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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市卫生计生委郑锦副书记一行到本会调研指导 
2 月 11 日下午，市卫生计生委党委郑锦副书记、新闻宣传处王彤处长、医

政医管处张志锋副处长 、市医务工会何园副主席、新闻宣传处刘雪梅主任科员

一行 5 人到本会调研工作。本会原会长、专家咨询委员会陈志荣主任委员，市

医院综合评价（评审）中心何梦乔主任、李静常务副主任，市医疗质量控制管

理事务中心谭申生主任，王小冬秘书长等参加调研座谈会。 

首先，王小冬秘书长简要介绍了本会成立以来的主要工作。接着，郑锦书

记一行认真听取了陈志荣主任委员、两个中心负责人和王小冬秘书长就社团组

织的定位、运行机制、专项资金的拨付、社团党建工作、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

与分配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郑锦副书记强调指出：本次“面对面、零距离”的调研听到了医院

协会作为“第三方”从全行业角度、从全局的高度对医院管理、协会发展等方

面的建议与思考，这些问题、需求和意见是市卫生计生委今后找准工作发力点

的重要突破口，将尽快给予解决或者通过例如课题等其他形式，深入分析研究，

切实推进落实。今后将更多利用现场调研、办公的形式，使协会智库的优势得

以充分利用、参谋助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共同推动“健康上海”建设，为

上海人民创造更多健康福祉。 

三届七次会长办公会召开 
2 月 24 日下午，本会三届七次会长办公会召开，本会会长、副会长、秘书

长 14 人出席，监事会正、副监事长 2 人列席，会议由陈建平会长主持。 

会上首先通报了本会近期主要工作和 2017 年财务收支及审计情况。接着讨

论了本会 2018 年工作要点及分工和 2018 年度预算，决定提交理事会审议。审

定了增补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候选人名单，《上海市医院协会网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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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关规章制度》和新修订的《上海市医院协会分支机构先进、表扬集体及先

进个人评选办法》，2017 年先进集体、表扬集体名单、先进个人名单。确定了

三届三次理事会暨三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时间和主要议程等。通报了 2018 年

需要完成换届改选的专业委员会及换届时间安排等，会议讨论了拟新筹备成立

的专业委员会事宜，根据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达成待条件成熟后再筹建

的一致意见。同意 “纽迪希亚制药（无锡）有限公司”、“四川科伦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和“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的入会申请，明确对连续 2 年不履

行义务的单位和企业会员将根据本会《章程》的规定，在 2018 年的理事会上通

报后取消会员资格。通报了“第十三届华东地区医院管理论坛“本市征文情况。 

最后，陈建平会长向大家通报了 1 月 16 日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上专家们对

本会工作提出的建议和希望，要求大家在 2018 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运用新思路、采取新机制、推行新举措，围绕大局，坚持“四

个服务”宗旨，发挥智库作用，凝心聚力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公立医院

改革不断深化，为上海市医院管理水平的提升，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专家咨询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 
本会专家咨询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于 2 月 1 日举行。专家咨询委员会

全体委员、协会会长、组织工作、学术、自律维权委员会主任委员、秘书长共

20 人出席会议。 

专家咨询委员会陈志荣主任委员主持会议，王小冬秘书长通报了 2017 年本

会主要工作及 2018 年工作要点。会上听取了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协会工作的建议

与要求，专家们畅所欲言、踊跃为协会发展出谋划策，建议在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医疗服务质量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医联体建设、多点执业、医院管理

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针对性的交流研讨。 

陈志荣主任委员在总结发言中指出：2017 年协会在创新办会的原则指导下

取得了很好的进展，2018 年希望协会继续加强自律维权；紧扣形势大局和行业

发展重点，以及诸如“药品耗材费用变化对医院运营状况影响”等热点、难点

问题，组织开展相关调查分析，及时向有关部门沟通与反映，争取政策支持；

适时开展上海市医院管理奖评选活动；指导协会各专委会讲实效、重质量地开

展学术活动。 

陈建平会长感谢专家们长期以来对协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感谢专家们在

会上群策群力，积极发表真知灼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

随着上海全面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2018 年协会的主要

工作思路，首先应顺应科技大潮，注重人工智能在医院管理中的开发和应用；

其次应围绕医院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积极为政

府部门建言献策，发挥协会参谋助手、桥梁纽带作用；最后应当结合新时代、

新使命，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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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会议召开 
上海市医院协会 2017 年专委会主任委员工作会议于 1 月 16 日下午举行。

协会下属 20 个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协会考评小组成员陈建平、陈志荣、何梦

乔、丁强、俞卓伟、周华和王小冬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陈建平会长主持，他指出在过去一年中各专业委员会在主任委员的

带领下，积极组织所在专委会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培训、调查研究、对口支

援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大家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和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强调

专委会是协会发挥行业平台作用的支柱；是协会承担行业管理职能的重要力量；

协会的发展离不开专委会的支持和努力,表示协会要支持和鼓励专委会开展工

作并做好相关服务。在介绍了 2017 年专业委员会的考核方案后，各专委会先后

汇报了 2017 年度的工作及 2018 年初步打算。评审小组进行了现场打分，各专

委会主任委员们也进行了互评，评选结果将根据评选办法进行汇总，报会长办

公会议审议后进行表彰。 

考评组成员何梦乔、俞卓伟进行了点评，认为各专委会组织开展的活动各

有特色和亮点，希望相互学习、借鉴；专委会组织进行的课题研究成果能及时

与有关部门沟通、反映。最后，陈建平会长进行了总结，希望大家在 2018 年要

以习近平同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

坚持围绕大局，助力医改；秉持协会宗旨，严格自律，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

凝心聚力扎实工作，努力推动协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组织工作.  

召开三届三次组织工作委员会会议 
本会第三届组织工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下午举行，组

织工作委员会委员共 17 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协会副会长、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卫平主持。王小冬秘书长

在会上通报了组织工作委员会 2017 年工作和 2018 年工作计划。会议审核了各

专业委员会推荐的 2017 年度先进个人名单和拟增补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常务

理事候选人名单，将提交会长办公会审定。对 2018 年需要进行换届改选的专业

委会进行了梳理和明确初步时间安排，审定了部分专业委员会增补委员、青年

委员名单，接着。对申请拟筹备成立的专业委员会和近期申请入会的单位和企

业会员进行了讨论，初步同意接受 “纽迪希亚制药（无锡）有限公司”、“四

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会的企业会员，

将提请会长办公会审定。 

最后会议就新起草的《上海市医院协会网络安全相关规章制度》及修订的

《上海市医院协会分支机构先进集体、表扬集体及先进个人评选办法》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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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并提出修改建议，提议委托相关专业委员会和于广军院长负责进一步修改

完善。同时会议讨论提议设立“上海市医院管理奖”，并委托冯运书记对“上

海市医院管理奖评选方法”进一步修改完善，以便提交会长办公会审议。 

.学术活动. 

2018 上海医院发展高峰论坛暨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峰会 
本会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共同主办的“2018 年上海医院发展高峰论坛—

—暨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峰会”于 1 月 27 日成功举行，本次会议也是协会第一

季度学术活动。协会理事、常务理事；本市二、三级医院院长、分管院长及医

务处（科）、感染科、医疗质控中心、药剂／药学部等部门负责人及本会相关

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800 余人冒着雨雪严寒赶赴市一医院松江南院参会。 

原卫生部张文康部长，本会原会长、专家咨询委员会陈志荣主委，王兴鹏

副会长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致辞。陈志荣在致辞中希望各会员单位和广大会员，

围绕大局做好“四个服务”，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质量安全为核心，把深化

医改的具体要求落实落地。张文康原部长从新时代、新要求、新使命出发，强

调进一步提升医疗质量，保障患者安全需要医院文化和医疗质量的共同加强、

齐头并进。 

本次会议围绕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这一医院管理的永恒主题，上午主论坛

邀请了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德国癌症协会认证部 Simone Wesselmann 主任、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质量管理分院王立志副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

研究院方鹏骞院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骏教授，分别就如何持续提高医疗质

量、基于肿瘤患者安全目标的诊疗体系构建、医院质量管理标准化、公立医院

分级诊疗改革和医患伦理关系进行深度解读和经验分享。下午的会议设立三个

分论坛，分别从医院感染控制与管理、患者安全生态圈构建、药物使用安全与

管理三个方面，邀请了重庆医科大附属第一医院、浙江邵逸夫医院、浙大一附

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及本市中山、瑞金、长征、市一医院相关领

域的管理专家们探讨医院质量管理的实践、探索与思考。 

为期一天的会议充分诠释了“质量·创新·共享”的会议精神，参会代表

纷纷表示求知无惧天寒，满怀期望而来，满载收获而归。 

.医院评审. 

完成本市新一周期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技术标准修订 
为进一步完善上海市新一周期三级综合医院评审准备工作，在充分汲取第

一周期三级综合医院现场评审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按市卫生计生的工作要求，

市医院综合评价（评审）中心（简称评审中心）邀请上海市医学会各专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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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牵头修订相关专科新一周期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技术标准。 

本次技术标准修订是依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指

南（2016 版）》（简称《指南》），坚持体现上海医院特色与遵循“难度只升

不降”的原则，重点对《指南》中“罕见病与地域性疾病、技术难度较低不能

代表上海医院水平的、表述欠完整与欠清晰的”项目，根据上海三级综合医院

实际进行调整，并对各专科标准的项目数量进行总量控制。同时，要求在项目

遴选时应尽可能与 ICD 编码进行匹配。 

评审中心请市医学会相关专委会专家仔细审阅《指南》项目内容，紧密结

合本市各专业发展的实际，对新一周期技术标准进行了认真修订。期间，评审

中心在主动做好服务与保障工作的同时，先后与相关专科进行现场沟通交流 2

次，电话答疑 20 余次，保证了技术标准修订工作的有序进行。目前，市医学会

相关 42 个专业委员会均按要求提交了本专业技术标准初稿，为新一周期三级综

合医院评审标准的顺利制订夯实了基础。 

下一步，评审中心将依据新修订的技术标准对本市三级综合医院进行相关

基线调查工作，使标准更加完善。 

.质量控制. 

召开 2017 年度质控中心工作考核会议 
为加强上海市医疗质控管理工作，根据《上海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管理办

法（试行）》和《上海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考核办法（试行）》，上海市卫生

计生委医政医管处、上海市医疗质量控制管理事务中心于 2018 年 2 月 7-8 日召

开 2017 年度上海市医疗质控中心工作考核会议。 

本次考核由市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领导，质控管理事务中心具体组织实

施。医政医管处直管的 52 个质控中心参加了考评。由其他处室主管的 6 个质控

中心（中医、产科、新生儿科、职业病诊断、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质控中心）列席会议。考核邀请了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医疗事业部、各有关大

学医管处、市医院协会的质量管理专家担任评委。 

根据《上海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的质控中心主

要职责为基本内容进行，重点考核工作实效，主要包括：专家委员会工作、质

控标准制定、专业质控培训、质控督查、督查整改追踪、市区二级网络运行、

上级交办工作完成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内容。 

各质控中心根据要求，将本年度质控工作开展情况、目前质控工作存在的

问题和下年度工作计划、经费使用情况以书面形式于 2018 年 1 月先行报质控管

理事务中心。2 月 7-8 日举行现场考核会议，各质控中心主任现场汇报，评审专

家当场提问，评委根据现场汇报及相关书面材料形成进行评分。考核会议体现

了卫生行政部门对全市医疗质控管理工作的监管，同时有利于加强各质控中心

工作经验的交流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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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活动. 

门急诊管理专业委员会 
1 月 17 日下午，门急诊管理专委会举行了 2017 年第四季度业务学习暨年终

总结会议。60 余位委员参加了本次会议，王小冬秘书长应邀出席。本次会议主

题为“如何在新医改形势下提升门急诊管理与服务内涵”。专委会名誉主委、

华山北院朱会耕院长、市九医院杜勤主任、中山青浦分院李锋院长、国际和平

妇幼保健院花琪主任、眼耳鼻喉科医院谢诗蓉主任和华山医院刘杨主任在会上

与各位委员分享了各自的管理经验。沈平主任委员对专委会 2017 年工作进行了

总结并通报了 2018 年专委会计划完成的主要工作。 

临床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总结启动会议暨本会临床药事管理专委

会、药学会医院药学专委会 2018 年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于 2 月 8 日举办，上海

市西医、中医及社区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任及秘书、专委会委员、青年

委员等 100 余人参会。市卫生计生委衣承东副主任、吴文辉处长，市药学会张

晓敏副理事长、本会王小冬秘书长应邀出席。会议由钟明康教授和刘皋林教授

主持。吴文辉处长宣读了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优秀学员名单，药学

会吕迁洲副理事长作医院药学专委会 2017 年工作总结及 2018 年计划，高申主

任委员作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及上海市临床药师规范化在职培训2017年工作总

结和 2018 年计划。最后，与会人员对 2018 年工作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诸多实

际问题和有益的建议。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 
2 月 2 日下午，由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办，新华医院承办，丁香

园协办的医院人力资源管理 2017 年年会在新华医院顺利召开，专委会委员、青

年委员及来自本市二级、三级医院人力资源部门、绩效办等相关管理人员共 23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本届年会主题为“薪酬改革和绩效管理”，徐伟平主任

委员主持了开幕式，本会常务理事、新华医院唐国瑶书记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徐伟平主任委员通报了专委会 2017 年的工作和 2018 年工作计划。在学术交流

环节，大会邀请了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罗双平、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

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利民、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人事处处长韩春雷和

丁香园医院事业部市场运营总监贾侃围绕大会主题作了精彩的专题报告。 

医学装备管理专业委员会 
由医学装备管理专委会和市医疗设备器械管理质控中心共同主办的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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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器械品管圈项目评审会于 1 月 4 日举行。来自本市 30 家二、三级医院

医疗设备器械品管圈项目相关人员近 120 人参加。郑兴东副会长、市医疗设备

器械管理质量控制中心李斌主任出席会议并致辞。本次会议有 24 个品管圈组参

加评审。为保证评审公正性和客观性，现场除了由来自本市中山医院、浦东医

院、东方肝胆医院以及深圳市质量协会等专家进行打分评审外，还由申报此项

目的 30 家单位代表组成的大众评审团为各圈组进行投票。评审现场气氛热烈，

各圈组顺利通过验收评审。会上还邀请了品管圈专家进行了经验介绍并对人气

奖、最佳合作奖、优秀辅导员奖的获得者进行了表彰。 

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 
2 月 2 日，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和上海市院内感染质控中心联合举办了

“上海市 2017 年度医院感染管理学术研讨会”。市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吴宏

处长、药政处吴文辉处长和市医疗质量控制管理事务中心谭申生主任到会致辞。

本市医院感染管理者 300 余人参会。论坛邀请了倪语星、王明贵、张建中等专

家为参会者带来了“上海市多重耐药菌感染现状及对策”、“多重耐药菌及抗

菌药物管理-上海在行动”、“器官移植相关感染流行病学及防控”等 8 个精彩

报告，围绕本市 2017 年在医院感染管理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与大家分享了经验。

下午由会务组筛选出 10 篇优秀论文进行了汇报交流，并由专家进行现场点评。

最后，15 个区医院感染质控小组进行了 2017 年的工作交流。 

建筑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 
1 月 12 日，建筑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年会暨装配式建筑学术研讨会

在第一人民医院南院会议中心召开，专委会委员及青年委员 50 余人参加。本会

王兴鹏副会长到会致辞。专委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张建忠主

任做了“专委会 2017 年度工作总结暨 2018 年工作计划”报告。随后举办了装

配式建筑主题学术研讨会，现场围绕现行预制装配建筑的相关政策以及相关技

术等话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和互动。 

1 月 25 日，由建筑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和同济大学复杂工程管理研究院主

办的 2018 年上海市级医院建设院长论坛--医院建筑 BIM 应用 2.0 在同济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召开，专委会委员、青年委员 50 余人参会。会议邀请同济大学复

杂工程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李永奎做了专题演讲，与会者同研究院的专家就智慧

医院建设与运营研究中心的使命和运作方式等进行了广泛的沟通、交流和研讨。 

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 
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于 2 月 1 日在十院举行研讨会，委员、青年委员 60 人

参加了会议。会上，总结了 2017 年专委会工作，详尽展示了所完成的系列工作

和取得的成果；专委会推荐了 2 名 2017 年度协会先进个人候选人；部署了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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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要工作，并就如何应对当前护理管理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了经验交流。 

绩效管理专业委员会 
由医院绩效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办，肿瘤医院承办的首届医院绩效管理专业

委员会年会，于 1 月 12 日下午举行，专委会委员和青年委员 50 余人参会。本

会徐一峰副会长到会并致开幕辞。专委会吴炅、陈羽中副主委担任嘉宾主持。

会上专委会主委、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郭永瑾副主任介绍了市级医院推进内

部绩效与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和成效；瑞金医院绩效办沈洋主任和上海市

同仁医院马骏院长分别以“医院内部绩效考核与分配实践与思考”和“转型发

展中的区域医疗卫生中心绩效管理探索与实践”为题，介绍了三甲综合性医院

和区域医疗中心因地制宜开展绩效管理的实践与探索。专委会副主委、市卫生

计生委闻大翔副主任代表专委会做了 2017 年度工作总结。郭永瑾主任委员就专

委会 2018 年工作提出了具体计划。 

.近期通知. 

关于 2018 年上海市医院协会医院管理研究基金项目       

及青年项目招标的通知 
各级医院、各医疗机构： 

为鼓励医院管理者积极开展医院管理研究，不断提高我市医院管理水平，

推动医院可持续发展，根据《上海市医院协会医院管理研究基金管理办法（试

行）》，现将本会 2018 年度科研基金项目和青年项目招标通知发给各会员单位。

申报要求、招标范畴、项目设计以及项目申请表等具体事项请登录上海市医院

协会网站（www.shyyxh.cn）“研究基金”栏目查询或下载。 

申报截止日期为：2018 年 4 月 27 日。联系电话：54031886    

关于单位会员缴纳 2018 年度会费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 

根据《上海市医院协会章程》和《上海市医院协会会员会费交纳标准及管

理办法》（经上海市医院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经市社团管理局

审核批准），2018 年度本会单位会员会费收取工作现正式开始。缴纳会费通知

已发各单位联络员，请各单位在规定的时间（4 月 1 日-6 月 30 日）内缴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