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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第十二届上海市医院管理学术大会圆满落幕

12 月 21 日，为期一天的“第十二届上海市医院管理学术大会”在上海国际

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市政府、国家和市卫健委、市人大常委会、市医保局、申

康医院发展中心、市药监局有关领导，市社团管理局、市医事团体联合管理办

公室、有关大学医学院和部分区卫健委的领导，本会正副会长、监事长，专家

咨询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理事、监事，本市和全国部分省市的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的管理同道共 3470 余人参加大会主分论坛。

大会执行主席、本会丁强副会长主持开幕式。大会主席、本会陈建平会长

致欢迎辞，代表协会对莅临会议的各位领导、专家和管理同道表示欢迎！宗明

副市长代表市政府祝贺大会的成功召开，充分肯定本会在服务会员、行业自律、

助推医革、开展交流研讨以及制定医院管理规范、标准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并

对协会完成新一轮等级医院评审工作、负责全市医疗质控管理事务等政府委托

工作表示感谢。指出本市的卫生事业治理能力，精细化管理水平还有待进一步

提高，希望各管理者在公立医院改革、医疗健康智能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医院绩效考核、临床医学创新研究、现代医院制度建设以及高水平人才队伍建

设等问题上积极探索、研究解决方案，促进整个上海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开幕式信息发布环节，谭申生主任代表本会上海市医疗质量控制管理事务

中心，发布了在市卫健委领导下组织 55家临床质控中心专家编写的 220 余万字

共 10 册的《上海市医疗质量控制标准》（2018 年版）。本会副会长、上海市肺

栓塞和深静脉血栓（VTE）防治联盟主席瞿介明介绍了在市卫健委批准下，由本

会委托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联合本市 20 家三级甲等医院于今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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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上海市 VTE 防治联盟及开展的主要工作，并发布了组织 12个临床相关专

业专家撰写的《上海市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规范防治》白皮书。

大会上午为主论坛，设 1 个主会场 2 个分会场，下午为 8 个分论坛。围绕

“医院改革、创新、发展”的主题，从宏观到微观、多视角、多层面地交流分

享一年来全国和上海医改、医院管理实践探索的最新经验、最新成果。主论坛

有幸邀请到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焦雅辉副局长作“绩效考核助力三级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报告；市卫健委邬惊雷主任作“发挥上海公立医院在长

三角一体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王兴鹏主任作“加强临

床研究体系建设，推动市级医院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报告。大会特邀中国工程

院张志愿院士作“重视临床研究”、中国工程院张平院士作“5G+人工智能助力

智慧精准医疗”的专题报告。本会樊嘉、李卫平，俞卓伟、陈义汉四位副会长

先后担任主论坛上下半场嘉宾主持。

下午八个分论坛同时进行，由本会医疗质量、门急诊、院办、临床药事、

病案、医院感染、医学装备、绩效八个管理专委会承办，各会场座无虚席。副

会长瞿介明、孙锟、高文、钟海忠、吴皓、张殿勇、郑兴东、李卫平分别到各

分论坛代表协会致辞。邀请了国家和上海市卫健委有关领导、国内具有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 120 余位专家、学者担任各分论坛的演讲、主持、讨论嘉宾。各分

论坛围绕主题交流、分享相关医院管理实践中的探索和思考，视角独特、理念

新颖，专家们的真知灼见引发与会者強烈共鸣和认真的思考。部分论坛还设专

题讨论环节，参会代表与嘉宾积极互动，共同商讨，气氛热烈。

此次大会征文得到了本市各级医院的踊跃投稿，共收到论文 342 篇，涉及

医院改革、质量管理、文化建设、临床研究、科研管理等各方面，编辑制作成

论文汇编。会议评选出 42篇优秀论文，发文表彰并以壁报形式在大会上展示。

本次大会从顶层设计到前瞻研究，从政策层面到实际应用，砥砺学术、各

抒己见、交流切磋、畅所欲言，与会者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意犹未尽。

上海市医院协会三届七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圆满成功

上海市医院协会三届七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于 11 月 21 日下午举行。应到常

务理事 116 人，实到 103 人，委托 13 人。本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监事会监

事列席会议。市卫健委、市社团管理局和市医事团体联合管理办公室相关领导

应邀莅临，共 132 人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陈建平会长主持，会上通报了“上海市医院协会 2019 年工作”、“上

海市医院协会购置办公用房事宜”和“上海市医院协会 2020 年工作要点（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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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会议表决通过了增补丁小强等 10名同志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增补

丁小强等 5 位同志为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以及增补 2 家医药企业为第三届理

事会理事（企业）和增补 1 家医药企业为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企业）；表

决通过了协会申请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事宜；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上海市医院协会

医院管理研究基金管理办法(修改稿）。

医院管理研究创新应用讲座暨本会单位会员联络员会议举行

11 月 7 日，本会在第九人民医院举行医院管理研究创新应用讲座暨单位会

员联络员会议。本会单位会员联络员、二级及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相关管理人员、

部分近年获本会医院管理研究基金资助的课题组成员等近 300 人参加会议。

首先，进行了医院管理研究创新应用的专题讲座，卫健委科教处张勘处长

应邀做主题演讲，阐述了对医院软科学项目、医院管理研究创新应用的独特见

解，重点介绍医院管理课题如何选题。还邀请了由本会推荐和协会医院管理研

究基金资助的2016年委级立项的课题负责人—中山医院感染管理科高晓东主任

分享经验和体会。第九人民医院王艳副院长担任嘉宾主持。

接着，在本会俞卓伟副会长主持下，举行了单位会员联络员会议。第九人

民医院院办陈佳副主任和第一人民医院院办郭程老师作为联络员代表先后从不

同角度分享了如何做好联络员工作的经验和心得体会。会上还简要介绍了本会

近期主要工作以及协会医院管理研究基金修订等相关事宜。

最后，本会李卫平副会长代表协会宣读对第五届优秀联络员的表彰决定，

并举行了优秀联络员颁奖仪式。

.组织工作.

医务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完成换届选举

上海市医院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于 11 月 11 日下午举

行选举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青年委员共 54人参会，参会委员以无记名等额

选举的方式选出了第三届医务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委

员。本会副会长、组织工作委员会李卫平主任委员出席会议。具体名单如下：

上海市医院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任委员： 季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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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 孙大红

副主任委员： 马俊坚、王子美、孟馥、俞郁萍、耿道颖、谢斌

委 员：

丁培源、于沐禾、王文君、王成艳、王 珏、计 芳、石卫红、任松涛、

杜 勤、李 晖、李维维、杨新潮、肖夏懿、余 飞、邹静怀、宋国明、

张一奇、陈 莉、罗 云、郑 宁、赵李克、钮 骏、俞 军、施晓军、

洪 虹、宫 克、袁蕙芸、顾文英、顾盛玮、钱 飚、徐 虹、高 阳、

高 炬、陶 蓉、黄建军、梅 竹、傅 镁、蔡红霞、潘曙明

青年委员：

朱成英、朱修明、庄 洁、孙振军、邹 波、汪敏娴、张璟雯、陈玉婷、

陈 玲、顾 华、莫佳瑜、黄敏婕、曹 康、阎玮婷、薛莉莉

秘 书：

陈玉婷（组长）、朱修明、庄 洁、汪敏娴、曹 康、阎玮婷、薛莉莉

社会办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学术活动

历经近 4 年的调研、酝酿及 3 个多月的筹备，上海市医院协会社会办医院

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选举会于 11 月 26 日下午顺利举行。第一届委员

会委员、委员单位代表共 31人参加会议，参会委员以无记名等额选举的方式选

出了第一届社会办医院管理专委会的正、副主任委员。本会俞卓伟副会长、市

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吴宏处长、市质控管理事务中心谭申生主任出席会议。

选举会后，由何敏主任委员主持开展了专委会第一次学术活动。市卫健委

医政医管处吴宏处长和医疗质量控制管理事务中心谭申生主任分别做了“上海

市医院等级评审工作”和“上海市医质量控制现状与思考”的专题报告。社会

办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具体名单如下：

上海市医院协会社会办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任委员： 何 明

副主任委员：丁秀丽、万里军、陆文佐、蔡剑飞

委 员：

马 超、王伟华、王改非、方广虹、白 林、孙太明、孙立忠、苏伟萍、

杨祖菁、杨素琴、吴振龙、沈旭东、张少平、张厚亮、张 俊、张理平、

张惠琴、林金泰、周森生、项耀钧、胡剑徽、夏国华、高 敏、郭 辉、

曹同瓦、董新富、谭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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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圆满承办 2019 年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作

暨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第十届年会

11 月 21 日-22 日，由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作暨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主

办，本会医务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上海市医学会医务社会工作学

专科分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共同承办的“2019 年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作暨志愿

服务工作委员会第十届年会”在上海隆重召开。来自全国 25个省市、自治区的

360 余名专家、学者、各级医疗机构医务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代表等出席会议。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医疗管理处副处长张文宝、市卫健委党委书记黄红、

市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方秉华、本会副会长丁强、市红十字会赈济救

灾部部长王子美等出席了 21上午的开幕式。丁强副会长代表本会致辞。开幕式

上宣读了中国医院协会医务社工第二届正副主委名单，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季庆

英书记任主任委员。季庆英主任委员代表第二届委员会讲话。中国医院协会医

务社工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孟馥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对本次大会征文的

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论文作者进行了表彰，同时在与会领导、嘉宾、各地参会

代表的见证下，举行了“医务社会工作中高级人才培训项目”启动仪式。

会议主题为“创新服务，促进健康，共享成果”。国家民政部慈善事业促

进和社会工作司社会工作处处长王铮键概括了健康中国背景下社会工作的发展

现状和愿景。市卫健委干部人事处调研员倪艳华介绍了本市医务社工人才队伍

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来自湖南、河南、山东、云南、内蒙古、广东等省级医院

协会医务社工专委会和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专家就各地医务社会工作发展路

径、服务模式、人才队伍建设、教育体系建设进行了分享。

22日上午，大会还安排了 136 位参会人员分 4 组赴瑞金医院、市精卫中心、

东方医院和市儿童医学中心进行机构参访与实务工作坊的学习。

.政府委托.

上海在第七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喜获佳绩

第七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于 11月 3日在河南郑州落下了帷幕。本届大赛

设立课题研究型、三级医院综合、三级医院护理、急诊、中医专科企业民营医

院、二级医院及首次设置的平衡计分卡共七个专场进行比赛。来自 31个省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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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00圈组参赛，共决出 256项分获一、二、三等奖和 2个特等奖。

本会向第七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组委会推荐经“第五届上海市医院品管

圈大赛”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圈组以及急诊、平衡记分卡所有圈组，43个圈

组顺利通过预审并参加全国大赛。10月 15日本会组织专家对各参赛圈组进行一

对一指导，因此所推荐的参赛圈组在第七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中脱颖而出，

喜获佳绩，斩获 7个一等奖、12个二等奖、6个三等奖，另有 18个圈组获得大

赛优秀奖。（获奖名单详见本会网站 www.shyyxh.cn“新闻资讯”栏目。）

本次大赛，上海获奖的层次和数量均实现“双提升”，进一步展现了对标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上海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品质。

上海市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科学管理培训举行

11 月 6 日，在市卫健委的指导下，由本会主办，市临床药事管理质控中心

和临床药事管理专委会共同承办的上海市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科学管理培训成功

举行。本市二三级医院近 500 名医、药、院感等相关部门人员参加培训。

本会瞿介明副会长到会致辞，市卫健委衣承东副主任出席并讲话。随后举

行了 2018 年度“三网”年鉴发布仪式。市临床药事管理质控中心钟明康主任、

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王明贵所长先后主持开幕式和发布仪式。市卫健委药政

管理处吴文辉处长出席并介绍了2018年实行全市三网联动下抗菌药物科学化管

理的情况，并对下一步如何持续做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从政府层面提出具

体要求和部署。会议邀请了市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负责人吕迁洲教授、市

细菌真菌耐药监测网负责人胡付品教授、市医院感染质控管理中心主任胡必杰

教授及相关专家进行培训授课。

最后，专委会高申主任委员进行总结：指出不断推进、持续加强抗菌药物

科学化管理就是要做到合理、规范、精准应用抗菌药物，希望大家积极主动加

入到抗菌药物合理应用，遏制细菌耐药的行动中来，为实行健康中国而努力。

.交流活动.

举办“走进海南—海南医院管理论坛”等系列活动

根据“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邀请上海市医院协会来琼举办‘走进海

南—海南医院管理论坛’等系列活动”的函，本会组织本市医疗机构管理者 18
人由贾伟平副会长带队前往海南参加论坛等系列活动。

12月 26日，由海口市卫健委和本会共同主办的“走进海南—海南医院管理

论坛”在海南中改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来自海南医疗卫生领域的 300



7

余名医院管理者参加。论坛的开幕式由曹建文主任主持，海南省卫健委陈少仕

副主任，海口市卫健委周干副主任先后致辞，指出：本次论坛旨在学习借鉴上

海在现代医院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加强对海口市医疗卫生机构的科学管理，

进一步提升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水平、服务能力。贾伟平副会长代表本会致辞。

根据海口市卫健委的要求，本会精心组织了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贾伟平所

长、申康医院发展中心郭永瑾副主任、儿童医学中心江忠仪院长、儿童医院于

广军院长，浦东医院余波院长、华山医院马昕副院长、仁济医院王育副院长、

新华医院潘曙明副院长、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军华副院长围绕分级诊疗中糖尿病

等慢性病的防治、全质量管理的建立和实践、医联体建设与同质化管理的实践

等多个角度与海南医院管理同仁们进行分享交流。市第六人民医院绩效办曹建

文主任和海南省人民医院杨毅军院长分别担任上下午的嘉宾主持。

论坛旨在进一步加强琼沪两地医院管理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提高两地医院

管理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相互学习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并希望能为各位同

道在现代医院管理建设中带来碰撞的火花、有益的启迪和思考。

12月 27日，专家一行还在海口市卫健委领导的带领下先后来到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及同济文昌医院进行现场交流。围绕医院绩效

考核、分级诊疗、医院智能化建设、慢病管理等专题进行探讨交流，并在部分

项目达成进一步合作的意向。

.评审中心.

上海市三甲专科、三乙综合医院等级评审工作会议召开

12 月 9 日，市卫健委、本会和评审中心在普陀区中心医院召开“上海市三

甲专科、三乙综合医院等级评审工作会议”，完成了三甲专科、三乙综合医院

等级评审标准学习与培训。市卫健委秦净副主任、本会陈建平会长、第一届专

家咨询委员会专家、12 家市三甲专科、7 家三乙综合医院院长、纪委书记（党

建行风专家）等 50余人参会。评审中心何梦乔主任主持了会议。

陈建平会长发表讲话，他回顾了第一周期医院等级评审工作的开展情况及

开展新一周期评审工作准备与实施情况。医院等级评审是一项影响面广、工作

量大、社会关注度高的工作，经市卫健康委同意新一周期评审将由本会专家咨

询委员会专家担任领队，各三甲综合与三甲专科医院的院长担任各评审专家组

组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对医院评审和巡查内容进行评审。随后，秦净

副主任发表讲话，他强调了医院等级评审对促进医院科学管理，规范医疗行为，

完善医院管理体系，促进重点学科建设，打造特色品牌具有重要意义；重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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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是医院管理界的前辈，需积极履行各自职责，做好统筹协调工作，推动医院

评审顺利开展。接着，评审中心李静常务副主任向与会者报告了新一周期上海

市三级医院开展等级评审的相关准备，对评审标准和评审工作流程进行了解读，

并重点介绍了评审组长、领队的职责和工作内容等情况。

最后，举行了市三甲专科医院评审组长抽签仪式。按照市卫健委、医院协

会和评审中心确定原则，评审组长由各三甲医院现任院长担任，采取系统回避，

以抽签方式产生。现场进行抽签，确认了各三甲专科评审医院的评审组长。

.质量控制.

广东省、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带队赴上海考察交流质控工作

广东省、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持续推进医疗质量控制管理工作，学习

上海市医疗质量控制管理的先进经验，提升本地质量控制管理水平，通过与上

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系后，组织深圳市级质量控制中心赴上海考察交流。

11月 21 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刘源泉、陈先主任科员；深

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管处李冰副处长、深圳市各市级质量控制中心共 50人参

加会议。上海市医疗质量控制管理事务中心谭申生主任介绍上海质控管理整体

情况；上海市感染性疾病临床质控中心谢青主任介绍管理经验；上海市护理质

控中心陈蓓敏秘书分享质量控制工作体会。现场热烈互动与交流讨论。

下午参访人员分别赴上海市临床检验、妇科（挂靠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门诊管理（挂靠在长征医院）质控中心进行参观考察。11月 22 日全体

人员参访上海市感染性疾病质控中心（挂靠在瑞金医院）。沪深两地医疗质控

管理者面对面地讨论分享专业工作经验，广东省、深圳市卫生行政部门及质控

中心对如何开展质量管理表示深受启发。

.专委会活动.

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
12 月 13-15 日，本会医疗质量管理专委会应台州市卫健委邀请，组织部分

医院医疗副院长、医务处长赴台州下辖临海市和天台县进行交流考察。14 日上

午，交流团一行在台州市卫健委林伟胜副主任的陪同下，到临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进行交流座谈。临海市一院首先介绍了该院医共体发展现状，陈尔真主任委

员详细介绍了近年来瑞金医院打造专科医联体建设的情况，随后交流团一行和

医院相关管理人员进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围绕医联体同质化管理、分级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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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下午，交流团一行赶赴天台县，在天台县人民医院陈

昕昳院长的陪同下，实地参观了天台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交流团对医院在院领

导和县政府的支持下在远程诊疗和移动护理单元的大力投入和使用方面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本次交流加深了上海和台州地区医院管理同道之间的交流和交往，

为两地医疗合作的持续开展夯实了基础。

基层医疗机构管理专业委员会

12 月 25 日下午，本会基层医疗机构管理专委会 2019 年第四次季度学术活

动顺利举办。专委会委员、青年委员以及本市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人员

66人参加了活动。李立强主任委员代表专委会讲话，他简要总结专委会 2019 年

工作，并介绍了 2020 年专委会工作设想。本次学术交流，特别邀请了上海邦信

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郑峻律师、嘉定区卫健委信息中心周晶副主任、黄浦区

疾控中心周峰主任、华山医院褚鹤龄主任围绕医保监督的法律体系、智慧社区

健康管理服务平台的打造、多学科诊治（MDT 门诊）的实践应用等内容进行交流

与讨论。最后，专委会顾问金其林教授进行总结发言。

门急诊管理专业委员会

11 月 28-30 日，本会门急诊管理专委会组织本市门急诊管理专家赴云南省

丘北县人民医院，举办“医改新形势下的门急诊管理与实践培训班”异地授课，

来自云南全省 230 余位学员报名参加。29日上午举行开幕仪式，丘北县人民政

府王玫副县长到会并讲话，门急诊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宓轶群代表专家团队致

辞。专委会组织市第六人民医院门诊部宓轶群主任、瑞金医院舟山分院孙胜伟

副院长、华医院门急诊部是俊凤主任等 7 位专家围绕“基于管理驾驶舱的门诊

管理”、“门诊现状、难点和探讨”、“以绩效管理促急诊学科发展”等内容，

与云南的医院管理同道进行交流，为进一步提升云南地区门急诊管理与服务水

平，更好地服务当地人民群众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精神卫生中心管理专业委员会

11 月 15 日，本会精神卫生中心管理专委会举行了“2019 年度精神卫生中

心管理学术会议”。专委会委员、青年委员，市、区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副院

长、职能部门负责人等 120 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专委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精

神卫生中心副书记赵敏主持开幕式。本会副会长、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

一峰代表协会致辞。大会设“精神专科医院管理热点与挑战”、“专科医院精

细化管理”、“智慧医院与管理创新”三个主题板块。邀请了国家卫健委医政

医管局医疗资源处副处长胡瑞荣、本市卫健委医政处处长吴宏、复旦大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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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等 7 位专家围绕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本次会议增设

管理类优秀论文评比环节，共收到 37篇投稿论文，评选出 9篇优秀论文，大会

上举行了 2019 年度管理学术会议优秀论文颁奖仪式并进行了优秀论文交流分

享。赵敏主委在大会最后进行了总结。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

12月27日下午，由本会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和丁香人才共同主办，

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承办的2019年上海市医院协会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

会学术年会举行。来自本市和国内部分省市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者 200 余人参

会。四院党委副书记谭莉疆代表熊利泽院长致开幕词，徐伟平主任委员到会并

讲话。本届年会邀请了中山肿瘤防治中心党务副书记何韵，华中科技大学附属

同济医院紧急管理办公室主任肖万超，丁香园高级人才发展经理陈路路和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副处长谢娜等专家，围绕临床研究管理、医院绩效

考核体系构建、需求侧人才供给和医院人才引进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探讨。

医院医疗保险管理专业委员会

12 月 27 日下午，本会医院医疗保险管理专委会 2019 年第四季度学术活动

顺利举办，专委会委员、青年委员、本市二级及二级以上医院医保管理人员 70

余人参加。专委会顾问、市质控事务管理中心谭申生主任应邀出席。首先进行

了专委会 2018 年 4项立项课题的结题评审，专委会正副主委、秘书长和外请专

家组成的评审小组进行现场评审，现场对评选出的优秀课题进行了颁奖。专委

会秘书组长陈澍担任评审环节主持。结题评审后，邀请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

理中心王伟俊副主任、曙光医院医保办张学超主任、浙江省医保专委会主任委

员谢俊明教授围绕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最后，邵建华主任委员做了会议总结。

传染病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

11 月 30 日，由本会传染病医院管理专委会主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承办

的“上海市医院协会传染病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 2019 年学术年会暨现代传染病

医院管理研修班”在上海举办。专委会委员、青年委员以及本市、区传染病医

院管理者 150 余人参加。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公卫中心陈良副主任主持开幕式。

专委会主任委员、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公卫中心朱同玉主任代表专委会

和公卫中心致辞。邀请了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方秉华副书记、郭永瑾副主任、市

儿童医学中心赵列宾副院长等 9 位管理专家围绕主题进行了交流。会后召开了

专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对 2019 年专委会工作进行总结，并对 2020 年工作计划

向委员们征求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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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综合性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

11月 15日，由本会区综合性医院管理专委会主办、杨浦区中心医院承办的

“区综合性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学术交流报告会”在杨浦区中心医院成功举办。

会议主题为“患者安全的实践与进展”，专委会委员、青年委员，区属医院相

关管理人员近 200人参会。专委会副主委、嘉定区中心医院院长黄旭元致辞。

邀请了瑞金医院卢湾分院院长陆勇、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范小红、杨浦

区中心医院副院长郑鹏翔、杨浦区中心医院检验科主任李智围绕主题进行授课。

12月 24日，由本会区综合性医院管理专委会主办，徐汇区中心医院承办的

“智慧医院建设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发展论坛”顺利举行。专委会委员、青年委

员，相关医院相关管理人员 120余人参会。专委会副主任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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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德华院长致辞。邀请了市卫健委信息中心谢桦主任、徐汇区中心医院朱福执

行院长分享了健康大数据、5G+医疗应用等概念的应用探索。论坛结束后召开了

专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于德华主任委员汇报了专委会 2019年工作总结，并商讨

确定了 2020年工作计划。

医院建筑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

12月 4日，由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以及本会医院建筑

后勤管理专委会联合举办的“项目竣工审计政策及规范要求解读”讲座在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举行。各市级医院基建分管院长、处长，专委会委员、青年委员、

委员单位相关管理人员共 120余人参会。专委会主任委员魏建军主持讲座。市

审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一处赵新洪副处长作主讲，介绍了政府投资审计依据

简介，阐述了近期出台法律法规的背景和要点及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的重点内容。

会后，还组织参观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新落成的医疗综合楼。

12月 27日，由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指导，本会医院建筑后勤管理专委会主办，

第十人民医院承办的“2019年度总结暨表彰大会”成功举行。专委会主任委员

魏建军主任、第十人民医院秦环龙院长、专委会顾问陈睦副主任先后致辞，专

委会秘书组长朱永松主持开幕式。大会上为“2019单位优秀组织奖”、“2019
上海智慧医院建筑与运维案例奖”、“2019医院后勤管理与服务年度先进人物：

基建管理、后勤管理、外包服务”等奖项获得者和单位举行了颁奖仪式。

日间手术管理专业委员会

11月 19-20日，由本会日间手术管理专委会主办、同仁医院承办的“日间

手术管理实践新进展”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学习班暨专委会 2019年第三次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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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顺利举办。来自广州、河南、湖南、安徽、江苏、四川以及本市近 140名
学员参加了学习班。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黄旭元主持开幕式，同仁医院马骏院长、

本会副会长钟海忠院长和市卫健委秦净副主任先后致辞。邀请了仁济医院副院

长张继东等 8位讲者围绕日间手术新模式、区域医疗中心开展日间手术实践等

内容进行了分享。20日上午，53位学员赴仁济医院和同仁医院参观日间手术中

心，学员们在参观时与日间手术管理专家面对面深入学习、深度沟通。

医院血液净化管理专业委员会

12 月 8 日，由本会医院血液净化管理专委会主办的第一届学术年会暨 2019

年上海市透析质控管理论坛在中山医院举行。专委会委员、青年委员及本市二

三级医院从事血液净化专业的医生、护士、工程技师及相关部门管理人员近 400

人参会。专委会主任委员丁小强致辞。本会俞卓伟副会长致辞，并介绍了专委

会组成，宣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秘书名单。专委会秘书组长邹建洲主持

开幕式。本次会议设主论坛和护理分论坛。主论坛上邀请了中山医院丁小强、

市第六人民医院汪年松等 16位教授，围绕透析安全的质控管理等内容，对血液

净化管理进行了全方位的授课及经验分享。

.会议通知.

关于第十五届（2020 年）华东地区医院管理论坛征文的通知

各级医院、各医疗机构：

由华东地区医院管理联谊会主办、山东省医院协会承办的“第十五届（2020

年）华东地区医院管理论坛”拟于 2020 年 4 月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现征集论

坛上海地区论文，请登录本会网站 www.shyyxh.cn“征文投稿”栏目查询通知

详情。请各单位联络员集中所在单位稿件并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前网上投稿。

关于申报 2020 年上海医院管理创新奖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表彰和奖励本市在医院管理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在市卫健委

指导下由本会设立上海医院管理创新奖。申报时间：2019 年 12 月 21 日—2020

年 4 月 30 日。请在申报时间内将申报材料送至本会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请

登录本会网站 www.shyyxh.cn“资料下载”栏目查询通知及相关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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