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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三级医院在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评价其综合效益对政府、医院、患者

三方有着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梳理政策文件和文献，结合三级医院功能定位，界定了三级医院综
合效益内涵，并通过国内外医院综合效益评价，了解各国医院综合效益评价的侧重点、评价机构、
评价结果的应用。发现我国综合效益评价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专业权威的独立第三方评价机
构，评价指标框架方面有待完善。文章对三级医院综合效益内涵的界定为下一步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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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需要的优质医疗服务［5］。医院经济效益实质是反

一、
三级医院的综合效益内涵界定

映医院是否以最小经济消耗获取最佳医疗效果和
从医疗服务活动中获取最高经济收益［6］。

（一）医院综合效益内涵

关于社会效益的具体内涵，
学术界界定如下：

关于医院的综合效益目前没有明确的官方定
义，
通过文献研究，
发现学者对医院综合效益的内

社会效益是从多方面多角度考虑医院对社会形成

涵界定如下：
焦雅辉等［1］认为医院综合效益评价是

的总体影响。医院的社会效益是尽可能多地为社

对医院的服务效率和经营效益的评价，
不仅要评价

会提供优质、
高效、
低耗的医疗服务满足社会的需

经济管理活动的结果和成效，
同时要关注其社会与外

要，
包括公众对医院的评价，
即医院在老百姓中的

［2］

部效益；
沈晓红等 认为医院综合效益评价是对医院

威信，
也包括医院的声誉，
它是一个医院能否生存

综合实力的评价，
表现为对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社会环境［7］；
除了提供优质、
高效、
低耗的医疗服

的总体情况评估，
体现医院的竞争力；
赵阳

务外，
医院的社会效益还包括承担社会责任和完成

认为医

［3］

院综合效益与医院绩效近似，
但医院绩效评价偏向

政府指令性计划及任务［8］。

于上级主管部门对其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
而综合

综上，
本文将医院综合效益界定为医院的综合

效益评价是对医院综合竞争力的评价；
管惠娟 认

竞争力，
综合竞争力体现为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为医院要在竞争中生存就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

益的综合情况。通过其是否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取

效益的协调发展，
经济效益是支持卫生服务生存和

最佳医疗效果或最高经济收益评价其经济效益，
通

发展的基础，
社会效益是卫生服务的终极目标，
通

过其是否提供优质、
高效、
低耗的医疗服务并完成

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价医院综合效益，
即是对

政府规定任务、
承担社会责任、
在百姓中有较高的

医院竞争力的评价。

威信和较好的声誉评价其社会效益。

［4］

关于经济效益的具体内涵，
学术界界定如下：

（二）三级医院功能定位

经济效益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
即在一定时间内以

为充分合理地利用卫生资源，
我国医院实行分

尽可能少的物质和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能满足社

级管理。按照区域卫生规划，
根据医院的功能、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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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设施条件、
技术建设、
医疗服务质量和科学管理

医务人员在基层指导的人数和双向转诊人次数的

的综合水平将医院划分为一、
二、
三级，
虽然都提供

评价；
三级医院社会效益还包括免费提供一些社会

医疗卫生服务，
但由于功能定位和医疗服务技术质

服务提高居民健康，
体现为健康宣教次数和开展义

量水平等差异，
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承担的医疗服务

诊次数的评价。

分工是有一定差异的，
从三级医院的服务数量和质
量可以看出其对医院改革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拟
对三级医院功能定位展开研究。

二、
国内外医院综合效益评价比较
（一）国外医院综合效益评价

《医院分级管理办法》将三级医院定义为向几

美国医疗体系绝大部分市场化，
医疗保险也呈

个地区提供高水平专科性医疗卫生服务和执行高

现多样化，
以商业保险为主，
保险集团会与相应的

等教育、
科研任务的医院。
《三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

医疗集团或医师、
医师联盟通过合同形成固定的给

［9］
标准》
界定三级综合医院功能是向几个地区提供

付关系，
医疗保险的制约会使患者就医时有明确的

高水平的临床专科医疗服务，
解决急危重症及疑难

导向，
美国只有通过评审的医疗卫生机构才能纳入

复杂疾病诊疗，
接受二级医院转诊，
对下级医院进

政府或者商业医疗保险支付范围［10］。美国资产所

行业务技术指导和培训人才；
完成培养各种高级医

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对医院综合效益评价侧重于

疗专业人才的教学和承担省以上临床科研项目的

对医疗机构的管理要素评价，
通过对管理环节的评

任务等。从文件定义中不难发现三级医院功能定

估保证医疗机构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11］。美国主

位主要体现为：
一是能提供高水平医疗服务，
解决

要通过第三方非营利组织对医院综合效益进行评

疑难杂症和急危重症；
二是承担医学人才培养教育
工作；
三是三级医院作为拥有高技术水平的医疗服

价，
美国医疗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JCAHO）1997 年

推出了名为
“ORYX”
的方案，
将医院综合效益评价

务机构不能仅满足于现状，要对科研予以高度重

整合到医院评审中，
其评价结果有较大的认可度和

视，
推动医学进步；
四是三级医院除了满足自身发

较高的权威性。

展外，
需要扶持下级医院发展，
对下级医院进行业

英国是实行国家卫生服务的典型国家，
以国家

务指导和人才培训，同时与下级医院形成转诊关

税收为单一的筹资途径，
医疗服务以患者需要为导

系，
让医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向，
免费为全体公民提供服务。医患双方本身处于

（三）三级医院综合效益内涵

信息不对称状态，
过度医疗服务造成了服务效率低

三级医院综合效益评价即对满足其功能定位的

下、
排长队现象，
同时医疗费用上涨给国家财政造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价，
本文结合三级医院功能定

成更大压力，
因此，
英国对医院综合效益的评价主

位将三级医院综合效益的内涵做更具体的界定。

要侧重于对医疗质量和服务效率的评价。2008 年

三级医院经济效益既包括人力资产等资源投
入能保证提供高水平医疗服务，
维持现阶段的经济
运行，
体现为对资源结构（人员结构、
资产结构）、
资
产利用效果（收支结余率、
收支结余增长率、
总资产

英国卫生部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开始在 NHS

系统医院中实行新的综合效益评价框架，
评价维度
包括财务综合效益、
服务综合效益、
董事局能力 3 个

维度，
每季度在国家卫生部的出版物上发布评价结

周转率和服务效率等）、
医疗服务技术水平（三四级

果［12］。 英 国 有 专 业 权 威 的 独 立 第 三 方 评 价 机 构

手术占比、
治愈好转率、
急危重症抢救成功率等）和

——医疗质量委员会（CQC），
与医院信息系统互联，

医疗服务安全（一类切口手术部位感染率、
医疗事

可以实时收集数据，
评价工作效率高。

故发生次数等）的评价；
三级医院经济效益还包括
人才培养和科研投入，
为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
力，
体现为对人才培养（医院住院医师参加规范化

澳大利亚国家卫生系统综合效益委员会

（NHPC）2000 年制定了国家层面的医疗卫生综合效
益评价框架，
评价框架包括对卫生系统综合效益评

培训考试通过率、
外出进修人员占比、
管理人员参

价和健康影响因素、
健康结果三方面评价［13］，
符合

加管理知识培训率）和科研水平（学科带头人数、
临

澳大利亚以健康为导向的评价目的。医院综合效

床重点专科数等）的评价。
三级医院社会效益既包括医院通过提供高质
量服务建立在群众中的声望，
体现为患者满意度和
患者市场所占份额的评价；
三级医院社会效益也包
括通过指导下级医院医疗业务技术，
接受下级医院

益评价参考了 NHPC 框架中的 4 个评价维度：
效果、
安全、
可获得性、
效率，
设计了 11 项指标，
其中有 5
项指标需要报告给 NHPC 用于综合评价分析，
其他
指标则可自行选择。.

（二）国内医院综合效益评价

的转诊需求，
对康复期患者进行下转，
扶持基层医

国内对医院综合效益的评价目前从医院等级

疗卫生机构发展，
进而提高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评审上可以大体有些判断，
但对同等级医院间综合

服务水平并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体现为派出

效益具体内容无法判断。我国政府部门对医院绩

· 268 ·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 3 期 总第 98 期
2020 年 6 月

效评价较为重视，
但医院绩效评价通常是政府部门

主要围绕医院本身的运行，
缺乏从医疗卫生系统整

对医院完成目标情况的考核，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

体角度的考量，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
民营医院

现医院的综合效益。2015 年 12 月原国家卫计委、
人

力资源社保部、
财政部和国家中医药局共同印发的
《关于加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评价的指导意
［14］
见》
首次提出要加强公立医院绩效评价工作，
通

过社会效益、
医疗服务提供、
综合管理、
可持续发展

也不例外，
医院除了追求经济效益外，
还应该承担
一定的社会公益服务职责，
这样也有助于医院树立
良好的形象。
（三）国内外医院综合效益评价对比总结
从评价内容看，
不同国家因卫生体制差异，
对

4 个方面评价公立医院绩效，
并重视绩效评价结果

医院综合效益的理解各有侧重点，
但均将医疗服务

的应用，
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对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奖

质量评价纳入综合效益评价的一部分。英国为了

惩，
并与财政补助力度、
医保基金支付、
薪酬总体水

医疗服务公平可及，
由国家免费提供医疗服务，
为

平、
医疗卫生机构等级评审等挂钩。2015 年以来国

避免因公平带来效率低下，
其对医院综合效益评价

家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医疗卫生机构，
非公立医院数

重点放在了提高效率上；
美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市

量也越来越多。2017 年 5 月国务院《关于支持社会

场化，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医院综合效益评价侧

［15］
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
中提

重于对医疗机构管理要素评价；
澳大利亚对医院综

到：
对社会办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的评审评价

合效益评价以健康为导向，
并对医院服务可获得性

实行同等标准。至此国家对公立医院和非公立医

评价相较其他国家更为重视；
国内目前尚无权威明

院综合效益开始重视，
但尚未对各级各类医院综合

确的医院综合效益评价标准，
从上文医院综合效益

效益评价予以分开出台文件。2019 年 1 月对医院绩
效评价机构进一步细分，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界定来看，
国内学术界对医院综合效益评价偏向于
对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

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 提出

从评价机构看，
国外对医院综合效益进行评价

通过医疗质量、
运营效率、
持续发展、
满意度评价等

的机构大多为权威的第三方组织，
有利于保证评价

［16］

4 个方面评价三级医院绩效，
并加大了绩效评价结

结果的科学公正。我国目前尚无较权威的医院综

果的影响作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公立医院发

合效益第三方评价机构，
有多个学术组织在不断探

展规划、
重大项目立项、
财政投入、
经费核拨、
绩效

索，
如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

工资总量核定、
医保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同时与

医学信息研究每年会发布相对权威的医院排行榜。

医院评审评价、
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从评价结果应用看，
国外将医院综合效益评价

以及各项评优评先工作紧密结合，
绩效考核结果作

结果和政府财政补偿、
医疗保险偿付等经济奖励等

为选拔任用公立医院党组织书记、
院长和领导班子

挂钩，
让医院重视综合效益评价。国内对医院综合

成员的重要参考。2019 年 5 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出

效益评价结果的应用尚无国家级政策保障，
有相似

台《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对指标

作用的绩效评价，
其评价结果常被用作选拔任用医

含义、
指标导向、
数据来源等进行了详细说明。

院党组织书记、
院长和领导班子成员的重要参考，

学术界也通过各类方法开展医院综合效益评
价，
但没有权威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机构，
评价结果
无法让患者了解到多家医院综合效益水平高低，
也

可作为未来医院综合效益评价结果应用的参考。

三、
三级医院综合效益评价意义

得不到政府和医保部门的支持，
只能是医院了解自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提出要不断提高医疗服

身综合效益水平，
不过这些民间研究为国家出台权

务质量，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运行效率的有机统

威的医院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理论参

一，
说明既要重视医院的经济效益又要重视社会效

考。有的凭经验选取指标直接对医院综合效益进

益，
对医院综合效益评价有利于促进医院综合效益

行评价，
如曾程慧等［17］选取工作量、
工作效率和经

建设。三级医院是实现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

济效益三方面指标评价医院综合效益，
建立这样的

载体，
其诊疗服务数量大和质量高决定其在医疗卫

评价指标体系并不能对医院综合效益作出全面、
完

生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综合实力较高的医

全客观的评价，
指标项目还需进一步调整。有的通

院，其综合效益水平改善对国民健康水平影响较

过科学方法构建指标体系对医院综合效益进行评

大。三级医院综合效益评价让政府、
医院、
患者及

价，
如张竞［18］通过平衡计分卡展开民营医院综合效

时了解到三级医院综合效益信息，
各方根据了解情

益评价，
对财务、
内部运营、
学习成长、
可持续发展 4

个维度通过逐步聚类法和德尔菲法最终筛选出 27

况给予相应的反馈，
对医院综合效益形成影响，
医
院根据反馈不断调整自身的经济运行和服务活动，

个指标，
并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
以此指

最终实现三级医院综合效益水平不断提高，
全民健

标体系对医院综合效益进行评价，
该评价指标设计

康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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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定位的医院综合竞争力的评价，
包括对其经济效

三级医院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主要

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三级医院经济效益既包括

载体，
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

人力资产等资源投入能提供高水平医疗服务，
维持

级医院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扶持，
对整个医疗卫

现阶段的经济运行，
还包括人才培养和科研投入，

生服务体系能力提升和患者有序就诊节约卫生资源

为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三级医院社会效

有着重要意义。三级医院综合效益评价是对其综合

益既包括医院通过提供高质量服务建立在老百姓

竞争力的评价，
会将该评价排名信息反馈到社会，
促

中的声望，
也包括扶持基层卫生发展并实现整个医

进三级医院重视其社会效益，
进而重视对基层医疗卫

疗卫生体系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还包括免费提供

生机构的扶持力度。这对政府推行分级诊疗、
医联体

一些社会服务提高居民健康水平。通过国内外医院

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解决基层服

综合效益评价比较，
发现我国医院综合效益评价起步

务能力薄弱的难题。此外，
对三级医院综合效益评

相对较晚且尚不成熟，
缺乏权威性较高的第三方评价

价，
可以让政府部门及时了解本地区三级医院间的医

机构，
未来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成立独立的第

疗服务质量、
扶持基层卫生服务状况等多方面综合效

三方评价机构，
有利于评价的真实性和专业性。以往

益的差距，
为下一步合理配置卫生资源、
制定政策等

对三级医院综合效益评价的研究很少进行内涵界定，

提供科学依据。

直接选取指标进行评价，
导致指标体系不够客观全

（二）对医院的意义

面，
未来可根据本文界定的三级医院综合效益内涵，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提出探索建立第三方评

借助平衡计分卡理论、
德尔菲法、
层次分析法等科学

价机制，
加强医院信息公开，
引导医院依法经营、
公
平有序竞争。通过探索第三方评价三级医院综合
效益，
对同等级别医院的综合效益进行横向比较，
便于医院股东和经营者了解医院的经营发展情况
及在同级别医院中的相对水平，
有助于三级医院形
成公平有序的良性竞争。三级医院具备发展科研
的软（人才）硬（设施设备）实力，
评价其科研水平既
是对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
引导三级医院重视
科研，
同时三级医院的科研成果也可以引领整个医
疗卫生领域不断发展进步。
（三）对社会的意义
患者到三级医院就诊，
比较关心医院医疗服务
技术水平、
质量安全、
患者满意度、
患者经济负担等
情况，
综合效益评价可以从专业的角度为患者就医
选择提供科学的评价信息，方便患者及时了解医
院，
做出就医决策。此外，
在三级医院综合效益评
价中将患者满意度纳入评价范畴，
响应《健康中国

2030》中提出的全面建立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加强社会监督；
同时，
患者满意

度评价可以增加医患的沟通渠道，
促进医院及时改
善，
有利于缓解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医院在评价
中不断改善综合效益，
让患者可以享受到更优质、
高效、
满意、
可负担的诊疗服务，
促进国民健康水平
提高。
医院是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
是实现健康中国
发展战略的载体，
我国三级医院提供高质量诊疗服
务，
决定其在整个医疗卫生体系中处于重要位置，
三级医院综合效益评价对政府、
医院、
患者三方都
有极高的价值，
加强对三级医院综合效益评价会成
为未来的大趋势。本文结合三级医院功能定位将
三级医院综合效益评价界定为：
对符合三级医院功

方法构建指标体系用于评价三级医院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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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and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ve benefit connotation in
tertiary hospitals
ZHOU Zhiwei，HUANG Xiaoguang

School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China

Abstract：It is significant to evaluate the tertiary hospitals comprehensive benefits to the government，

hospitals and patients，due to their important role in China healthy strategy. In this article，firstly，the third⁃
class hospital comprehensive benefits defined based on all kinds of policy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s，combining
with the hospitals function. Furthermore，the benefi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ospitals，including the emphasis of

evaluation，the assessment organizations，the application of evaluation results were analyzed. Finally，we found
that Chinese comprehensive benefit evaluation is still in its start⁃up step，because they lack of the authority and

independent third evaluation agency and complete measurements framework. In this paper，the defini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 of the third ⁃ class hospitals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next step of constructing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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