这种每天都要用的尿不湿，我们每个月
可以申请 5 包，每包只要 4 块 5，要是在超市，一
包要好几十元呢。”市民张春华在照护保险定点
辅具公司为83岁的公公办理5月份辅具的领取
手续，这个月她还额外租赁了一辆轮椅，“天气
好了，打算有空就推老人家出门晒晒太阳，就办
理了半年的轮椅租赁，这一共才花了 202 元。
真的是又省心又便宜。”

经办的社会化，是南通照护保险制度探索
的一个成功经验。由于照护保险制度保障对象
的特殊性和保障的多样性，对照护保险的经办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有一支全过程、全

方位服务管理队伍。南通市通过公开招标，确
定了太平养老、平安养老、太平洋人寿、中国人
寿、人保、利安人寿保险公司按照一定的份额参
与经办服务，共同组成市照护保险第一、第二服
务中心，具体承办失能失智人员申请受理，组织
上门评估、待遇给付、服务监督等一系列经办事
项，有利于保证照护保险制度的安全稳定运行。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

疫情期间送照护

“多亏他们的专业指导，我们照顾起来轻松
许多，老人也觉得更舒服了，护理人员还常打电
话来问情况，太感谢他们了！”2 月 28 日，南通
市通州区二甲镇宝云村 86 岁的参保人徐守仁，
因长期卧床导致身体出现褥疮，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家属只能自行处理，因缺少专业人士的指
导，一时有些无从下手。抚理南通照护服务有
限公司在定期回访中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派
护士与参保人家属视频连线，指导家属进行专
业的褥疮护理。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南
通全市护理机构实行封闭式管理，居家照护服
务、辅助器具服务全面暂停。上门服务暂停，但
是关怀不能稍停，为保证失能失智人员这一特
殊易感人群得到最严格、最安全保护，不让他们
的身体状况受暂停服务的影响，南通市医保中
心、照护中心指导各定点照护机构，通过微信、
电话等不同形式关心关爱失能人群。

“政府为我们老百姓考虑得很周全，这不，刚
拿到送来的尿垫、尿不湿，还有一包口罩哩！”3月
9日，南通市石港镇曙史院村30组赵丽芳家受疫
情影响，急缺尿不湿，南通暖阳阳照护服务有限
公司了解情况后，立即派服务员前往参保人家免
费赠送“暖心包”，缓解了燃眉之急，家属十分感
激。“以前都是家人带着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到公
司刷卡购买。”江苏太美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林少成介绍，疫情期间，公司开通24小
时热线电话，随时为失能人员提供帮助。

对居家护理进行视频指导、护理用易耗品
送货上门，可疫情期间，仍有不少居家失能人员
缺少辅助器具，家属又不方便出门购买。为此，
2月18日，南通市医疗保障局发出《关于疫情期
间为居家失能人员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通知》，
为有需求的失能家庭提供送货到小区、快递送
达等服务。华录健康养老服务（南通）有限公司
立即回访确认需求人数，并制订配送方案。“回
访的 946 名参保对象中，有 320 人居家且有明
确配送需求。”该公司总经理马涛介绍，经与写
字楼物业协商，单独开通一部电梯直达公司所
在楼层，方便服务对象现场取货，同时立即着手
开展非接触式送辅助器具上门服务，3天内基本
完成首批配送任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缓解护理院、养老
院、照护服务公司和辅具公司等照护服务机构
因业务暂停造成的资金周转困难，南通市医疗
保障局一律采取“先预付、后结算”的办法，对
39 家定点服务机构首批预付约 675 万元，缓解
机构资金压力，保障了失能人员待遇享受。此
外，该市医疗保障局对相关公司提出要求，适当

延长辅助器具使用周期，纸尿裤、护理垫等消耗
品可一次性购买 3 个月用量，因疫情影响无法
刷卡的，可先手工记账，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
再入系统，以确保照护不停歇。

民生和社会发展共生

“南通模式”走出“南通特色”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几乎是所有失能失智
家庭的“痛”。“聚焦百姓‘痛点’，让更多百姓享受
更人性化照护服务，全市下好服务‘一盘棋’很重
要。”张兵介绍，经过4年半的试点工作，目前“第
六险”制度效应逐步显现，“失能失智有保障”在
南通已成为现实，进一步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每年只要自掏腰包 30 元，就能让岳父享
受这么好的服务，这着实让全家松了一口气。”
参保人姚建斌的家人说。姚建斌患有脑梗，曾
长期在二级医疗机构住院 132 天，日均费用
1247 元，享受照护保险待遇后转入护理院住院
349 天，日均费用 145 元，医疗费用 4.7 万元，个
人仅负担 0.69 万元。试点期间，失能人员享受
照护保险待遇后的医疗费用大幅下降，千余名
失能人员从医院转至护理院，个人和家庭负担
得到显著减轻。

长期照护保险不仅有效解决了失能失智人
员及其家庭的后顾之忧，还促进了养老服务消
费预期，照护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全市照护保险
定点服务机构从 2016 年初的 2 家发展到现在
的 50 家。“护理院和失能老人都是照护险的直
接受益者。”南通市常青乐龄护理院负责人顾淼
介绍，作为南通第一家护理院，常青乐龄发展一
度举步维艰，照护保险全市推广后，顾淼在南通
已陆续开设 4 家护理院，床位从最初的 300 张
增加到1200张，入住率提升到95%。

硬性条件满足了，但是类似于“保险缴纳地
和现居住地不一致”“如何缓解失智前兆进程”
等问题仍然困扰不少家庭。为此，南通推动照
护保险城乡全覆盖、试行失能失智预防、推行志
愿者服务“时间银行”等措施，促进照护保险从

“南通模式”向“南通特色”转型。
“下半年，我们将推出‘康复按摩’‘喘息服

务’，参保人可根据自身需要个性化‘点餐’。”南
通市照护保险第一服务中心主任施冉介绍，该
服务将进一步缓解失能失智家庭的压力，解决

“全家围绕一人转”的问题。志愿者服务“时间
银行”则针对失能人员的需求以及志愿者的能
力和特长，为经评定为重度或中度失能的参保
人提供包括读书读报、消遣聊天、心理安慰等

“喘息服务”，每服务一小时计 10 分计入系统，
后期如本人失能或者直系亲属失能时，其所有
积分可兑换成其他志愿者的服务以及照护保险
基金的服务。

“‘银发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是一个需要情
怀的行业，是让老年人晚年幸福、让‘后人乘凉’的
行业。”施冉说，推出照护保险的初心，是让参保人
本身能够享受照护的过程、获得长足的快乐。照
护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拓展和延伸，与基本
医疗保险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有助于促进“医
养融合”新型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为居家失能
失智家庭提供照护服务，拉动了照护服务机构的
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年，我们的
工作重点，是要在不断提高照护机构服务能力水
平的基础上，强化监管，通过照护机构信用等级
A、B、C等级评定来分类管理，加强服务过程的监
督管理，促进照护机构的健康发展。”南通市照护
保险第二服务中心主任王小燕说。

“试点以来，待遇保障从重度失能人群逐步
扩大到中度失能人群，从失能逐步扩大到失智，
从城市逐步扩大到农村，从待遇保障逐步向失
能预防延伸，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比较完
整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体系。”张兵介绍，作为
长期护理险的试点城市，南通已建成覆盖城乡
的照护保险保障网络，照护保险制度的实施，为
失能失智家庭带来了福音，进一步提升了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探索出的试点经验获
得国家有关部门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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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 年到
2020 年，长期照
护保险制度在南
通实施已 4 年有
余，南通逐步形
成了集“机构照
护 、 居 家 服 务 、
津贴补助、辅具
支 持 、 预 防 管
控”五位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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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模式”，为
百万江海百姓带
来福音。

◀进社区宣传
照护保险政策

““市民开放日市民开放日””组织市民代表组织市民代表
参观辅助器具公司参观辅助器具公司

老人家属为照护服务公司送上锦旗老人家属为照护服务公司送上锦旗
““我开门我开门 你监督你监督””活动中组织社会活动中组织社会

评议员参观辅助器具公司评议员参观辅助器具公司

老人在护理院享受优质服务老人在护理院享受优质服务
照护服务人员上门为居家老人提供服务照护服务人员上门为居家老人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