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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平衡计分卡理论的乡镇卫生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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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基于平衡计分卡理论，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评规范，构建适
合我国乡镇卫生院实施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方法　采用德尔菲法经过三轮专家咨询，应用层次分析法建立评价体
系框架。结果　建立包括财务层面、顾客层面、内部流程层面和学习与成长层面四个维度作为一级指标的平衡计分
卡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含９项二级指标和３３项三级指标，并应用层次分析法分别赋予对应指标权重。结论　根据
三轮专家咨询的意见，在四个维度中，顾客层面（５４７８９％）占最大比重，其次是内部流程层面（２４０３５％），然后依次
是学习与成长层面（１４７１９％）和财务层面（６４５７％）。此次构建的指标体系提示乡镇卫生院应着力提高顾客层面
和内部流程层面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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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办发〔２０１５〕７０号《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为重点，完善服务网络、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引导

优质资源下沉，切实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

可及。乡镇卫生院作为基层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

者，在分级诊疗建设中有着重要地位。要在复杂多

变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进而更好地为基

层群众提供方便优质的服务，乡镇卫生院必须改变

原有的绩效评价模式，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

统一。

平衡计分卡是一种全新的绩效评价模式，自

１９９２年由卡普兰和诺顿提出以来，这项理论得到了
越来越广泛的使用［１］。平衡计分卡理论的提出，突

破了传统以财务作为唯一指标进行绩效评价的局

面，创新性地引入了非财务指标，具体从财务、客户、

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对企业和组织的绩

效进行评价与管理，从而使企业运营与战略目标保

持一致。基于平衡计分卡理论构建乡镇卫生院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对基层卫生院进行绩效考评，有利于

促进相关单位责任落实，提高服务质量，考评医疗服

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甄别，找出原因所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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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促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建设与运行。

本研究以平衡计分卡作为理论基础，引入了非

财务指标对基层卫生院进行绩效考评，能够体现基

层卫生院公益性的价值取向，有效引导卫生院更全

面地思考战略实现的具体措施。在对指标的重要性

进行赋值时，应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

方法，既有定性判断，又有定量分析，使指标的权重

更具科学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资料
卫妇社发〔２０１０〕１１２号《关于加强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规范》（２０１１年版）、国卫办基层发
〔２０１５〕３５号《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
指导方案》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２－７］。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德尔菲法　本研究采取三轮专家咨询的方
式，第一轮向专家提供全面的备选指标咨询表，由专

家对备选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三分制打分：重要（３
分）、一般（１分）、不重要（０分）。根据简便、实用、
易操作的原则［８］，将同意度（包括重要和一般）≥
５０％的指标纳入正式咨询备选［９］。第二轮咨询要

求专家对备选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十分制打分，将

重要程度分为：很重要（１０分）、比较重要（７５分）、
一般（５分）、不重要（２５分）、很不重要（０分）。同
时请专家就指标的熟悉程度与判断依据进行自我评

判，熟悉程度量化分级为：很熟悉（１０分）、比较熟
悉（０７５分）、一般（０５分）、不熟悉（０２５分）、很
不熟悉（０分）；判断依据等级分为：实践经验（１０
分）、理论分析（０７５分）、通过国内外同行的了解
（０５分）、直觉（０２５分）。然后将第二轮咨询结果
进行整理反馈给专家进行第三轮咨询。第三轮咨询

评分方式与第二轮相同。

１．２．２　专家选取　选择在公共卫生科研、教学、行
政管理以及临床和保健领域工作的具有５年以上工
作经验的医疗工作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具有中级职

称以上的干部９０人，年龄主要集中在３０～５９岁之
间，人员涵盖基层乡镇卫生院、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

三个层次。以上人员随机分成三批，每批３０人，进
行三轮咨询。

１．３　统计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和 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

统计和分析，运用 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Ｗ和层次分析法一致
性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参与情况
本次研究共进行两轮咨询，第一轮发出问卷３０

份，有效回收２６份，回收率８６７％；第二轮发出问
卷２５份，有效回收２２份，回收率８８％；第三轮发出
问卷３０份，有效回收３０份，回收率１００％。
２．２　权威程度

权威程度（Ｃｒ）由咨询专家对所选指标内容的判
断依据（Ｃａ）和熟悉程度（Ｃｓ）两个因素共同决定，计

算公式为：Ｃｒ＝
Ｃｓ＋Ｃａ
２ 。权威程度越高，咨询结果的

可靠性越高。三轮专家咨询的权威程度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三轮专家咨询的权威程度

判断依据（Ｃａ） 熟悉程度（Ｃｓ） 权威程度（Ｃｒ）

第一轮 ０．５３ ０．６７ ０．６００

第二轮 ０．６３ ０．６７ ０．６５２

第三轮 ０．７０ ０．７５ ０．７２５

２．３　协调程度
专家对全部指标作出判断的一致性由协调系数

Ｗ表示，Ｗ值在０～１之间，值越高表示专家意见越

趋统一，计算公式为：Ｗ＝ １２
ｍ２（ｎ３－ｎ）∑

ｎ

ｊ＝１
ｄ２ｊ。其中

ｍ代表专家数，ｎ代表指标数，ｄｊ表示第 ｊ个指标的
重要性评分等级总和与各指标重要性评分等级和的

均值之差。经 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Ｗ检验，本次研究三轮咨
询的协调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三轮专家咨询的协调系数

协调系数Ｗ ２ Ｐ

第一轮 ０．１６０ ２０７．６７２ ０．０００

第二轮 ０．４４２ ５７３．０９６ ０．０００

第三轮 ０．４７６ ４５６．８６９ ０．０００

２．４　咨询结果
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系数：经过三轮专家咨询，专

家的意见一致性程度明显提高，并发现第三轮专家

的一致性最高，因而对各备选指标第三轮专家的评

分情况计算综合得分，并应用层次分析法求各指标

权重系数，建立指标体系。

第一步，根据层次分析法构建判断矩阵如表３。

表３　一级指标矩阵

矩阵 财务层面 顾客层面
内部流程

层面

学习与成

长层面

财务层面 １ ０．１６６６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３３

顾客层面 ６ １ ３ ４

内部流程层面 ４ ０．３３３３３ １ ２

学习与成长层面 ３ ０．２５ ０．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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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计算初始权重系数Ｗｉ。

Ｗ１＝
４

槡１×０１６６６７×０２５×０３３３３３＝
０３４３２９５

Ｗ２＝
４

槡６×１×３×４＝２９１２９５１

Ｗ３＝
４

槡４×０３３３３３×１×２＝１２７７８８６

Ｗ４＝
４

槡３×０２５×０５×１＝０７８２５４２
第三步，在计算初始权重系数的基础上，进行归

一化处理，计算出优化权重系数Ｗ′ｉ。
Ｗ′１＝０３４３２９５×２９１２９５１×１２７７８８６×

０７８２５４２＝００６４６
同理可得：Ｗ′２＝０５４７９，Ｗ′３＝０２４０４，Ｗ′４＝

０１４７２。

第四步，进行一致性检验。ＣＩ＝
λｍａｘ－ｍ
ｍ－１ ＝

４０８１２－４
４－１ ＝００２７１，查表得对于４阶判断矩阵，平

均随机一致性指标ＲＩ＝０９０，随机一致性比率ＣＲ＝
ＣＩ
ＲＩ＝００３０１＜０１０，则本层指标权重判断矩阵具有

满意的一致性［１０］。由此可得平衡计分卡一级指标

权重如表４。

表４　平衡计分卡一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初始权重系数 权重（Ｗ） 一致性检验

财务层面 ０．３４３２９ ０．０６４５７ λｍａｘ＝４．０８１２

顾客层面 ２．９１２９５ ０．５４７８９ ＣＩ＝０．０２７１

内部流程层面 １．２７７８９ ０．２４０３５ ＲＩ＝０．９０００

学习与成长层面 ０．７８２５４ ０．１４７１９ ＣＲ＝０．０３０１＜０．１０

　　根据上述层次分析法，计算二级、三级指标权重，
并最终得出三级指标的组合权重，建立一个由４个一
级评价指标，９个二级评价指标和３３个三级评价指
标组成的乡镇卫生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５。

表５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组合权重

Ａ．财务层面
（０．０６４５７）

Ａ１．盈利能力（０．８８８８９） ０１．公共卫生成本费用率（０．１） ０．００５７４
０２．医疗成本费用率（０．９） ０．０５１６６

Ａ２．运营能力（０．１１１１１） ０３．单位国有资产提供的服务量（０．５） ０．００３５９
０４．流动资产周转率（０．２５） ０．００１７９
０５．国有资产保值率（０．２５） ０．００１７９

Ｂ．顾客层面
（０．５４７８９）

Ｂ１．患者满意度（０．８５７１４） ０６．患者满意度（１） ０．４６９６２
Ｂ２．医疗费用（０．１４２８６） ０７．次均门诊（住院）医疗费用增长率（０．６５５３６） ０．０５１２９

０８．门诊人均医疗费用（０．２８９７４） ０．０２２６８
０９．住院人均医疗费用（０．０５４９） ０．００４３０

Ｃ．内部流程层面
（０．２４０３５）

Ｃ１．卫生服务质量（０．６６６６７） １０．医疗文书合格率（０．０５９４６） ０．００９５３
１１．医疗事故、院内感染发生次数（０．１３８０８） ０．０２２１３
１２．健康档案建档率（０．１９２５４） ０．０３０８５
１３．居民基本卫生防病知识知晓率（０．０２４６４） ０．００３９５
１４．传染病疫情报告率、及时率、准确率（０．１９２５４） ０．０３０８５
１５．常规免疫接种率（０．０１２７２） ０．００２０４
１６．儿童健康系统管理率（０．０１２７２） ０．００２０４
１７．孕产妇保健系统管理率（０．０２０３） ０．００３２５
１８．老年居民健康管理率（０．０１３４１） ０．００２１５
１９．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率（０．１７１３４） ０．０２７４５
２０．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２７７
２１．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规范管理率（０．０２４６４） ０．００３９５
２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及时率（０．１２０３１） ０．０１９２８

Ｃ２．医疗服务效率（０．３３３３３） ２３．每医生门急诊人次增长率（０．０８１３） ０．００６５１
２４．每医生出院人次增长率（０．１３４９３） ０．０１０８１
２５．床位利用率（０．７８３７７） ０．０６２７９

Ｄ．学习与成长层面
（０．１４７１９）

Ｄ１．人才梯队（０．１３８２９） ２６．卫技人员学历结构变化（０．４１２６） ０．００８４０
２７．卫技人员职称结构变化（０．３２７４８） ０．００６６７
２８．卫技人员年龄结构变化（０．２５９９２） ０．００５２９

Ｄ２．发展潜力（０．０６３９２） ２９．院内信息化管理网络覆盖率（０．４５） ０．００４２３
３０．新农合（医保）相关服务制度执行率（０．４５） ０．００４２３
３１．每百名卫技人员科研项目经费增长率（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７
３２．每百名卫技人员统计源期刊论文数增长率（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７

Ｄ３．员工满意度（０．７９７７９） ３３．职工满意度（１） ０．１１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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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基层卫生服务绩效考评应更加注重公益性与
服务质量

经过三轮专家咨询，本研究发现专家意见一致

性比较高，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乡镇卫生院的绩效考

评应更多地重视提高患者满意度、控制医疗费用、提

高卫生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保证乡镇卫生院的公

益性和综合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定位［１１］。随着

分级诊疗制度的逐步实施，基层卫生机构将更多地

面对普通病、常见病及慢性病患者，因此更应着力控

制医疗成本费用率和公共卫生成本费用率，减轻政

府财政的负担，还要不断提高服务效率、服务效果和

服务效益。

３．２　绩效考核指标定义要准确、不含糊
考评指标的定义必须明确、不得含糊，绩效考评

的指标说明必须具有科学性与客观性。考核标准说

明的不准确，会加大绩效考评的实施难度，加大了绩

效考核过程的随意性。说明的内容不全面，以偏概

全，就无法正确评价被考评对象的真实绩效，评价结

果的真实性将大打折扣［１２］。同时，评价结果的描述

也应做到全面和具体，忌用“优秀、合格、不合格”这

种简单的固定型等级评价，应引入“同比”和“环比”

的概念，提供学习型的评价结果，以促进被考评对象

不断进行改进。

３．３　指标的设置应考虑卫生院整体发展战略，并引
入多方参与沟通

平衡计分卡是以组织战略为核心的绩效管理方

法，实施平衡计分卡的目的是为组织提供战略支持，

并促进战略落实为具体行动。因此，战略定位和战

略目标必须纳入指标设置的考虑范围，绩效考核应

围绕乡镇卫生院的战略展开，而不是相反的。同时，

为提高被考评对象对考评体系的重视程度，在设计

考评体系的时候及开始实施考评前，应动员卫生院

领导层、职能部门及一线医护人员参与论证，积极听

取来自各层级尤其是一线人员的意见［１３］。只有管

理者与被考评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并达成共识，切实

有效的考评工作才得以持续开展。

３．４　加强信息系统的建设，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
强大的信息收集系统和通畅的反馈渠道是平衡

计分卡绩效管理得以顺利开展的必要保障。然而，

目前乡镇卫生院信息化程度较低，数据统计口径也

存在差异，直接影响考评数据的真实性。要对广大

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的绩效进行统一可比的考核、评

价，政府需要起到引导和带领的作用，牵头进行相关

绩效考核平台的建设，充分开放卫生院信息系统数

据端口，争取建立区域绩效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国家

四部委《关于加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评价的指

导意见》（国卫人发
!

２０１５
"

９４号）文件中提出的
“绩效评价实施，以运用信息技术采集绩效评价相

关数据为主，综合运用现场考核、专题访谈及问卷调

查等手段……”的目标［１４］。

３．５　正向激励，引导医疗行为向高效率、高质量转变
目前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考评和检查，主要是根

据考评的结果，以扣分、罚款为主要手段，给出现问

题的医疗机构施加压力，从而达到督促整改的目的。

这种“达标”形式的考评相当于把考评结果一刀切

地分为“达标”与“不达标”两大类，而且考评结果的

反馈工作只针对“不达标”的机构，这就会给所有接

受考评的医疗卫生机构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只需

要满足最低要求即可，严重打击医务工作者的工作

积极性。考评工作不仅要起到监督保底的作用，更

应该有着激励提升的效果。对不达标的卫生机构，

固然应当采取措施以提醒整改，但对表现优秀的卫

生机构也应给予适当的正向激励。激励的形式并不

局限于资金的奖励，还可以是工作认可、荣誉奖励、

纳入先进单位以及组合激励的方式，以鼓励被考评

单位在保证达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

提升服务质量和优化医疗费用成本结构［１３］。

３．６　持续改进、止于至善
实施平衡计分卡，是为了让组织重新认识和不

断修正战略，只有认识而没有修正和实施也是不行

的，因此持续有效的信息统计与反馈系统必不可少，

被考评者的向上反馈渠道必须时刻保持畅通，要让

管理者听到来自被考评对象的申诉。另外，必须明

确，绩效考核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平衡计分卡的应

用不应该是单向的，而是一个由制定、实施、反馈、再

制定组成的连续不断的完善过程［４］。需要完善的

不止是被考评者，还有考评者与评价体系。绩效评

价体系的科学性取决于其能否不断地进行自我修

正，保持自身与组织战略的紧密联系，只有获得更多

的反馈，评价体系的自我迭代才有理可依。

而要使反馈和改进工作得以落实，首要的是领

导层的重视，只有领导具有持续改进的意识，相应的

制度和机制才有建立的机会，才有运行的可能。其

次，为了让考评制度真正运行起来，各级部门和医护

人员的配合是必须的，这就需要领导者或考评的发

起者与他们进行不断的沟通，使其明白这一绩效考

评的ＰＤＣＡ循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只有当考评者
与被考评者达成共识，这一考评的戴明环才能转动

起来，实现完整的循环，也只有当持续改进、止于至

善的思想深入到每一位考评的参与者意识里，绩效

考评才能实现常态化，最终使卫生院实现长远目标

提供有利保障。

（下转第８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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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流与沟通等相关知识的课程安排，导致学生

毕业后与患者的沟通、与同事的沟通不良，心理承受

能力差，职业适应不良［８］。其实医院对护理专业学

生的能力要求，除了需要掌握基本医疗技术外，良好

的人际沟通技巧、团队合作能力、对患者的处理应急

救援能力、健康教育能力也很重要［９］。

３．３　中医知识运用过少会挫伤中医院校护理本科
毕业生的工作热情

在本课题调查对象中，７５．４３％的毕业生均在综
合西医院工作，西医院以运用西医操作和知识体系

为主，缺乏中医知识实练平台，不能发挥专业优越

性，本科护生苦恼大学里努力学习的中医护理知识

无施展的空间。严重挫伤中医院校护理本科毕业生

的工作热情与继续学习中医的积极性。事实上，中

医知识比如中医养生在健康教育、康复锻炼、饮食调

护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学校应在学生进入工作

岗位之前给予引导和职业教育［１０］。

３．４　改善中医院校护理本科毕业生适应性不良的
对策

３．４．１　对接岗位任务设置护理课程，提高学生专业
能力　对于中医院校护理本科专业课程的设置，首
先要注重满足岗位需求。因此有必要开展岗位调查

活动，根据实际工作需求来进行课程设置。在进行

调查分析时应归纳出不同层级护理岗位需具备的人

文素质要求及岗位能力，同时参照护士执业准入的

行业标准，制定与护理岗位能力对接的专业课程，

加强礼仪、社会学、人际交流与沟通等知识的课程建

设力度。

３．４．２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护理职业观，提高学生
认知能力　针对中医院校护理本科毕业生适应能力
的培养，仅仅只有专业教育还是不够的，还应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使护理毕业生有职业理

想。使护生在校期间尽早规划职业生涯，树立专业

自豪感，对社会、对患者建立高度责任感［１１］。

３．４．３　增加中医护理专业思想教育　在本科教学
中，不仅培训中医理论知识，更应该有意识地对学生

进行中医护理专业思想教育，激发学生对中医的热

爱。通过活生生的临床实例，教会学生利用中医知

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学以致用，突出中医特色与专

长，巩固专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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