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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三届五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圆满召开 

本会三届五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于 11 月 15 日下午举行，应到常务理事 103

人，实到 98人。市社团管理局、市医事团体联合管理办公室领导及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和监事会监事应邀出席，共 116 人参会。 

会议由陈建平会长主持。首先由孙锟副会长简要介绍了 2018 年上海市医院

新媒体宣传节筹备及作品征集的情况。本会陈建平会长、专家咨询委员会陈志

荣主任委员、市社团管理局、市医事团体联合管理办公室等相关领导共同启动

了《2018 年上海市医院新媒体宣传节》。接着，丁强副会长通报了本会 2018年

的主要工作；俞卓伟副会长作本会会费调整及《上海市医院协会会员会费缴纳

标准及管理办法》修订的说明；周华副会长进行“第三届组织工作、学术、自

律维权委员会委员增补情况”的说明；樊嘉副会长作“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常

务理事增减情况”的说明。参会常务理事通过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上海市

医院协会会员会费缴纳标准及管理办法》，协会第三届组织工作、学术、自律

维权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和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增减名单。 

最后陈建平会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结束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和视察上海的重要讲话，对上海提出“五个方面的工作

要求”和“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希望大家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

带着责任和使命认真学习和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完成赋予的使命。

协会和各分支机构要高质量完成好今年各项工作，认真思考和谋划明年的工作，

充分发挥好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助推公立医院的深化医改革，为健康中国

健康上海及建立上海亚洲医学中心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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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九次会长办公会议召开 
本会三届九次会长办公会议于 10 月 11 日下午举行，会长、副会长、秘书

长及监事会正、副监事长共 16人出席会议。会议由陈建平会长主持。 

会上通报了本会 6-10 月完成的工作及近期主要工作、“2018 年上海市医院

新媒体节”作品征集情况及评审安排、2017 年招标项目“艾滋病治疗管理远程

培训项目”和“医疗质控管理视频会议系统（一期）项目”的验收情况以及本

会网站升级改版项目招标和医疗质控管理视频会议系统（二期）项目价格谈判

的情况。会上介绍了第十七届京津沪渝医院管理高级论坛和第十一届上海市医

院管理学术大会相关事宜和本会网站首页设计方案。 

会议审定了第四届院办、基层医疗、第三届医务社工与志愿者管理专业委

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候选人名单。通过了本会会费调整方案及《上海市医院协会

会员会费缴纳标准及管理办法》（修改稿）以及组织、学术、自律维权三个委

员会委员增补名单和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候选人增减提名名单，以进

一步提交三届五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审议。 

最后还讨论确定了三届五次常务理事会会议议程、举办时间、本会个税手

续费返还分配方案和拟采用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相关费用等事宜。 

召开 2018 年度企业会员联系会 
本会 2018年度企业会员联系会暨 2019年项目发布会于 10月 9日下午举行。

本会企业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会员单位等主要负责人、企业代表 100 余

人出席会议。贾伟平副会长主持会议。吴宏处长介绍了全国公立医院行风建设

现场会在沪召开的情况及今后国家卫健委在医疗行风建设方面的计划和要求。

俞卓伟副会长代表组织工作委员会介绍了本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

中规定的会员权利和义务,通报了企业会员 2018 年会费缴纳情况及拟进行会员

会费调整等事宜。王小冬秘书长通报了本会近一年的主要工作及企业会员支持

情况。丁强副会长详细介绍了本会 2019 年主要项目。 

2018 年单位联络员会议顺利召开 
为加强与单位会员之间的沟通，本会 2018 年单位联络员会议于 11 月 7日

下午在华东医院顺利召开。本会李卫平副会长、俞卓伟副会长、王小冬秘书长

出席会议，来自全市二、三级医院的近 120 位联络员参会。 

俞卓伟副会长主持会议。会上介绍了本会 2018 年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并布

置了协会 11-12月需要联络员协助的主要工作。会议还特别邀请了上海市卫生

和健康中心金春林主任作《如何申报及开展医院管理研究课题》讲座。金主任

从科学研究的关键点、卫生政策研究的逻辑架构以及基于医院的研究方向与思

路三个方面进行讲解，不但内容详实且与时俱进，不但受到联络员们的欢迎，

也吸引了单位会员部分相关管理人员前来聆听。工作会议与学术讲座相结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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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的一次有效尝试，本会不仅希望各位联络员能做好单位和协会之间沟通的

桥梁和纽带，更期待通过讲座“授之以渔”，促进联络员和会员单位相关管理

人员的管理能力、科研能力的提升。 

2018 年优秀医院院长及突出贡献奖上海地区获奖情况 
根据中国医院协会通知的要求，本会负责推荐 2018 年优秀医院院长和突出

贡献奖上海地区候选人。2018 年 3 月本会将申报通知发到各会员单位，共收到

优秀医院院长候选人申报 13 人，突出贡献奖候选人申报 3 人。经各系统及市卫

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审定候选人资格，本会于 4 月 25日举行评审会，最终推选

出上海地区优秀医院院长候选人 6 名，突出贡献奖候选人 1 名，报市卫生计生

委及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院协会于 6 月 26 日组织评审，评选出上海入围优秀

医院院长候选人 3 名及突出贡献奖候选人 1 名，于 7 月 10-16 日在本会官网进

行公示。 

2018年 9 月 20日在北京举行的 2018 中国医院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中国

医院协会 2018 年优秀医院院长和突出贡献奖颁奖表彰决定，并对 5名突出贡献

奖获得者和 97名优秀医院院长颁发了证书，本会陈建平会长受邀为获奖者颁奖。

由本会推荐的曙光医院周华院长荣获 2018 年突出贡献奖；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秦环龙院长、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徐丛剑院长和静安区中心医院徐文东院

长荣获 2018年优秀医院院长。 

.学术活动. 

第 31 届中德-德中医学协会年会成功举行 
由中德医学协会和德中医学协会主办，上海市医院协会、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共同承办的第 31 届中德-德中医

学协会联合年会暨 2018 年上海市医院协会第四季度学术活动于 11 月 1-3 日在

上海举行。中德两国卫生部门官员、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副总领事、中德双方医

院管理、医学专家、医务工作者等 550 余人出席。 

中德医学协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王伟院长主

持开幕式，中德医学协会陈安民会长、德中医学协会 Ohrloff会长、上海市医

院协会王兴鹏副会长、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副总领事克劳迪娅·施巴尔女士、市

卫生计生委黄红书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司聂建刚副司长先后致辞。 

本届年会以“让老龄人口能够积极健康地享受生活”为主题，聚焦人口老

龄化对医学的挑战，会议邀请了多位中德两国的专家作相关专题演讲。本会特

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国红教授、上海市糖尿病

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所长贾伟平教授、中山医院肝胆外科副

主任孙蕙川教授、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教授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陈

文华教授做大会交流发言。德国医学科学家、医院管理者进行了老年医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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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探导的交流，中德两国的医院管理者及医学专家还在医院创新管理、重症

医学、急救医学等领域分享了各自的成果和经验。 

为期 2 天的会议，不但促进中德双方医学界的沟通和了解、更增进两国之

间的友谊，进一步推动双方医疗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 

举办首届中国东欧胸部疾病国际论坛 
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11 月 2 日，由本会和上海市胸科医院主办

的“首届中国东欧胸部疾病国际论坛”成功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 800余位心

胸领域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市卫生计生委主任邬惊雷出

席开幕式，上海市胸科医院院长潘常青、布拉格大学医院副院长 Jiri Votruba

致欢迎辞。本会瞿介明副会长担任论坛第一部分的主持。 

会议设立了主论坛以及胸外学科、放射治疗、护理学科、内科治疗、麻醉

学科 5 个分论坛，现场直播了外科介入同步手术演示。专家们围绕胸部疾病诊

疗领域，就中国癌症发病现状、肺癌精准治疗、肺癌耐药、免疫治疗、胸外手

术及麻醉进展、肺移植发展、肺癌新分期等前沿热点问题，同与会学者一起深

入探讨了各学科的新技术新进展。 

专家咨询委员会赴中山医院厦门医院考察指导 
应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厦门医院（以下简称：复旦中山厦门医院）的邀请，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委陈志荣、副主委何梦乔及李宏为、范关荣、刘国华、金其

林等部分委员由陈建平会长带队一行 9人于 10月 18日赴该院进行考察和指导。 

在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党委书记兼执行院长顾建英，副院长张博恒、周建军、

刘伟及党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苏成豪等院领导的陪同下，专家咨询委员会一行

先后参观医院门诊、高级专家门诊、体检中心、内镜中心、住院病房等处，观

看了 AGV智能物流小车和气动物流系统等。 

参观考察后，专家一行与医院主要职能科室的负责人近 20 人进行了面对面

座谈，顾建英书记首先介绍了医院的建设及开业一年来的运营情况。专家们针

对如何传承复旦中山医院的优良传统和“中山”精神，真正把上海高水平的医

疗技术和服务带到厦门，以及如何尽快提高医院的门诊量和住院率等方面进行

了“问诊把脉”。 认为复旦中山厦门医院，不仅是跨省市医疗联合体模式的探

索，也将有助于提升厦门市、福建省乃至东南沿海一带的整体医疗水平。相信

在复旦中山医院的全力支持、厦门医院院领导和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厦

门医院将越办越好！ 

组织本市医院管理者赴北京考察学习 
为学习兄弟省市医院管理经验，提高本市医院管理水平，本会组织本市 32

位二、三级医院主要负责人由陈建平会长带队于 9 月 18-19 日赴北京考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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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上午考察团一行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协和赵玉沛院长、姜玉新书记、

李冬晶副院长、杨敦干副院长等院领导热情接待了大家。在赵玉沛院长对协和

简单介绍及双方简短交流后，大家观看了百年协和的短片，在杨敦干副院长的

陪同下参观了拥有大量珍贵实物、老照片的院史馆，以及展现“协和三宝”之

一的病历展，切身感受到协和“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医院文化以及协

和建院迄今保持医疗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历史渊源。 

下午，大家马不停蹄地来到北京天坛医院位于丰台花乡的新院，王拥军常

务副院长介绍了新院建设的总体情况后，大家参观了急诊，门诊、病房等科室。

这里处处彰显以患者为中心的匠心设计、以及所展现出的智慧、绿色、便捷等

现代医院建设理念。全国唯一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引发

大家的浓厚兴趣，先后考察了中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部、项目管理部、神经影

像研究中心、临床试验中心、临床资源和样本库、多组学实验中心、脑组织样

本库等部门，参观结束后，双方就天坛新院设计布局、信息化建设、国家医学

中心建设中对前沿研究平台、协同机制的完善和优秀人才的引进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 

组织参加第十七届京津沪渝医院管理高级论坛 

10 月 26-28日第十七届京津沪渝医院管理高级论坛在北京圆满召开，本次论

坛由北京医院协会承办。来自京津沪渝四市二级及二级以上的医院管理者近 350

余名代表出席。本会组织了 105 名本市医院管理者参会。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改革·服务·发展”。华山医院徐文东副院长、上海

市第十人民医院李济宇副院长和仁济医院张继东副院长代表上海在论坛上作了

专题发言。本会丁强副会长、郑兴东副会长分别担任了论坛第一板块和第四板

块的嘉宾主持。整个论坛气氛热烈，四市代表围绕论坛主题交流了各自在深化

公立医院改革，促进医疗质量持续改进、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院前急救等方

面的经验与体会，共同分享经验，促进了四市医院管理者的交流与交往，增进

了友谊，提高了认识，对四市医院管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继续教育. 

“日间手术管理实践新进展”学习班成功举办 

由本会日间手术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仁济医院承办的国家级Ⅰ类继续医

学教育项目“日间手术管理实践新进展”学习班于 9 月 27-28日在沪举办。来

自北京、内蒙古、宁夏、四川、山西、辽宁、吉林、贵州、陕西、山东等 20 余

省市近 300 名学员参加。 

本会李卫平副会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学习班特邀了中国日间手术合

作联盟主席，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振忠教授、北京同仁医

x-apple-data-detector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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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王宇副院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曾勇副院长、湘雅医院日间手术中心主任刘

蔚东教授、沈阳军区总医院宋丹丹主任、江苏省人民医院医务处王巍处长、西

京医院日间手术中心主任刘小南教授等国内知名管理专家出席并授课。本会日

间手术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医疗事业部赵蓉主任、

仁济医院张继东副院长、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钟力炜副院长、上海申康医院发

展中心医疗事业部杨丽副研究员、上海市病历质控中心谭申生主任、中山医院

医务处谢晓凤副处长、仁济医院麻醉科俞卫锋主任也分别介绍了近年积极开展

日间手术的实践经验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可借鉴的新做法。 

9 月 28 日上午，学习班安排学员分两组，实地参观了仁济医院和市第一人

民医院日间手术中心、日间病房和日间手术室等部门。学员们表示讲者的经验

介绍和现场参观受益匪浅。 

.组织工作. 

三届四次组织工作委员会会议召开 
本会第三届组织工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9 月 11日下午举行，委员共 12

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通报了组织工作委员会 1-9 月的主要工作及近期重点工作、

2018年度会员会费缴纳情况和2018年度下半年拟进行换届改选专委会的进展情

况。审定了第四届院办管理和基层医疗机构管理两个专业委员会委员和青年委

员名单。会议讨论通过了上海市医院协会会费标准调整方案，增补第三届理事

会理事、常务理事提议候选人名单及组织工作、学术、自律维权委员会增补委

员名单和拟筹备成立社会办医管理专业委员会和血液净化管理专业委员会等议

题，将进一步报会长办公会审定。会议还审定了部分专业委员会委员及青年委

员增补名单以及近期申请入会的企业会员和勒令退会企业会员名单。并建议要

加强与企业会员的沟通及联系，加强会员职责及义务的宣传。 

院办管理专业委员会完成换届选举 
院办管理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选举会议 10 月 30日下午召开，上海市

医院协会领导、专委会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委以及新一届委员会委员、

青年委员共计 72 人参加了本次选举会。参会委员以无记名等额选举的方式在选

举会上选出了新一届专委会的正副主任委员。专委会组成情况如下： 

上海市医院协会院办管理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蔡  伟 

名誉主委：邵志民 

副主任委员（姓氏笔画为序）： 

刘  卉、王见义、田晓洁、李  耘、管德坤、戴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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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姓氏笔画为序）： 

吴正一、吴  韬、但淑杰、赵列宾、高  臻、曹建文、靳建平 

委 员（姓氏笔画为序）： 

于学靖、王仙卿、王慧新、毛彦华、毛  琼、方明俊、厉传琳、田维娟、史竞懿、朱丽莉、 

庄  捷、刘海平、刘  霞、李进红、李超红、杨  振、杨  晖、肖  斌、吴晓君、吴  越、 

狄建忠、张  浩、张  琦、陈玮斐、范晓彧、金  燚、周  炯、孟翠华、赵  波、俞  晔、 

姜  艳、姜  淼、姜  蓉、洪  波、费凤英、费  辛、费建明、姚子涵、姚  臻、袁  琳、 

顾雪辉、钱庆庆、黄  敏、梁凯轶、董政军、程  捷 

青年委员（姓氏笔画为序）： 

丁志宏、丁晓燕、万  曜、王  萍、邓小飞、艾  敏、成  杰、任益炯、刘随意、李  玲、 

杨  波、杨  震、何  琳、沈  琴、陈  佳、陈娇花、林  妍、金建军、唐  弘、陶馥洁、

黄文祺 

秘书（姓氏笔画为序）： 

万  曜、成  杰、杨  震、陈  佳、唐  弘、陶馥洁、黄文祺 

.自律维权. 

2018 年上海市医院行风建设专题报告会召开 

由市卫生计生委和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指导，本会主办，自律维权委员会承

办的 “2018 年上海市医院行风建设专题报告会”于 9 月 5 日下午举行。市卫生

计生委、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市医事团体联合管理办公室主要领导，本会会长、

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监事会副监事长，各专业委员会委员、青年委员，

本市二级及以上医院药剂、医学设备等职能部门及临床科室负责人近 850人参

加了本次报告会。 

本会副会长、自律维权委员会王兴鹏主任委员主持了报告会开幕式，本会

陈建平会长、市卫生计委党委黄红书记先后讲话。本次报告会邀请了市卫生计

生委闻大翔副主任作 “2018年上海市医院行风督查情况及要求”主题报告。特

别邀请瑞金医院副院长宁光院士、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所主任鲍培伦高级律师

作专题报告。在经验分享环节，市第一人民医院钟力炜副院长和市胸科医院潘

常青院长分享了加强行风建设方面的具体做法和体会。市卫生计生委吴宏处长、

本会副会长贾伟平教授和本会副会长郑兴东教授、余波教授先后担任报告会上

下半场的嘉宾主持。 

精彩的报告和经验分享，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广泛深思和共鸣。最后，本会

副会长、自律维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曙光医院院长周华同志进行了总结：他

指出行风建设工作任重道远，希望借助这次专题报告会，引导大家更进一步认

清形势，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切实抓好医院行风建设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

人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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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委托. 

举办本市二、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师资培训 
由市卫生计生委指导、本会主办、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承办的 2018年上海

市二、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师资培训于 9 月 28 日举办。市卫生计生委衣

承东副主任、药政管理处吴文辉处长、本会贾伟平副会长、市卫生计生委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与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临床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

以及市临床药事管理质控中心、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负责人等出席培训会。

本市二、三级医院的医务管理人员、药学技术人员和临床专家等 600 余人参加

培训。开幕式由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高申主任委员主持，贾伟平副会长代表本

会致词，衣承东副主任代表市卫生计生委讲话。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上海市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细菌真菌耐药监测网、感染防控与管理网的“三网” 联

动启动仪式。 

本次培训首先由吴文辉处长做《关于持续做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有关

工作的通知》的解读。接着,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王明贵所长对碳青霉烯类及

替加环素临床合理应用进行讲解,并介绍了抗菌药物管理、细菌耐药监测、感染

防控“三网”联动协作机制。胡付品教授介绍了本市细菌耐药监测网情况；张

建中教授通报了上海市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情况；高晓东教授分享了上海

市感染防控与管理网情况 。培训最后通过微信方式进行了现场限时考核。考试

成绩合格的学员，将发放合规证书并承担所在单位的相关培训工作。 

上海参赛圈在第六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上再创佳绩 
本会今年 8 月举办了《第四届（2018年）上海市医院品管圈大赛》，评选

出 34个获奖圈组以及按大赛相关规定报名参赛的本市急诊圈组，共 44 圈推荐

至第六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组委会。经大赛预审获得决赛入围的 31 个圈组，

通过认真、充分的准备和集中培训指导，代表上海参加了 10 月 26-28 日在青岛

举行的《第六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各参赛圈组发挥出色，斩获 7个一等

奖、3 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和 15 个优秀奖。具体获奖名单见详见协会官网

www.shyyxh.cn“协会动态”栏目。 

.评审中心. 

完成本市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送审稿 
9 月 10 日，评审中心完成了《上海市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8

送审稿）》的制订，并已上报提请上海市评审委员会审核认定。这是续今年 6

月，中心完成征求意见稿后，分别向市卫计委各处室、区卫计委、申康中心、

http://www.shyyx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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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医疗机构与医学院校等进行意见征询，收到反馈各类建议与意见 65 项，经

过认真梳理与研讨，采纳了其中的 39项，在对标准不间断的梳理与修订的基础

上，形成的本市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送审稿。 

完成了各专科技术标准项目量化指标的设定 
2018年 8 月下旬，评审中心再次委托上海市医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开展与

完成对全部（41 个）专科技术标准中的疑难病种与关键医疗技术项目进行例数

设定。9 月，评审中心依据医学会各专委会所设定的数量要求，遴选全市部分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5+3”医院和部分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开展技术标准基线调查

工作，重点调研各医疗机构各技术专科疑难重症诊治与关键医疗技术的年均开

展数量，并在此基础上设定了新一周期技术标准现场考核与覆盖率考核的合格

线，使新版技术标准更具上海特色与可操作性。 

  启动了新一周期上海市三级专科医院评审标准制订工作 
受市卫生计生委委托，10 月 29 日评审中心组织召开了新一周期上海市三级

专科医院评审标准制订工作会议。来自相关专科医院的院领导与联络员等 40 余

人参会。会上市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胡军主任进行三级专科医院标准制订的

工作动员。何梦乔主任从评审背景、标准制订要求以及工作时间节点三个方面

作了具体的工作部署，他强调和希望各标准制订牵头单位与参与单位形成合力，

集思广益，加强沟通与交流，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保质保量地完成好各专科医

院评审标准的初稿。最后，各参会单位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接待广东省卫生计生委代表团。 
9 月 13 日，在市卫生计生委组织下，评审中心与市卫生信息中心共同接待

了广东省卫生计生委代表团一行。在市卫生计生委闻大翔副主任的陪同下，该

代表团刘冠贤巡视员一行到中心进行了参访与交流。李静常务副主任代表中心

向广东代表团同仁就上海市第一周期评审情况、取得成效、新一周期评审准备

工作及评审信息化建设等进行了介绍。会间，双方还就新时期开展医院等级评

审工作的做法等进行了探讨。 

.质量控制. 

各质控中心开展下半年质控督查 
2018年 9 月起，55个质控中心开展下半年质控督查，下半年督查为全覆盖

普查形式，质控范围为二级甲等以上公立医疗机构、100张床位以上的社会医疗

机构（含 100 张），预估 4000院次。并且今年下半年开展新一轮医疗机构基线

调研,事务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目前抽检质控中心督查工作持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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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限制性临床应用医疗技术质控管理 
12 家质控中心完成限制性临床应用医疗技术（国家版限制临床应用医疗技

术 9 个，上海版限制临床应用医疗技术 5 个）质控标准制定及修订工作，事务

中心完成审稿并报医政医管处通过 9月起，12 家质控中心开始实地督查评估，

对医疗机构有关限制性技术进行质控检查，事务中心抽查追踪进行中。 

参加卫生监督工作联席会议 
10 月 25日在市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处主持下召开会议，交流和讨论医疗卫

生机构传染病防治监督管理和相关质控工作。市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处周晓梅

副处长、张震巍主任科员；市卫监所传监科王绍鑫科长；市质控管理事务中心、

市院内感染、内镜、口腔、临检、护理、设备质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参会。卫监

所传监科王绍鑫科长介绍了年内医疗废物，预防接种，实验室生物安全，院感

管理重点工作，特别是“白玉兰行动”，医疗废物全程监管情况。各质控中心

汇报了市区二级质控管理与各自专业相关的院感控制部分工作情况，并对遵照

国家标准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及疑问咨询卫生行政部门。大家对配合卫生监

督、加强传染病防治管理工作，协同发挥作用的工作机制充分沟通并达成共识。 

组织参加学习交流 
9 月 18-20 日“医院管理品质持续改进示范医院现场观摩（新疆）会”在乌

鲁木齐举办。会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

究所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承办。事务中心谭申生主任等三位同志

参加，学习在医疗质量控制管理方面新知识新方法，汲取成熟经验，获取最新

质控信息，与各省市质量管理人员广泛交磋交流。 

9 月 25-27 日“2018 年医疗质量管理和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培训班”在

青岛举办，培训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组织，培训内容是医疗质量和医

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政策解读、管理经验交流等。本市卫生计生委组队，事务

中心派员参加学习。 

.专委会活动. 

临床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 

本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联合江苏、浙江、云南的相关学（协）会，于 10

月 25-27 日共同开展临床药学服务与研究技术高级培训班。50 余位来自江浙沪

以及云南各三甲医院的药学部门负责人、临床药学负责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班

邀请了上海和江浙著名三甲医院药学领域带头人、临床医学资深专家为学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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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精准治疗、抗感染、慢病、肿瘤、老年患者特殊药物的合理用药，药学质量

管理工具，临床药学的质控与建设，医院药学研究等方面的前沿学术视角和创

新技术应用，课程内容涉及新知识、新工具的普及，同时涵盖最新的研究进展

和未来学科热点，兼具学术性和实用性。 

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 

本会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在市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和信息中心指导下，

与市病历质量管理质控中心联合主办了“第一期 ICD10和 ICD-9-CM-3 编码培训

班”。培训班于 9月 25日在瑞金医院拉开序幕。本次培训内容系统、全面，具

有较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特邀国家卫健委 ICD 师资培训尤瑞玉教

授授课。10月 23 日至 26日由资深病案管理专家进行为期四天的诊断编码培训。

培训结束后，进行结业考核，通过者发放培训合格证书。 

区综合性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 

9 月 25 日，由本会区综合性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徐汇区中心医院承

办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医院转型发展研讨会”举行。本市部分二、三级医院

院长、副院长、相关管理人员及专委会委员、青年委员 120 余人参加本次研讨

会。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孙万驹院长主持开幕式，本会副会长、专委会主任委员、

杨浦区中心医院于德华院长到会致辞。本次活动特邀上海市儿童医院于广军院

长、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信息中心曹剑峰副主任、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戈

家霖博士、徐汇区中心医院朱福院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顾建英副院长围

绕主题进行了专题报告，同与会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医学装备管理专业委员会 

2018年医学装备循证管理论坛于 9 月 27 日在沪举办。论坛围绕医院卫生技

术评估在医学装备管理中的运用推广，吸引了本市二级及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

学装备管理负责人，卫生技术评估相关专家、学者等 210 余人参加。会上介绍

了医院卫生技术评估在上海的研究演进及应用发展，详述了《关于在医学装备

管理中推行医院卫生技术评估的专家共识》以及专家意见的形成过程，并邀请

国家卫健委医管中心、本市卫生计生委医政、药政部门、卫发中心、医保办的

部门负责人、复旦大学学者、本市医院相关负责人、行业协会代表从各自的视

角探讨卫生技术评估在政策推动、决策应用、技术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改

进建议，同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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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 

由本会护理管理专委会、上海市护理学会护理管理专委会及社区护理工作

专委会、上海市护理质控中心共同举办的《提高基层医院的慢病服务能力——

大型医院和基层医院联系互动培训模式》于 10 月 30日-31 日在十院举办。共有

来自本市近 1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00 余社区护士参加。学习班聚焦常见慢

病临床管理与护理新进展，围绕慢病居家护理、常见慢病重点照护环节、社区

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区域联动等主题作专题讲座，结合联合体建设，对基层

护理人员开展规范化培训。通过学习班也进一步了解了社区在基层护理工作中

存在的薄弱环节与培训需求，为今后深入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思路与参考。 

.近期通知. 

《第十一届上海市医院管理学术大会》报名通知 

各级医疗卫生单位： 

由上海市医院协会主办的《第十一届上海市医院管理学术大会》将于 2018

年 12 月 15 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请各单位办公室集中统一报名，于 11

月 20 日(周二)16:30 前登录本会网站 www.shyyxh.cn 活动报名栏目查询通知详

情并网上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