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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IAC XXXX《保险公司经办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操作规范》计划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1部分：待遇申请受理；
——第2部分：评估协助管理；
——第3部分：服务稽核巡查；
——第4部分：待遇结算支付。
本文件为T/IAC XXXX的第4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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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中，长期护理保险是指以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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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人社厅发〔2016〕80
号）指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长期处于失能状态的参保人群为保障对象，重点解决重度失能人员基本
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等所需费用。2020年，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在《关于扩大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0〕37号）又进一步明确引入社会力量（具有资质的商
业保险机构）参与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服务，充实经办力量，健全经办规程和服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
为规范保险公司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工作，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规范保险公司
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服务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1〕65号）的相关要求，特制定本经办服务
操作规范。各长护项目经办地长护政策或经办管理部门对保险公司经办服务工作有相关要求的，以政策
或要求为准。
保险公司经办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操作主要包括待遇申请受理、评估协助管理、服务稽核巡查、待遇
结算支付四个环节，以及相关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其中：
a) 待遇申请受理：保险公司接收待遇申请资料后，对待遇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
进行审核后，出具受理结果；
b) 评估协助管理：保险公司对失能评估工作进行任务分配，组织管理失能评估过程，确认失能
评估结果，公示后送达失能评估结论；
c) 服务稽核巡查：保险公司在长期护理保险经办管理部门授权下对护理服务的真实性、合理性
和有效性，以及待遇享受人员的生存状况和失能状态变化等情况进行核查，避免出现欺诈骗
保等行为；
d) 待遇结算支付：保险公司在长期护理保险经办管理部门授权下对护理费用的真实性、合理性、
有效性进行核实后，依据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结算规则进行待遇审核、理算、复核无误后进行
支付；
e) 信息系统建设：。长期护理保险经办业务信息系统建设，应在充分贴近业务经办实际操作规
程的基础上，灵活适配各地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地域特殊性，并依托云计算、区块链、大数
据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经办业务信息化、移动化、智能化。

III

T/IAC XXXX—XXXX

保险公司经办长期护理保险经服务操作规范
第 4 部分：待遇结算支付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保险公司经办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操作过程中待遇结算支付的概述、操作流程与内容和
操作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保险公司经办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操作过程中待遇结算支付工作的开展、管理和监督，
及相关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IAC 23—2018 保险公司柜面服务形式和管理评价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 the insured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参保人
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参加了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
3.2
待遇申请人 treatment applicant
申请人
按照相关政策规定申请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参保人。
3.3
待遇申请代理人 treatment application agent
代理人
受申请人或其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委托，代为办理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申请的人
3.4
待遇享受人 beneficiary
按照相关政策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人员。
4 概述
4.1 工作范围
待遇结算支付的工作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a) 接收护理服务费用结算申请；
b) 结算费用明细的对账；
c) 审核费用的真实性、合理性，核减不合理费用，确保费用支付对象、金额等准确无误；
d) 费用明细单和结算支付单据上报及存档。
4.2 资源配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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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结算办理场所
待遇结算办理的场所包括但不限于：
e) 合署办公网点：在业务开展地区保险公司与长期护理保险经办部门合作建立的联合办公网点；
f) 保险公司网点：在业务开展地区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或同一保险集团内部通过资
源整合，提供代理服务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g) 经长期护理保险经办部门及监管部门同意的其他形式。
4.2.2 工作职责
保险公司应安排专职经办人员开展结算受理、费用审核和费用复核工作，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a) 结算受理人员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1) 结算政策和流程相关问题的解答；
2) 费用结算申请资料的核查：待遇享受人信息、待遇享受资格，护理服务记录，费用结算
申请单；
3) 费用明细对账
4) 费用结算申请资料整理和流转；
b) 费用审核人员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1) 审核护理服务费用结算信息，并进行费用明细对账；
2) 核实该费用结算周期中待遇享受人的状态，并进行相应不合理费用核减；
3) 审核无误后，提交至复核环节。
示例：核实待遇享受人是否存在长期护理保险费缴费中断、护理服务终止、失能状态变化、死亡等情况。

c)

费用复核人员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1) 复核费用审核岗所提交的护理服务费用结算信息；对复核通过的结算费用提交支付；
2) 对已支付完成的费用结算单进行存档，实行档案管理；
3) 向业务开展地区的长期护理保险经办部门提交费用结算明细表和汇总表、支付单据。

4.2.3 设备
待遇结算支付工作的设备配置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宜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结算信息系统；
b) 柜面服务应设立办公桌椅、电脑、打印机、扫描仪、录音电话等设备；
c) 柜面服务环境应符合 T/IAC 23—2018 的要求。
4.3 支付对象
待遇支付对象包括：
a) 定点护理服务机构；
b) 护理服务人员，包括但不限于：
1) 个体护理服务人员；
2) 提供护理服务的参保人亲属、邻居；
c) 待遇享受人。
5 操作流程和内容
5.1 操作流程
待遇结算支付操作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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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受理

费用明细对账

费用审核

费用支付

费用复核

费用理算

图1 待遇结算支付操作流程
5.2 操作内容
待遇结算支付的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结算受理：受理支付对象发起费用结算申请；
b) 费用明细对账：对已产生护理服务费用的明细进行核对；
c) 费用审核：对护理服务费用进行审核，对虚假的、不合理的护理服务费用进行核减；
d) 费用理算：根据审核后的护理服务费用明细，理算护理服务费用；
e) 费用复核：对理算的护理服务费用进行复核确认；
f) 费用支付：向支付对象进行护理服务费用支付，并上报支付结果。
6 操作要求
6.1 结算受理
6.1.1 结算周期
结算支付应按照政策规定的结算周期进行，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应立即进行结算：
a) 待遇享受人停止接受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服务或护理服务人员服务；
b) 待遇享受人因中断或终止参保，停止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c) 待遇享受人死亡；
d) 待遇享受人失能状态改变至不再符合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条件；
e) 其他原因退出而不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6.1.2 申请方式
保险公司宜提供的结算支付申请方式包括：
a) 非现场申请：通过结算支付信息系统申请，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或护理服务人员在系统内提交
结算周期内的费用明细单、护理服务记录或其他结算单据；
注： 保险公司宜依据业务开展地区的政策要求对系统提交的单据进行原件核对。

b)

现场申请：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或服务人员到合署办公网点或保险公司网点提交费用明细单、
护理服务记录单或其他结算单据。

6.2 费用明细对账
6.2.1 基本要求
应对费用申请单据与护理服务费用相关内容是否一致进行核对，具体包括账单核对和差异处理。
6.2.2 账单核对
结算受理岗应根据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或护理服务人员提交的费用明细单、护理服务记录单或其他结
算单据，与信息系统内信息进行核对，确保定点护理服务机构上传数据与保险公司结算数据的一致性。
具体核对内容依据业务开展地区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确定。
示例：核对内容可包括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名称、待遇享受人名单、护理服务项目范围、护理服务日期、护理服务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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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价格、护理服务项目数量和频次、护理服务项目内容等。

6.2.3 差异处理
针对账单核对过程中发现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名称、待遇享受人名单、护理服务项目范围、护理服
务日期、护理服务项目价格、护理服务项目数量和频次、护理服务项目内容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应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处理。处理完毕后进入费用审核环节。
6.3 费用审核
费用审核应结合稽核巡查反馈情况对费用结算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内容包括：
a) 待遇资格：查询本结算期间内待遇享受人的参保状态是否持续保持正常，是否同时享受了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生育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险待遇；
b) 个人信息：根据提交的费用结算申请资料和反馈的稽核巡查信息，核实待遇享受人身份的真
实性，避免出现身份不一致的行为；
c) 护理服务记录：审核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护理服务人员提交的护理服务记录、护理服务计划、
护理服务执行记录、护理费用清单等有关资料中关于待遇享受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护理
服务项目范围、护理服务日期、护理服务项目价格、护理服务项目数量和频次、护理服务项
目内容等是否与护理服务记录相一致，整份护理服务记录是否连贯、完整及有无纂改；
d) 费用明细：审核护理服务费用明细及发生的真实性、合理性：
1) 护理服务项目及费用是否符合业务开展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政策要求；
2) 护理服务频次是否与护理服务记录一致；
3) 护理服务项目的合理性。
费用审核发现的不合理费用，应对不合理费用进行核减并记录核减原因后，流转至费用理算环节。
6.4 费用理算
应依据费用明细单据和业务开展地区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的理算规则对需支付的长期护理保
险待遇金额进行理算。
注： 具体支付标准和理算规则应依据业务开展地区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确定。

6.5 费用复核
费用复核岗对费用理算岗提交的结算信息进行复核：
a) 发现存在问题，退回费用审核岗和费用理算岗重新审核和理算；
b) 无异议则推送至支付环节。
6.6 费用支付
依据业务开展地区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的时效向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护理服务人员或待遇享受人
进行费用支付，费用支付后，应按照业务开展地区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政策规定的要求和时效将结算支付
报告和相关单据上报业务开展地区长期护理保险经办部门。
7 档案管理
根据业务开展地区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要求，在费用支付完成后，应对待遇支付结算档案进行归档。
归档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a) 费用明细单；
b) 支付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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