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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6日，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
印发《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
意见》，增设天津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
市，试点期限2年。
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在咱

天津人的话题榜上屡屡冲上“热搜”。
日前，我市新出台《天津市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实施方案实施细则（试行）》《天津市长期
护理保险失能评定管理办法（试行）》《天津市长
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标准（试行）》三个重磅文
件，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实施方案有关条
款进行细化和明确。

““第六险第六险””
怎么用怎么用？？

解 读 一

《天津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实施

方案》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一、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答：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指以社会互助

共济方式筹集资金，对评估认定符合重度失
能标准的参保人员，为其基本生活照料和与
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
的社会保险制度。

二、我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背景？

答：天津市人口老龄化形势严重，2019
年末，全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267万人，
占全市户籍人口的24.14%。2020年9月，国
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印发《关于扩大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将我市新
增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全市域开展试
点工作。主要目的通过试点工作，建立我市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解决重度失能人员长期
护理保障问题，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
会保障体系，培育和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

三、哪些人可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
答：我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同步参加长

期护理保险。目前，可以覆盖约610万人，其
中，在职职工（含灵活就业人员）390万人，退
休职工约220万人。下一步，综合考虑经济
发展水平、资金筹集能力和保障需要等因素，
适时将参保对象扩大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员，实现全覆盖。

四、参保人是否还要单独缴纳长期护理
保险费用？

答：试点阶段，单位缴费每人每年120
元，个人缴费每人每年120元，其中，单位缴
费从其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中按月划
出，个人缴费从其缴纳的城镇职工大额医疗
救助费中按月划出，不增加单位和个人缴费
负担。

五、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享受长期护理保
险待遇？

答：试点阶段，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
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申请通
过评估认定符合重度失能标准的，可以按规
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为稳妥推进试点
工作，按照分批错峰原则，将分批次启动失能
评定受理和失能评定工作，失能评定每人每
次200元。评定未通过的，需在6个月后才
可以重新申请。

六、长期护理保险可报销待遇水平如何？
答：入住定点护理机构接受机构护理服

务的，按照每人每天70元标准，基金支付
70%，全年人均支付约1.8万元；接受定点护
理机构居家护理服务的，按照每人每月2100
元标准，基金支付75%，全年人均支付约1.9
万元。

七、哪些机构可以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定
点护理机构？

答：我市养老机构、医疗机构，以及与民
政、街道（乡镇）等政府部门签订运营我市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合同的其他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比如，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等），可申请纳入定点护理服务机构
管理。

八、哪些人员可以提供长期护理保险护
理服务？

答：与定点护理机构签订劳动（劳务）合
同的医师、助理医师、护士，以及经我市民政、
人社或卫生健康部门及其认定（或委托）的培
训机构培训合格并颁发结业证书的养老服务
相关人员（养老护理员、病患护理员、健康照
护员、医疗护理员等）。鼓励参保人员的亲
属、邻居等提供护理服务。

九、哪些费用长期护理保险可以报销？
答：我市已经初步制定长期护理保险服

务项目和标准，包括27项，其中，基础护理服
务项目16项，覆盖清洁护理、饮食护理、排泄
护理等；专业护理服务项目11项，覆盖非治
疗性照护、风险防范、功能维护等。参保人员
发生的符合规定的服务项目费用，纳入长期
护理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十、如何进行长期护理保险结算？
答：参保人员凭电子医保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其中，应由个
人承担的费用，由参保人员个人支付给定点
护理机构；应由基金支付的费用，由经办机构
与定点护理机构按月结算，让老百姓更加便
捷享受待遇。

解 读 二

《天津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管理办法（试行）》

政策问答

一、为什么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管理办法》？
答：依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津政办规〔2020〕24号）规定，参保人员只有
通过失能评定达到重度失能标准的，才可享受我市长期护理保险相关
待遇。本办法适用于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员的失能状态和等级的
评定工作，本着评定标准和护理需求相适应，评定机构和人员管理并
重，合理设置评定流程，强化评定管理和监督。

二、失能评定的流程是什么？
答：失能评定按照参保人申请、委托经办机构审核、失能评定机构

信息采集、结论生成、社会公示、结论送达等程序进行。信息采集全过
程采用影像记录。

三、哪些单位可以申请成为失能评定机构？
答：业务范围涉及养老服务评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能

够提供老年护理服务的其他医疗机构，符合以下条件的，可自愿申请成
为失能评定机构：
（一）遵守国家和我市长期护理保险管理和基金使用方面规定，近

一年内未因违反长期护理保险有关规定受到行政处罚；
（二）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并正式运营满3个月；
（三）未同时作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机构；
（四）具备专业化评定队伍；
（五）配备符合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管理要求的软、硬件设备，能够按

要求接入我市长期护理保险信息系统；
（六）按规定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
四、哪些人员可以纳入失能评定人员管理？
答：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纳入失能评定人员管理：
（一）与失能评定机构签订劳动（劳务）合同；
（二）具有临床、护理、康复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三）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能胜任现场评定工作；
（四）通过医疗保障部门组织的规范化业务培训；
（五）其他失能评定相关要求。
五、参保人到哪里申请进行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
答：长期护理保险的失能评定申请实行全市通办，申请人可以通过

我市定点护理机构提出申请。定点护理机构将对申请人的失能状态进
行初步筛查。如定点护理机构建议申请人进行失能评定，将统一向委
托经办机构提交申请。

六、申请时本人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是否可以代办？
答：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时，需要携带并提交以下材料：本人医

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失能评定申请表；在医疗机构、康复机构规范诊疗的
病历、诊断证明和相关检查报告等材料；与失能评定工作相关的其他材料。

七、申请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答：办理申请时，需要填写书面申请书，并特别注意：确保姓名、身

份证号码、地址和联系方式等填写无误；选择需要的护理服务方式和相
应的服务机构。

八、如何得知我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答：委托经办机构接到定点护理机构申请后，会在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

材料完整性，参保人员参保状态、诊疗情况进行审核。对符合申请条件的，
会告知定点护理机构，并向失能评定机构派单；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会告知
定点护理机构并说明理由。申请结果统一由定点护理机构告知申请人。

九、办理申请手续后多长时间为我开展失能评定？
答：失能评定机构接到系统派单后，会在15个工作日内安排上门评定。
十、评定过程具体是如何进行的？
答：办理申请手续后，失能评定机构会根据申请人预留的联系方式

与申请人联系，安排由2名（及以上）评估人员组成的评估小组上门为
申请人进行走访调查和信息采集，并全过程影像记录。

十一、由谁上门评定？该如何配合评定？
答：上门进行现场评估调查的评估小组均由经过培训合格的评定

人员组成，其中1人为具有相关医疗资质的失能评定人员、另1名为辅
助工作人员。评估时，申请人应如实回答评定人员提出的问题，并配合
评定人员完成信息采集。

十二、评定时，家属需要在场吗？
答：采集评定信息时，要求至少1名参保人员的近亲属、监护人或

委托人在场，并配合评定人员完成相关信息采集。
十三、评估过程涉及个人隐私，是保密的吗？
答：评估过程涉及的信息均为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评估机构和

个人不得泄露或者违法查询、使用申请人的信息。
十四、多久才能知道评定结果？如超过规定时间还没有收到结果，

该怎么办？
答：现场信息采集后，评定机构还需完成录入评估调查记录、系统

出具结论、出具评估报告等评估工作，并由委托经办机构进行社会公示
后，将失能评定结论上传信息系统。定点护理机构应登录长期护理保
险信息系统下载失能评定结论，并及时告知参保人员评定结果。

如超过规定时间仍没有收到结果，申请人可以联系评定机构查询
或向定点护理机构及时反映。

十五、对评定结果有异议，该怎么办？
答：如申请人对初次评定结论有异议，可在结论送达之日起15个

工作日内，提出异议复评申请。
十六、异议复评应当到哪里申请？具体流程是什么？
答：申请人应当通过定点护理机构向委托经办机构提出异议复评申

请。区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区卫生健康、民政行政部门指定辖区内二
级（含）以上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作为辖区内异议复评机构。异议
复评机构会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异议复评，具体流程参照初次评定执行。

十七、对异议复评结果仍有异议，该怎么办？
答：异议复评结论为最终结论，不再接受异议申请。可在异议复评

生效结论作出之日起6个月后重新申请评定。
十八、什么是状态复评？
答：有关部门、机构在协议管理、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参保人员失

能状态发生变化的，或参保人员被实名举报的，会将情况统一由委托经
办机构转失能评定机构进行状态复评，重新评定参保人员失能状况。

十九、状态复评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
答：具体流程参照初次评定执行。初次评定机构及其人员应回避。
二十、评定结论是否终身有效？
答：评定结论不是终身有效的。由于失能状况会随着身体、疾病

的状况发生改变，因此根据规定，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不超过2年。
二十一、评定有效期快满了，该怎么办？
答：如申请人的评定有效期将满，按规定需重新申请失能评定。
二十二、如果评估有效期满未申请重新评估会怎么样？
答：如申请人在评定有效期满前未申请重新评定，有效期满

后，申请人的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将随即终止。
二十三、感觉生活自理能力变好（差）了，能要求重新评估吗？
答：未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参保人员，因身体状况和生活自

理能力发生明显变化等，可以在生效评定结论作出之日起6个月后重
新申请评定。

二十四、评定的收费标准是多少？是否需要个人承担？
答：失能评定费收费标准为200元/人次，所需费用不需要

参保患者承担，试点阶段暂从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中列支。
二十五、委托经办机构如何日常监督失能评定工作？
答：委托经办机构应当建立运行分析、日常巡查、投诉举报、

满意度调查等制度，按不低于10%比例对承办区内享受长期护理
保险待遇人员失能情况进行抽查。

解 读 三

《天津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标准

（试行）》政策问答

一、为什么要出台《失能评定标准》？
答：按照我市政策，试点阶段，经医疗机构

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
上，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符合重度失能标准的，
可以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为做好重
度失能人员失能评定工作，制定失能评定标准。

二、失能评定标准包含哪些内容？
答：失能评定标准共包括自理能力和疾病

轻重两个维度。
自理能力维度，涉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工

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认知能力3个方面，对
应权重分别为65%、10%、25%。

疾病轻重维度，涉及每种疾病分成症状（局部
症状、全身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并发症等4个方
面，对应的权重分别为30%、30%、30%、10%。

三、根据标准如何得出失能评定结论？
答：失能评定机构应根据失能评定标准，按

规定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现场信息采集
工作。结合现场采集信息等情况，由长期护理
保险信息系统依据本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
标准自动生成失能评定结论。

四、什么失能评定结论纳入重度失能范围？
答：失能评定结论划分为正常、1、2、3、4、

5、6七个等级，其中5级、6级纳入我市重度失
能人。

天津市长期护理保险

·一图读懂·

谁能参保

本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同步参加
长期护理保险。可以覆盖约610万
人，其中，在职职工（含灵活就业人员）
390万人，退休职工约220万人。

怎么缴费

试点阶段，单位缴费每人每年
120元，个人缴费每人每年120元。

怎样享受长期护理

试点阶段，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
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
上，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符合重度失
能标准的，可以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
保险待遇。

怎么报销

入住定点护理机构接受机构护
理服务的，按照每人每天70元标
准，基金支付70%，全年人均支付
约 1.8万元；接受定点护理机构
居家护理服务的，按照每人每月
2100元标准，基金支付75%，
全年人均支付约1.9万元。

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由参保
人员个人支付给定点护理机构；

应由基金支付的费用，由经办
机构与定点护理机构按月结算。

如何结算

申请时需要哪些材料？

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时，
需要携带并提交以下材料：本人医保
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失能评定申请表；
在医疗机构、康复机构规范诊疗的病
历、诊断证明和相关检查报告等材料；
与失能评定工作相关的其他材料。

上门评定怎么进行？

办理申请手续后，失能评定机构会
根据申请人预留的联系方式与申请人
联系，安排由2名（及以上）评估人员组
成的评估小组上门为申请人进行走访
调查和信息采集，并全过程影像记录。

评定是否终身有效？

评定结论不是终身有效的。由于
失能状况会随着身体、疾病的状况发
生改变，因此根据规定，评估结论的有
效期不超过2年。

评定收费谁来承担？

失能评定费收费标准为200元/人
次，所需费用不需要参保患者承担，试
点阶段暂从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中列支。

失能评定标准包含哪些内容？

失能评定标准共包括自理能力
和疾病轻重两个维度。

自理能力维度，涉及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认知能力3个方面，对应权重分别为
65%、10%、25%。
疾病轻重维度，涉及每种疾病分

成症状（局部症状、全身症状）、体征、
辅助检查、并发症等4个方面，对应
的 权 重 分 别 为 30%、30%、
30%、10%。

失能评定几个等级

失能评定结论划分为正常、1、2、
3、4、5、6七个等级。

其中5级、6级纳入我市重度失
能人。

￥

■ 本报记者廖晨霞文
本报记者吴 迪 摄

——详解长期护理保险三大政策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小娘惹》第 38、
39集 玉珠发疯，罗伯张
把她送往精神病院。陈锡
获悉赶来探访，惊见玉珠
憔悴不堪、精神恍惚，他从
玉珠的言行中察觉有异，
怀疑珍珠在目睹罗伯张侮
辱玉珠时，没有及时伸出
援手。陈锡试探珍珠，珍
珠中计，和盘托出黄家禁
闭月娘，防她逃婚，玉珠悄
悄放走月娘……

天津卫视19:30
■《明天，会更好》第

18、19集团团去世，夏天、
小怜等人陷入无限悲痛。
格尔确定自己喜欢夏天，忍
不住给夏天写信，并很快收
到夏天回信，但夏天在信中
说自己已提交转业申请并
拜托格尔多多关心小怜。
格尔去报社找吴南，责怪吴
南不关心小怜……

天视2套 18:25
■《向着胜利前进》第

11—14集 战狼在棺材铺
中养伤，与王爱的感情日
渐深厚。此时胡队长接到
消息，大部队即将向清源
进发，某武工队队长送来
一份战略图，要求所有支
队和游击队积极配合大部
队。宝桐化装成商人，向
城外运送药品，与杨政委
接头时却被哑巴发现，哑
巴通知了横山大佐……

天视3套 19:20
■《爱情珠宝》第12、

13集 沈竹青关心女儿方
梓萱在宫家的生活，并找
到宋琪希望其帮忙照顾。
宋琪表面答应，但却故意
向沈竹青透露方梓萱受婆
婆刁难的消息，让沈竹青
不免担心。深爱着宫宇灿
的徐水晶来到宫家门口给
方梓萱送礼物，表示虽然
宫宇灿和方梓萱是假结
婚，但毕竟同住一屋，拜托
其替自己照顾宫宇灿……

天视4套 21:10
■《今日开庭》一对

恋人，没有领证就举办了
婚礼。刚刚在一起生活，
就矛盾频出，女方回了娘
家，而男方提出分手并要
求女方归还彩礼和用于举
办婚礼的各种开销，两人
为此闹上了法庭。

天视6套 18:00

■《你看谁来了》本
期邀请到演员张晶晶，她
的表演朴实无华，是影视
剧中不可多得的好演员，
在她鼎盛时期却因家庭变
故遗憾暂别荧屏，归来时
仍旧心存正气、初心不
改。演员温峥嵘是张晶晶
大学时期的同窗好友，今
日她惊喜现身，昔日姐妹
相聚又将讲述哪些与青春
有关的故事呢？

天津卫视 22:00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小娘惹

（38、39）22:00 你看谁
来了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明天，会

更好（18、19）
天视3套（104）
17:40剧场：一路上有

你(1、2)19:20剧场：向着
胜利前进(11—14)22:15
剧场：雪海(35、36)

天视4套（105）
21:10 剧场：爱情珠

宝（12、13）
天视5套（106）
19:30 CBA 常 规

赛 天津VS北京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精编20:10 大医说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21:42 多派玩儿动

画《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4—15）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