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院协会 2019 医院精细化管理论坛
邀请函
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推动医院科学化、规范化、精
细化管理，系统展示行业改革发展新理念、新举措、新成效，中
国医院协会定于 11 月 7～9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首届医院精
细化管理论坛。
本届会议以“精细赋能 聚质创新”为主题，以质量、安全、
服务、绩效为核心，搭建宏观政策与医院实践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会议设开幕式、主论坛、6～8 场分论坛及学术展示，邀请两院院
士、大型医院优秀管理者和知名专家学者发表学术演讲。会议将
发布医院质量管理团体标准和患者安全目标实践优秀案例。
谨此，中国医院协会诚邀有关部门领导、各级各类医院管理
者及医药管理者为提升我国医院精细化管理水平凝心聚力、共谋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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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医院精细化管理论坛参会须知
一、会议安排
1.会议时间：11 月 7 日～9 日
11 月 7 日，注册报到，下午会前会；
11 月 8 日，全天主论坛；
11 月 9 日，上午分论坛，下午学术参访/离会。
2.会议地点：深圳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广东省深圳市盐田
区大梅沙盐葵路 9 号，电话 0755 8888 6688）。
二、参会人员
大会面向行业和社会开放。主要有国家及地方有关部门领导、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者、各级医院管理者、医院各科室学科带
头人及业务骨干、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医药企业管理者。
三、学分授予
授予国家级 I 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4 分（编号：2019-15-02-377
（国）
）
。
四、相关事项
1.中国医院协会会员单位，注册费 1600 元/人；非会员单位，
注册费 2000 元/人；会前办理会员单位入会手续，注册费 1600 元/
人。首次入会单位十人以上团队报名可享受注册优惠。扫描二维
码进入报名系统可直接报名缴费，电子汇款请注明“精细化论坛”
。
会议可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二维码）
，需开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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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须提供单位名称和纳税人识别号。
2.出席大会人员往返交通费、食宿费自理，大会组委会不安排
接送机/站。会议期间（11 月 8 日～9 日）将为参会代表免费提供
工作午餐及推荐酒店至会议中心的交通接驳班车。参会可联系会
务组预定推荐酒店。
3.专家及部分参会代表（限100 名）可预约参访腾讯总部、深
圳市统计信息中心及信息化建设示范医院。
五、联系方式
官网报名：www.cha.org.cn/精细化论坛专栏
邮箱报名：chazpy@163.com 或 chajpb@163.com
传真报名：010-81400409
微信报名：
联系人：
付小洋 15611327706

董翠翠 15210672210

朱 腾 15967125686

隗秀荣 13651250230

李永斌 010-81400607
申请入会：010-81400665 或 15313522288（请注明“精细化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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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医院精细化管理论坛日程安排
主办单位：中国医院协会
协办单位：广东省医院协会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国医院协会质量专委会

医院标准化专委会

会议时间：11 月 7 日～9 日
会议地点：深圳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
（一）开幕式及主论坛（11 月 8 日全天）
1. 嘉宾致辞
2. 信息发布：

(1) 医院质量安全管理（第五批）团体标准；
(2) 中国医院协会患者安全目标实践优秀案例；
(3) 患者安全目标核心专家颁发证书。
3.主论坛：精细赋能 聚质创新
(1) 从新医改到大健康——聚焦医改十年 引领医院发展；
(2) 以精益为抓手 以质量为核心 创建一流现代医院；
(3) 以病种为导向推进医院质量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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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型公立医院优质高效运行机制的构建；
(5)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与运营管理实践；
(6) 迈向质量时代 发展质量标准；
(7) 构建现代医院全质量管理体系；
(8) “互联网+”智慧医疗。
（二）分论坛（11 月 9 日上午）：
1. 医院精细化管理（决策支持、精益管理、质量追溯体系、医

疗品质提升、卫生技术评估等）；
2. 医院标准化管理（团体标准应用实践、医院标准化管理、核

心流程管理、关键控制点质控）；
3. 医院绩效管理（全面绩效改革实践、成本管控、科学预算管

理、HRP、绩效激励）
；
4. 重点学科建设（重点学科与优势学科群建设、非优势学科能

力提升、人才培育与激励机制、儿科、妇产科、精神科等
紧缺科室建设）
；
5. 患者安全（患者安全目标、核心制度、流程再造、院感控制、

信息安全、实践案例）
；
6. 围术期安全管理（核心制度、服务能力、重点领域风险管控、

快速康复（ERAS）、舒适化医疗）；
7. 精益 MDT（整合式医疗服务模式，重点学科 MDT，诊疗规

范）；
8. 专科医联体建设（诊疗服务均质化、急慢分治模式、专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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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体一体化模式）；
9. “互联网+”智慧医疗（智慧医院、智慧病房、人工智能、

云服务、医疗协同、远程医疗）。
（三）会前会（11 月 7 日下午）：患者至上 质量启航
（四）学术展示（会议期间）
：
1. 医院精细化管理巡礼展；
2. 患者安全目标优秀案例实践展。

（五）医院参访（11 月 9 日下午）：
专家及部分参会代表（限100 名）学术参访腾讯总部、深圳市
统计信息中心及信息化建设示范医院。
*完整版日程及嘉宾介绍请登录中国医院协会官网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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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医院精细化管理论坛参会回执
单位

邮编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箱

联系人
或负责人

职务

手机
（必填）

邮箱
（必填）

参会嘉宾 1

职务

手机

邮箱

参会嘉宾 2

职务

手机

邮箱

参会嘉宾 3

职务

手机

邮箱

参会嘉宾 4

职务

手机

邮箱

参会嘉宾 5

职务

手机

邮箱

1）酒店 1：标间
住宿安排 2）酒店 2：标间

间（约 850 元／间夜)

单间

间（约 1000 元／间夜)

间（约 750 元／间夜） 单间

间（约 750 元／间夜）

间（约 550 元／间夜)

间（约 600 元／间夜)

（步行距离
15 分钟内） 3）酒店 3：标间

入住时间
注册费：

2019 年 11 月
元/人×

日

单间
离会时间

人=

2011 年

月

日

元

注册缴费
缴费标准：非会员单位，￥2000；会员单位，￥1600；团体注册 30 人及以上，￥1400

发票事项 发票抬头

注意事项

纳税人识别号

1.会前缴费：银行汇款缴费请注明“精细化论坛”，汇款信息：账户名称：中国医
院协会，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北三环支行，账号：86 2281 2998 10001。
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系统报名，会议可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2.现场缴费：可现金、刷卡、微信、支付宝付款。
3.注册缴费现场可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二维码两日内有效）。
4.请将回执信息填写准确，并邮件至 chazpy@163.com，chajpb@163.com 或传真至 010-81400409
5.此表电子版可在中国医院协会官网（http://www.cha.org.cn/）下载，复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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