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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绩效管理及评价方法的应用

吴静娜

　　【摘　要】　随着新医改和绩效工资的推行，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考核方案拟在原基础上做修订，完善结构调
整。描述绩效考核方案设计、考核原则、绩效考核总量、绩效考核计算公式、考核单元、二次分配；分析医院绩效考核

特点；从财务维度、经营维度、职工维度、患者维度展开绩效管理评价工作，进一步优化医院绩效管理及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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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绩效管理［１］是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也是现阶段我国医疗部门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必然

选择。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环节［２］，绩效评

价的方法主要有目标管理法（ＭＢＯ）、关键业绩指标
法（ＫＰＩ）、平衡记分卡法［３－６］（ＢＳＣ）及３６０度反馈评
价法（３６０Ｄｅｇｒｅ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根据国内业界人士多
年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表明，各种绩效评价的方法各

有利弊。ＫＰＩ是管理层对企业战略达成共识之后，
分解成关键成功因素（ＫＳＣ），再分解为关键业绩指
标（ＫＰＩ），再把ＫＰＩ按部门和岗位向下分解，是自上
而下的。平衡记分卡法（ＢＳＣ）以战略为基础，并将
各种衡量方法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既包含了财务

指标，又通过客户（病人）满意度、内部流程、学习和

成长的业务指标，来说明组织能够一方面追求财务

结果，一方面更关注能使组织提高能力并获得未来

增长潜力的无形资产方面的进展。

公立医院绩效改革改变传统的以财务经济指标为

主的收支结余式绩效考核模式，转而向以工作量、药占

比、护理质量、感染率等指标倾斜。常熟市第一人民医

院在绩效改革初始阶段，结合医院实际情况，采用的关

键业绩指标法（ＫＰＩ），分解ＫＰＩ指标以及权重。

２　具体做法

以主诊医师负责制为主线的考核方案实施以

来，医院的业务量持续增长，也调动了广大工作人员

的积极性。随着新医改和绩效工资的推行，医院的

考核方案拟在原基础上做修订，完善结构调整。

今年开始实施医护分开核算，同时完善二次分

配的合理性，来进一步提高奖金分配的公平性，体现

科室管理的优势，提高成本管理意识，促进医院科

学、和谐、稳定的发展。

２．１　方案设计
分临床医生、临床护理条线、医技科室、行政后

勤考核。考核质量、效益、工作量因素指标，以近２
年各科室实际完成情况和院部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

指标为核算的基数。

２．２　考核原则
明确各级医师的职责义务，调动工作积极性，加

大科主任领导下的主诊组管理力度，加快学科建设

步伐，设置关键考核指标（其中包括医护质量、院感

质量、工作量、效率效益、科研教学、科室管理和满意

度指标），逐步建立以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医

疗质量、安全、服务和综合绩效评价体系。

２．３　绩效考核总量
根据人社局、财政局《关于印发 ＜常熟市事业

单位绩效工资总量管理办法＞的通知》（常人社薪）

３５７１现代医院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第１７卷第１２期　医院管理篇　Ｍｏｄｅｒ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ｅｃ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７Ｎｏ１２



（２０１３年７号）文件精神，根据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
和按工作量的增长上浮额度发放。其中总额的

７０％用于月度考核发放，考核各科室当月完成的工
作量和医疗质量；３０％用于年终考核发放，考核全年
各科室临床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

２．４　绩效考核小组考核时间安排
月度考核每月开展一次，考核次月完成；年度考

核，考核实施时间为次年１月上旬。
２．５　绩效考核计算公式

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三年各项工作量做了对比
分析，采用门诊人次、出院病人数、手术例数、实际占

用床日数为工作量考核的基础值分别计算出医生、

护士、医技科室、行政职能科室的基础分值，不同的

工作量体现各部门不同的分值系数总额，分配向临

床倾斜（表１）。①计算公式：每月实际得分计算 ＝
（每年每分基数）×每月的（门急诊人次增长率 ＋出
院病人增长率＋手术例数增长率＋出院者占用床日
的增长率）；各科室每月奖金 ＝每月分值奖金基
数×月绩效考核百分率；月绩效考核百分率 ＝每百
分的奖金额×科室份额－质量指标扣奖。②绩效考
核得分：按院部和各科室签订综合目标责任书，设置

月度考核指标和年度考核指标进行考核。

２．６　核算单元
见表１。

表１　不同岗位绩效考核指标及权重

考核单元 效益指标考核公式 效率指标 权重 考核指标

临床医师类 实际完成值／核定目标值 出院者占用床日比 ２０％ 医保农保指标考核；合理用药情况；病历质量；

院感质量；患者满意度；欠逃费管理出院人次比 ２０％

平均住院天数 ５％

药品占比考核 １５％

床日药品费考核 １５％

成本费用率比 １０％

人均收支结余率 １５％

护理类 实际完成值／核定目标值 出院者占用床日比 ２０％ 住院病人满意率达９０％以上；无投诉、病人意

外损伤发生率为０；病房管理质量、基础护理、

危重症患者护理质量；消毒隔离质量；院感质

量；按要求组织人员参加院内讲座；院内三基考

试合格率；无教学差错及教学事故

出院人次比 １５％

护理工作量指标 ２５％

优质护理（有投诉一票否决） ５％

成本费用率 ２５％

人均收支结余率 １０％

医技类 实际完成值／核定目标值 工作量指标 ６０％ 医技质量的完成情况；出报告的准确及时性；满

意度情况；院感质量成本费用率指标 ２０％

人均收支结余率 ２０％

２．７　主诊组科室二次分配
主诊医师负责制绩效考核奖金总额由科主任实

行二次分配。分配基本指导意见如下：①３０％的科
主任分配权，是科主任加强科室管理，充分调动科内

人员积极性，保证绩效分配公正公平的重要措施，科

主任应充分利用好３０％的支配权，不宜对该部分进
行简单的平均分配；②科主任在对３０％可分配部分
进行分配时，应充分考虑科内人员工作特点，优先用

于科室人员加班费用支付，并主要向夜班人员、科内

喊班备班人员、参加院内会诊以及积极完成上级指

令性任务的人员倾斜，向协助科主任做好科室管理

工作等人员适度倾斜，向科室收住危重病人较多的

主诊组倾斜，以利于保证科室的正常运行，一定程度

上能够体现出多劳多得、优劳优得；③因绩效分配的
７０％部分已经包含不同主诊组之间工作量的区别，
科主任的３０％可分配部分不再加入工作量因素；④

因各科室内部情况差别较大，允许科主任自行制定

本科室３０％可分配部分的分配办法，但必须充分听
取科内人员意见和建议，经科务会讨论通过并经全

部参加人员签字后，以书面正式文本的形式上交财

务科备案，作为今后科室二次分配的依据。对备案

后的方案进行修订时，同样必须经科务会通过并再

次向财务科备案。凡不上交二次分配方案的科室，

无限期缓发３０％科主任分配部分直至上交方案备
案为止；⑤每月科主任进行二次分配时，必须按科室
备案的方案进行分配，对二次分配的结果，除科主任

签字外，必须由科内另二名医师（可为主诊医师、副

主诊医师、或普通医师各一名）在知晓具体分配情

况及分配结果的前提下签字后上交财务科进行奖金

发放，充分做到公开透明，保证本科室人员知晓。各

项分配的具体内容，必须详细列出条款和相关人员、

金额，使分配具有可追溯性。为保证公正性，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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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签字医生必须具有广泛性，必须每月轮换，不

得每月连续签字，每年每人累计签字不得超过４次
（人员不足的科室除外）。科主任除各科室确定二

次分配方案外，不得再次对科室内人员自行进行直

接以各种名义“再次分配”。院部对科室二次分配

情况纳入科主任年度考核内容。

３　我院绩效管理特点

３．１　考核结果二次分配化
此次医院绩效考核调整方案主要为适应公立医

院改革的需要和医保政策调整的变化；同时解决部

分原有分配过程中不足部分，特别是要加强二次分

配的监督与管理。

３．２　考核过程精细化
门诊与住院分开考核，门诊工作直接考核到个

人，主要考核门诊病人均次费用与药品费用，具体标

准根据历年数据分析，针对不同的专科或大科确定

各自的控制标准，同时对大处方进行合理性检查，做

到有奖有罚。

３．３　考核医护分开化
实行医护分开核算，有利于护理人员在不同的

工作岗位上流动，进一步凸显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

激励措施。

３．４　特殊病例考核特殊化
确定考核标准的数据一般采用历年的数据进行

分析得出的，理论上只考虑了一般性，常见性的问

题。因此对一些特殊病例或接受指令性的任务，各

科室可填写特殊病例申请表，经核实后可另行处理。

３．５　考核指标合理化
医疗费用、医保费用、药品比例、床日药品费等

考核指标，主要用于控制医疗费用的过渡增加，防止

药品的不合理使用。在考核工作中，我们将针对超

过这些指标的科室，进行合理性审查，视情况进行奖

惩处理。

４　绩效管理评价

４．１　绩效管理评价背景
国外对医院整体效益的评价主要从医院整体的

医疗质量、工作效率和水平、为病人服务的程度三个

方面进行［７－８］；美国的医疗卫生信息协会自１９９２年
起连续８年对美国的３０００多家医院（约占全美国
各类医院总数的一半）分为５个种类即小型医院、
中型医院、大型社区医院、一般教学医院和主要教学

医院进行绩效评估，其所使用的评估指标为医院广

泛接受；日本较注重患者满意度、服务效果，相对侧

重于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方面的评价。

４．２　我院绩效管理评价
我院实施绩效管理的效果评价处于起步学习阶

段，笔者借鉴平衡计分卡的四个维度，财务维度、经

营维度、职工满意维度、患者维度等，采用部分关键

指标进行分析，得出初步结论，为今后绩效管理的改

进提出依据。

４．２．１　财务维度　收入利润率是反映成本费用与
利润的关系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成本费用利润

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 ×１００％，成本费用是
医院经营活动所需要花费的代价，利润总额则是这

种代价花费后可以取得的收益。绩效改革后，员工

积极性提高，成本降低，出现收入利润率增加趋势，

但是在２０１６年出现收入利润率大幅度的降低，是因
为人力成本增加，社保缴费、年金制度、公积金改革

使得单位在人力成本上不堪重负。药占比的控制

上，效果并不明显，还需要继续改进。见表２。出院
人次的逐年稳步增加，及平均住院日的缩短是反映

我院医疗资源利用情况良好，三四级手术比的提升

是反应医院总体医疗服务质量良好的综合指标。缩

短平均住院日，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提高医院整

体运行效率，是医院发展的大势所趋，是我院进行绩

效管理取得的初步成效。见表３。

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绩效考核之财务维度 （％）

绩效指标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收入利润率 －０．４６ ０．５１ －７．３８

药占比 ４０．２５ ４０．５３ ３９．７８

４．２．２　经营维度　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绩效考核之经营维度

绩效指标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出院人次 ６３１１２ ６５９９３ ６８２０６
平均住院日／ｄ ８．１２ ７．９０ ７．８０

三四级手术占比／％ ５２．７１ ５４．２２ ５５．２６

４．２．３　职工收入情况　绩效考核以来，人均收入稳
步增长。个人缴费支出包括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职业年金，个人缴费增加，单位缴费

负担增加。职工的隐形福利增加，但是对薪酬直接

增加的真实感降低。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人均总收入与个人缴费支出

年度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人均总收入／元 １１６１２７ １３０９２９ １４５７４８
同比增长／％ １２．７５ １１．３２

人均个人缴费支出／元 １３２０２ １６７０２ ２７８１８
同比增长／％ ２６．５１ ６６．５５

４．２．４　对医院感染发生率的影响　２０１４年调查日

５５７１现代医院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第１７卷第１２期　医院管理篇　Ｍｏｄｅｒ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ｅｃ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７Ｎｏ１２



住院患者１４６２例，实查１４５０例，实查率９９１８％；
２０１５年调查日住院患者１４２５例，实查１４１６例，实
查率９９３７％，２０１６年调查日住院患者１４６６例，实
查１４３８例，实查率９８０９％，医院感染现患率和例
次感染率都有明显下降趋势（图１）。这表明我院绩
效管理、５Ｓ管理及ＪＣＩ都有成效。

图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医院感染率和例次现患率

４．２．５　学习和成长维度　实施绩效管理后，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论文发表数量、新技术、新项目开展例数没
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图２），与绩效考核指标中权重
低，设计缺乏科学理论依据、激励不够到位等因素有

关。

图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医院论文及新技术、新项目开展例数

４．２．６　患者维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实施绩效管理
后，结合我院申请ＪＣＩ评审通过后，患者满意度分别
为９５８１分、９６２１分和９７７８分，患者满意度明显
提高。

５　讨论

目标制定、有效沟通在医院实施绩效管理时极

为重要，结合绩效管理中需要掌握和使用的技巧与

技能，使医院绩效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我院绩

效管理中表现出指标、权重缺乏科学理论和依据；评

估方法有待多样化改进。

今后，进一步优化我院绩效管理及评价体系。

首先，对医护人员、卫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等，确定不

同的绩效考核内容和指标，把不同岗位职责、技术劳

动的复杂程度、承担风险的程度及工作量的大小等

不同情况，作为管理要素、技术要素和责任要素一起

纳入考核要素，计算岗位价值系数，设定岗位薪酬目

标水平，合理平衡内部分配关系，建立医院内部标杆

薪酬系统，兼顾公平。

其次，把考核结果作为员工晋升、聘任、培训与

教育以及薪酬分配等的依据，通过绩效考核来切实

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并挖掘他们的潜力［９］，促使

他们严谨求实，敬业尽职，遵循公益性和社会效益相

结合的原则，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优化服务流程，规

范用药、检查和医疗行为。通过加强科学、规范管

理，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强成本核算，充

分利用现有资源，不断提高医院的效率，保障人民健

康，促进医院走“优质适价”之路。

再次，实施评聘分离。评聘分离是建立在科学

定编设岗的基础上，按需设岗，有利于医院发展需

要，将资源向重点科室倾斜，有利于科室结构的优

化，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按照“按岗聘用、

岗变薪变、量化考核”的原则，落实以岗定酬，以工

作量效能积分考核制度。建立考评机制积分管理，

根据个人所得积分，做到能上能下，渠道畅通，认

真落实评聘分开的基本要求，强化竞争意识，建立

新型用人制度。评聘分离成立领导小组，强化组织

管理；制定管理规定，确保方案实施；分为平聘、高职

低聘、缓聘、转岗待聘四种形式，聘期五年。聘期实

行“分级管理、按级上岗、按岗施薪”原则，采取积分

动态管理。在聘期内获得重大成绩的可随时提出申

请，参加当年度的考核，对聘期内年度考核不合格

或出现医疗事故、医德医风等问题时可予以低聘或

转岗待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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