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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预算管理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力成本测算策略
与实证研究
孔春辉，钱凌鹰 *
【摘要】

目的

核算上海市黄浦区老西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卫生服务工作量，并构建全面预算管理

下的人力成本测算方法。方法

于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9 月，分 3 个阶段对社区卫生服务的人力成本进行测算：邀

请上海市黄浦区老西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业务科室负责人共 10 名参加调研，以采集机构目前正在开展的社区

卫生服务项目，并以“单人可完成的操作步骤为最小项目单元”为原则对服务项目进行细分；参照德尔菲法，对各业

务科室的服务执行人实施 2 轮问卷调查，要求其对相应服务项目在基本人力消耗与耗时、技术难度、风险程度 3 个维
度上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换算后获得单位服务的标化工作量价值；收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7 年 1—6 月的服务工作

量和人员绩效支出数据，以测算单位标化工作量的人力成本价值。结果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开展的服务可分为 5 类，

即诊疗类、护理类、医技类、公共卫生类及其他类，服务细分项目共 960 项。2017 年 1—6 月，社区卫生服务的人力
成本为 0.72 元 / 单位标化工作量。其中，全科类服务为 1.05 元 / 单位标化工作量、中医类服务为 0.80 元 / 单位标化工

作量，护理类服务为 1.13 元 / 单位标化工作量，公共卫生类服务为 0.37 元 / 单位标化工作量。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

套基于标化工作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力成本测算方法，可用于指导社区的预算支出管理。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类的

人力成本预算处于严重偏低状态，应根据卫生服务人力成本测算结果调整各类服务的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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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alculate the workload of health services in Laoxime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in

Huangpu District，Shanghai，and to construct a calculation method of labor cost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Methods

The labor cost of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was estimated in three stages from October 2016 to September 2017.Ten

heads of departments in Laoxime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were invit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f ongoing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These services were sub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that one service unit can be completed by one person；
two-round questionnaire survey under Delphi method was carried out on physicians from various departments to evaluate three
dimensions in terms of workload of health services，including the labor and time consumption，technical difficulties and risks.
The standardized workload value of unit services was calculated by results；the unit labor cost of standard workload was calculated
by the historical data including workload and staff performance in th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between January and June

2017.Results

Five types of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center：clinics，nursing，medical technology，

public health and other categories，with a total of 960 items.The labor cost in th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was ￥0.72/unit

standardization workload between January and June 2017.The labor cost of clinic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nursing and
public health were ￥1.05， ￥0.80， ￥1.13 and ￥0.37/unit standardization workload，respectively.Conclus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labor cost calcul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standardized workload of th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which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community's budget expenditure management.The budget for labor costs in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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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highly underestimated.The community should adjust the budget of each service categor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labor cost
measurement in health services.
【Key words】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Health manpower；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Standardization

workload

目前，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财政上的“收
支两条线”制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支出全部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医务人员收入在绩效考核后由财政予以保
障［1］。因此，合理地测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各项预
算支出，不仅能协助合理配置服务资源，还有助于向上
级部门获取财政支持，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算编制
仍采用传统的“基数加增长”方法，没有量化提供各项
服务时消耗的人力成本资源，预算结果缺乏科学性和合
理性［2-3］。因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人力成本测算
方法，以帮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理地制定支出预算，
从而提高其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目前我国学者多采用
作业成本法、当量法等，考察社区卫生服务项目的基本
人力消耗与耗时、技术难度与风险程度，测算社区卫生
服务的工作量价值 ［4-5］，获得的测算结果多为社区卫生
服务的人力消耗与耗时、“标准化工作当量”等，难以
直接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出预算相对应。因此，构建
一套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出预算相联系的人力成本测
算方法，对于社区的全面预算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研究以上海市黄浦区老西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
例，梳理了现有的服务项目，核定各项服务的标化工作
量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提出全面预算管理下的
人力成本测算策略，以此测算出社区卫生服务项目的人
力成本价值，从而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科学的预算
管理制度提供参考。

服务细分项目

1

对象与方法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力成本测算，可以分为 3 个阶
段，分别为：服务项目采集、单位服务标化工作量价值
测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力成本测算。具体测算流程
见图 1。
1.1 服务项目采集
1.1.1 采集对象 于 2016 年 10—12 月，邀请上海市黄
浦区老西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护理科、医
技科、防保科等业务科室负责人共 10 名参加调研。纳
入标准：（1）现工作岗位为老西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业务科室的科室主任，了解本科室服务项目的实际
开展情况；（2）具有正高级或副高级职称；（3）对本
研究知情且自愿参加。
1.1.2 采集工具 参考《上海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
和价格汇编（2014 年）》［6］、《上海市社区卫生中心
基本服务项目目录（2015 版）》［7］及《本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基本项目标化工作量指导标准》［8］，编制《社
区服务项目采集表》。采集表共包括 3 个部分：（1）
基本医疗服务项目采集表，用于采集社区基本医疗服务
项目中，属于《上海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汇
编（2014 年）》［6］中的综合医疗服务类、医技诊疗类、
临床诊疗类、中医及民族医诊疗类的收费服务，采集内
容包括本中心是否开展、单位、服务地点等。（2）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采集表，包括《本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基本项目标化工作量指导标准》［8］ 中的基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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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家庭医生服务及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采
集内容为拆分项目名称、本中心是否开展、服务对象、
单位、操作步骤及服务地点等。（3）其他类服务项目
采集表，用于采集社区目前所提供的服务中不能被基本
医疗服务项目采集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采集表所
包括的且涉及多科室协作的服务项目，采集内容为项目
大类、项目小类、服务项目名称、本中心是否开展、单
位、服务地点等。
1.1.3 采集方法 （1）邀请各业务科室负责人参加项
目研讨会，统一各负责人对《社区服务项目采集表》填
写规范的理解，并现场形成填写示例。（2）由各负责
人参照填写规范和示例，填写本科室提供的服务项目内
容，包括：①确认已开展的服务项目。一方面，对于服
务项目采集表中所列举的服务项目，需要确认社区是否
已经开展；另一方面，需要判断是否存在实际工作中已
开展，但采集表中未给出的服务项目，如果存在该类项
目，则需要对采集表中的服务项目列表做相应补充。
②以“单人可完成的操作步骤为最小项目单元”为原则，
对社区当前服务项目进行拆分。如“高血压患者随访”
服务，可拆分为“高血压患者电话随访”“高血压患者
上门随访”“高血压随访培训”“高血压患者随访管理
月报”“高血压患者随访管理年报”5 项服务，其中的
每一项服务均可以实现“单人、单次完成”。③补充服
务项目的服务对象、单位、操作步骤、服务地点等内容。
其中，服务对象指服务项目的目标人群，如社区居民、
儿童、孕产妇、高危人群等；单位指服务项目的计量单
位，如人次、床日、次等；操作步骤指实际提供某项服
务的具体执行流程，包括明确的服务开始和服务结束的
动作以及中间的步骤；服务地点指服务项目是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内或外提供。（3）对从各业务科室负责人
处采集到的服务项目进行梳理，得到《社区服务细分项
目表》。
1.2 单位服务标化工作量价值测算 该阶段的开展时
间为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5 月。
1.2.1 确定标化工作量核定维度 以《全国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规范（2012 版）》工作手册中提出的“从技术难度、
风险程度、基本人力消耗与耗时等重点体现医务人员的
技术劳务价值”［9］ 为参考，结合社区医务人员的实践
经验，选定 3 个标化工作量核定维度，分别为：（1）
基本人力消耗与耗时，指完成项目所需的各类医务人员
数及每名医务人员的操作平均耗时数；（2）技术难度，
指由项目复杂程度、技术投入程度、操作者的技术要求
（包括医生、护士、技术员等操作者技术职称、技术投
入程度、专业操作培训）等因素决定的技术相对难易程
度；（3）风险程度，指依据综合评估操作中患者发生
并发症的风险和产生不良后果的严重程度确定的该医疗

服务项目技术操作相对风险程度。
1.2.2 确定标准服务项目 在工作量标准化评价中，技
术难度、风险程度维度的评价需要以标准服务项目为基
准。对于标准服务项目，要求其业务开展量较大、操作
步骤明确、技术难度和风险程度较低，从而保证服务执
行人对该项服务的技术难度和风险程度的主观认知较为
一致。考虑到本次核定服务项目条目较多且涉及诊疗、
护理、医技、公共卫生等多个类别。为保证数据采集的
客观性，本研究以召开项目研讨会的方式，请各业务科
室负责人核定各服务类别下的标准服务项目，并确定标
准服务项目的基本人力消耗与耗时、技术难度、风险程
度。最终确定的各业务科室的标准服务项目为：（1）
诊疗类，全科为“全科门诊”“全专门诊”“儿童保健
门诊”，中医科为“中医内科门诊”“针灸科门诊”“中
医伤科门诊”，口腔科为“口腔科门诊”，眼科为“眼
科门诊”，妇科为“妇科门诊”，精神科为“精神科门诊”
；
康复科未设置标准服务项目，而是以“全科门诊”的技
术难度与风险程度为基准。（2）护理类，护理科为“测
量体温 / 呼吸 / 脉搏”“Ⅰ级护理”“Ⅱ级护理”“Ⅲ
级护理”“吸痰护理”。（3）医技类，医技科为“数
字化摄影”“单脏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血细胞分
析（3 分类以上）”。（4）公共卫生类，防保科为“糖
调节异常患者和糖尿病患者电话随访”。
1.2.3 服务项目工作量的标准化评价 该阶段包括德尔
菲法和项目研讨会 2 个步骤。第 1 步，参照德尔菲法，
对各业务科室的服务执行人实施 2 轮问卷调查。选取的
服务执行人为全科 21 名、中医科 6 名、口腔科 3 名、
眼科 1 名、康复科 1 名、妇科 1 名、精神科 1 名、护理
科 36 名、医技科 10 名、防保科 16 名，均为在编人员
且在现岗位工作时间≥ 0.5 年、对本研究知情且自愿参
加。调查问卷基于文献调研［9-10］ 编制。第 1 轮调查问
卷的主要内容为：（1）服务执行人的个人基本信息。
（2）
服务项目工作量标准化评分表。服务执行人需根据自身
实际工作情况，基于相应工作岗位的标准化服务项目，
对 2 类服务项目在 3 个维度（基本人力消耗与耗时、技
术难度、风险程度）以及各维度在标化工作量计算中所
占的权重进行评价。2 类服务项目分别为：①服务项目
执行人所在工作岗位的服务项目（不同工作岗位服务执
行人在该部分的调查内容不同），调查结果可得到不同
类别的服务基于本类标准服务项目的标化工作量价值；
②《社区服务细分项目表》中涉及多个科室共同参与的
“其他”类服务项目（各服务执行人在该部分的调查内
容相同），调查结果可用于将社区所有的服务项目的标
化工作量换算成以同一个标准服务项目为基准，从而实
现不同类别的服务间标化工作量可比。（3）专家权威
程度自评，包括判断依据和熟悉程度。第 2 轮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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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包括第 1 轮问卷中的内容以外，还提供第 1 轮服务项
目工作量标准化评分的统计资料，供服务执行人参考。
如在第 1 轮问卷调查中，某项服务的实际执行人仅为 1
人，则不再对该服务开展第 2 轮调查，以第 1 轮调查结
果为最终调查结果。德尔菲法的评价指标包括：（1）
以问卷有效回收率评价服务执行人的积极程度，问卷有
效回收率越高，表明服务执行人的积极程度越好。（2）
根据服务执行人做出判断的依据和对问题的熟悉程度计
算服务执行人的权威程度，以 >0.7 为较好。（3）以变
异系数评价结果的分歧程度 ［11］。第 2 步，由各业务科
室负责人开展项目研讨会，对第 1 轮调查问卷中本科室
服务执行人意见分歧程度较大（变异系数 >50.0%）的
结果进行审核和校正，形成服务项目工作量标准化评价
的最终数据采集结果。
1.2.4 标化工作量价值测算 （1）将不同服务类别的
技术难度和风险程度统一在同一测算基准下。为此，本
研究利用各服务项目所在科室的技术难度（或风险程度）
岗位换算系数，获得各项服务在统一测算基准后的技术
难度（或风险程度）值。统一测算基准后的技术难度
= 原技术难度 × 服务项目所在科室的技术难度岗位换
算系数；统一测算基准后的风险程度 = 原风险程度 × 服
务项目所在科室的风险难度岗位换算系数。各科室的技
术难度与风险难度岗位换算系数采用于丽华等［12］提出
的相对值表串联方法计算得到，本研究选取的串联项目
为《社区服务细分项目表》中涉及多个科室共同参与
的“其他”类服务项目。（2）计算单位服务的标化工
作量价值。计算方法参考美国医疗保险资源型相对价
值量表（Medical RBRVS）［13］：V=T/T0×WT+D0×WD+R
/R0×WR×KR。其中，V 为服务项目的标化工作量价值，T、
D、R 分别为服务项目的基本人力消耗与耗时、技术难
度、风险程度，T0、D0、R0 分别为相应类别标准服务项
目的基本人力消耗与耗时、技术难度、风险程度，WT、
WD、WR 分别为该类服务项目的基本人力消耗与耗时、
技术难度、风险程度在标化工作量中所占的权重，KD、
KR 分别为该类服务技术难度和风险程度的岗位换算系
数。（3）对部分单位服务标化工作量价值进行修定。
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根据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开展需
要，对部分服务的标化工作量价值进行修正，从而获得
社区卫生服务标化工作量价值的最终测算结果。修正方
法为：V'=V×M。其中 V' 为修正后的标化工作量价值，
V 为修正前的标化工作量价值，M 为社区管理层修正
系数。
1.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力成本测算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人力成本测算阶段的开展时间为 2017 年 7—9 月。
1.3.1 标化工作量测算 （1）从医务科管理人员处，
采集基于《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项目标化工作量

指导标准》［8］ 所统计的 2017 年 1—6 月各科室的工作

量数据。其中，诊疗类服务主要统计社区门诊相关收费
服务的工作量，护理类服务主要统计收费服务的工作
量，公共卫生类服务主要统计各类公共卫生服务所覆盖
的社区居民的数量。（2）对采集得到的数据进行清洗，
主要观察所获得的数据是否能反映该科室的实际工作情
况。如果某个科室的大部分工作量通过历史数据无法体
现，则暂不测算该科室完成的标化工作量。（3）将统
计的工作量历史数据，转化为本研究细分的各服务项目
的工作量数据。转化过程主要依据以下原则：①社区卫
生服务的历史数据在服务对象、单位、操作步骤、服务
地点等方面与本研究的服务项目完全对标，此时可将该
历史数据的工作量直接记为本研究对应服务的工作量。
如“全科门诊诊疗”工作量的历史数据，可直接记为本
研究的“全科门诊”工作量。②社区卫生服务的历史数
据不能与本研究的服务项目完全对标，则选择本研究的
服务项目中服务对象、单位、操作步骤、服务地点等方
面与社区历史数据最为接近的进行对标。如社区卫生服
务“教学查房”的历史数据不能与本研究的服务项目完
全对标，但教学查房的执行人、服务对象、服务地点等
与本研究的“主任医师查房”最为接近，因此将历史数
据中“教学查房”的工作量记为本研究的“主任医师查房”
的工作量。③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历史数据，若可以
拆分为本研究多个公共卫生服务细分项目，则按照以下
原则统计工作量：若本研究细分的服务项目的服务对象、
单位、服务地点与社区的历史数据完全一致，则将社区
历史数据中该服务的工作量直接记为本研究对应的细分
服务的工作量。如本研究的“肿瘤患者随访”属于社区
历史数据中“肿瘤患者访视与康复指导”下的细分项目，
且两者的服务对象、单位、服务地点完全一致，因此将
社区历史数据中“肿瘤患者访视与康复指导”的工作量
记为本研究“肿瘤患者随访”的工作量。若本研究细分
的服务项目的服务对象、单位、服务地点与社区的历史
数据不一致时，应考察服务项目的操作步骤，并联系社
区相关服务执行人，核定工作量数据。如本研究的“肿
瘤患者随访管理月报”，属于社区历史数据中“肿瘤患
者访视与康复指导”下的细分项目，但其单位为“次”，
与社区历史数据的统计单位“人次”不一致，此时应参
考“肿瘤患者随访管理月报”服务的操作步骤“每月完
成月报表”，联系社区公共卫生医师，确认在 2017 年 1—
6 月，社区完成该项服务 6 次。④若有多个科室同时参
与某项服务，则参考参与该服务的各科室医师（或护
士）的数量比例来分配工作量。如某项服务的提供者为
公共卫生医师 3 名、全科医师 1 名，则医师数量比为公
共卫生 ∶全科 =3 ∶1。则该项服务中，公共卫生医师完
成的工作量 = 总工作量 ×75%，全科医师完成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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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工作量 ×25%。（4）计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
的各项服务的标化工作量，计算公式为：完成的标化工
作量 = 单位服务标化工作量价值 × 该项服务所对应的
工作量。
1.3.2 人力成本价值测算 （1）从人事科管理人员处，
采集社区 2017 年 1—6 月各业务科室的人员绩效发放数
据。（2）根据各业务科室的人员绩效发放数据，测算
社区提供单位标化工作量服务时的人力成本价值。计算
公式为：单位标化工作量的人力成本价值 = 完成的标化
工作量 / 人员绩效支出。
2 结果
2.1 服务项目采集情况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开展
的服务项目可分为诊疗类、护理类、医技类、公共卫生类、
其他类共 5 类、960 项。其中，诊疗类服务 237 项，包
括全科 20 项、中医科 49 项、口腔科 116 项、眼科 17 项、
妇科 4 项、精神科 2 项、康复科 29 项，护理类服务 38 项，
医技类服务 111 项，公共卫生类服务 496 项，其他类服
务 78 项。
2.2 单位服务标化工作量价值测算结果
2.2.1 德尔菲法评价指标 （1）2 轮问卷调查中，护
理科在第 2 轮的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7.2%（35/36），护
理科在第 1 轮的问卷有效回收率及其他业务科室的 2 轮
问卷有效回收率均为 100.0%。（2）完整地参加了 2 轮
问卷调查的各业务科室服务执行人的权威程度系数为
0.80~0.98。（3）除实际执行人仅为 1 人的服务项目外，
Table 1
项目名称
诊疗类
全科门诊
全专门诊
儿童保健门诊
中医内科门诊
针灸科门诊
中医伤科门诊
口腔科门诊
眼科门诊
妇科门诊
精神科门诊
护理类
测量体温 / 呼吸 / 脉搏
Ⅰ级护理
Ⅱ级护理
Ⅲ级护理
吸痰护理
医技类
数字化摄影
单脏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血细胞分析（3 分类以上）
公共卫生类
糖调节异常患者和糖尿病患者电话随访

其他服务项目在基本人力消耗、耗时、技术难度、风险
程度方面变异系数 >50.0% 的项目数，全科分别为 0、3、9、
8 项，中医科分别为 0、1、12、6 项，口腔科分别为 0、
51、39、30 项，护理科分别为 1、8、3、7 项，医技科
分别为 0、0、0、1 项，防保科分别为 0、5、3、2 项。
2.2.2 测算结果 以 19 项标准服务项目为例，其基本
人力消耗与耗时、技术难度、风险程度维度评价结果见
表 1。各维度在标化工作量计算中所占的权重评价结果
见表 2。“全科门诊”的基本人力消耗与耗时为需要 1
名医师、总耗时 4 min，技术难度为 1，风险程度为 1。

以此为基准，19 项标准服务项目的技术难度、风险程
度及标化工作量价值测算结果见表 1。将本研究测算出
的单位服务标化工作量价值的平均水平与本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指导标准［8］进行对比：（1）诊疗类，本市指
导标准为（2.60±1.71），本研究测算结果为（4.02±2.83），
两 者 相 差 1.55 倍；（2） 护 理 类， 本 市 指 导 标 准 为
（2.54±2.27）， 本 研 究 测 算 结 果 为（6.29±7.92），
两者相差 2.48 倍；（3）公共卫生类，本市指导标准为
（2.96±2.06），本研究测算结果为（15.44±25.00），
两 者 相 差 5.22 倍；（4） 其 他 类， 本 市 指 导 标 准 为
（1.50±1.50），本研究测算结果为（6.73±4.60），两
者相差 4.49 倍。
2.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力成本测算
2.3.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化工作量完成情况 2017
年 1—6 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完成诊疗类（全科、

表 1 标准服务项目的标准化评价结果
Standardized evaluation results of standard health service
标准化评价结果
基本人力 耗时
消耗（人） （min） 技术难度 风险程度

统一测算基准后的结果 标化工作
量价值
技术难度
风险程度

单位

服务
地点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中心内
中心内
中心内
中心内
中心内
中心内
中心内
中心内
中心内
中心内

1
1
1
1
1
1
1
1
1
1

4.0
12.0
4.0
8.0
8.0
8.0
4.0
4.0
6.0
12.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2.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2.0

1.0
1.7
1.0
1.5
1.5
1.5
1.0
1.0
1.2
1.9

次
d
d
d
次

中心内 / 站点
中心内
中心内
中心内
中心内

1
1
1
1
1

2.0
287.5
185.0
50.0
15.0

1.0
10.0
8.0
6.0
5.0

1.0
10.0
8.0
6.0
5.0

0.6
6.1
4.9
3.7
3.1

0.6
5.5
4.4
3.3
2.8

0.6
27.1
18.1
6.4
3.2

次
次
次

中心内
中心内
中心内

2
1
1

10.0
5.0
6.8

1.0
1.0
1.0

1.3
1.0
1.0

1.0
1.0
1.0

1.0
0.8
0.8

2.8
1.0
1.2

人次

中心内

1

3.0

1.0

1.0

0.9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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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科）、护理类、公共卫生类服务的标化工作量为
218.77 万单位，人均完成 2.73 万单位。其中，全科服
务完成 56.43 万单位，中医科服务完成 16.00 万单位；
护理类服务完成 43.24 万单位；公共卫生类服务完成
103.09 万单位。
2.3.2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人 力 成 本 支 出 情 况 根 据
2017 年 1—6 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全科、中医科、护
理科、防保科的人员绩效支出数据，计算得出社区卫生
服务的人力成本为 0.72 元 / 单位标化工作量。其中，全
科服务为 1.05 元 / 单位标化工作量，中医类服务为 0.80
元 / 单位标化工作量；护理类服务为 1.13 元 / 单位标化
工作量；公共卫生类服务为 0.37 元 / 单位标化工作量。
表 2 服务项目标准化评价中各维度权重的评价结果
Table 2 Standardized evaluation results of health services weight in each
dimension
科室名称
全科
中医科
口腔科
眼科
妇科
精神科
康复科
护理科
医技科
防保科

服务执行
人数（人）
21
6
3
1
1
1
1
35
10
16

基本人力消
耗与耗时
0.338
0.450
0.267
0.200
0.300
0.200
0.400
0.323
0.450
0.363

技术难度

风险程度

0.390
0.283
0.300
0.400
0.400
0.300
0.300
0.251
0.330
0.325

0.271
0.267
0.433
0.400
0.300
0.500
0.300
0.426
0.220
0.300

3 讨论
3.1 基于标化工作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力成本测
算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第一，本研究提出了一套更合理、
更具操作性的社区卫生服务的标化工作量测算过程。
（1）
在服务项目采集阶段，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开展的
社区卫生服务项目按诊疗类、护理类、医技类、公共卫
生类等各服务领域进行细分。细分过程以服务的操作步
骤中“单人、单次可完成”为原则，从而有助于识别每
项服务的人力消耗、技术难度及风险程度，为核定单项
服务的标化工作量价值做有效准备。（2）在测算单位
服务标化工作量价值阶段，采用分类测算的方法。首先，
由各业务科室主任明确各类别的标准服务项目，使得服
务执行人在对服务进行标准化评价时可以以自身日常工
作中最熟悉服务项目为基准，避免服务执行人对测算基
准的理解不清晰。其次，由服务执行人对自身所执行服
务项目的基本人力消耗与耗时、技术难度、风险程度及
所占权重进行评价，各业务科室服务执行人的权威程度
系数均 >0.7，评价结果较为可靠。另外，中医科、口腔
科的服务执行人对技术难度、风险程度的评价分歧较大。
原因可能为：（1）该 2 个科室的服务项目专业性较强，
各执行人的领域内专业知识结构不同，对服务项目的技

术难度、风险程度等主观评价的差异性也较大；（2）
口腔科的服务时间与患者的口腔健康程度有较大关系，
各服务执行人表示较难以确定标准服务时间，服务耗时
统计的变异系数也普遍较高。因此，在最后阶段，由各
业务科室主任基于自身业务经验，对评价结果中变异系
数 >50.0% 的服务项目进行了审核与校正。以确保服务
项目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第二，本研究提出了一套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
算支出的人力成本价值测算方法，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工作量、人员绩效支出等统计数据，将服务的标化
工作量与人力成本价值联系起来。在测算社区卫生服务
的标化工作量时，提出了一套明确的“历史统计的工作
量”与“本研究细分的各服务的工作量”之间的对应关
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历史统计数据来估算服务人力
成本。使得本研究构建的社区卫生服务人力成本测算方
法具有较好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3.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力成本支出结构有待改进
将本研究测算的服务项目的标化工作量价值与本市指
导标准 ［8］对比，发现：（1）在诊疗类、护理类服务项
目中，本研究的测算结果与本市指导标准较为接近，前
者的平均值不足后者平均值的 2.5 倍。（2）在公共卫
生类服务项目中，本研究的测算结果是本市指导标准的
5.22 倍，差别较大。以公共卫生类的主要服务项目儿童
保健为例，本研究测算结果高于本市指导标准，是因为
本研究对儿童保健服务进行了细分，发现其包括 0~3 岁
婴幼儿建档、访视、体检、各类疾病及高危因素筛查、
健康指导、传染病防治督导等一系列工作，公共卫生医
师为每 1 例目标儿童的总服务时间远高于其他医师在社
区门诊为每 1 例患者的服务时间。因此，儿童保健等需
要投入较多人力时间的公共卫生类服务项目，应具有较
高的标化工作量价值，目前本市指导标准对该类服务项
目标化工作量的设定较低。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科类、护理类服务的
单位标化工作量的人力成本支出分别为 1.05、1.13 元 / 单
位标化工作量，高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72 元 / 单位标
化工作量的平均水平；而公共卫生类服务的单位标化工
作量下的人力成本支出为 0.37 元 / 单位标化工作量，不
仅远低于其他类服务项目，也远低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平均水平。可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诊疗类、护理
类等门诊服务方面的人力成本支出较高，而对于工作地
点多在中心外的公共卫生类服务的人力成本支出较低。
这是因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在做预算支出时，主要
参考本市的标化工作量指导标准，但此标准下的公共卫
生类服务的标化工作量价值被严重低估，因此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对公共卫生类服务的人力成本支出预算也处于
较低水平。这表明，社区当前由于对服务项目中的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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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认识不清晰，导致制定的人力成本
预算支出未能体现公共卫生类服务的劳务价值。该问题
不仅会影响以提供公共卫生类服务为主的防保科医务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会导致其他科室的医务人员因
公共卫生类服务的人力成本价值偏低而不愿意参与公共
卫生服务工作，进而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共卫生服
务开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根
据各类服务项目对应的人力成本价值，及时调整各类服
务的人力成本预算支出，以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和
机构提供的卫生服务水平。
3.3 本研究创新性和进一步工作 本研究构建了一套
全面预算管理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力成本测算方
法。该方法在社区卫生服务项目细分、标化工作量测算、
服务人力成本测算方面均具有具体、明确的标准和方法，
可用于协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理制定预算支出。然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力预算管理，除包括直接提供卫
生服务的科室人员，还包括财务、信息、后勤等辅助科
室的人员；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面预算管理除要考
虑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外，还需要考虑编制预算
应如何执行的问题。因此，本研究的下一步工作，一方
面需要将各辅助科室的人员纳入社区支出预算管理，另
一方面需要构建标化工作量的考核方法，解决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在预算管理执行阶段的问题。
作者贡献：孔春辉、钱凌鹰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
研究的实施与可行性分析、数据收集、结果的分析与解
释；孔春辉进行数据整理、论文撰写与修订；钱凌鹰负
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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