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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医院协会文件

云医协发〔2020〕1 号

关于下发《云南省医院协会 2019 年工作总结》

和《云南省医院协会 2020 年工作计划要点》

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云南省医院协会 2019 年工作总结》和《云南省医院协会

2020 年工作计划要点》已经云南省医院协会二届六次理事会暨

八次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现下发给你们（见附件）。望学习

传达，继续支持和协助协会全面做好 2020 年工作。

附件：1.云南省医院协会 2019 年工作总结

2.云南省医院协会 2020 年工作计划要点

2020 年 1 月 10 日

抄 报：省卫生健康委、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
抄 送：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
云南省医院协会办公室制发 校对：杨利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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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云南省医院协会工作总结

2019 年云南省医院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三

中、四中全会和全省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在中国医院协会的指

导下，在省卫生健康委和省民政厅的指导支持下，认真履行服务

社会、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初心和使命，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

任务，为健康云南战略实施和全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

贡献。现将 2019 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完成主要工作

（一）扎实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一

是制订了协会党支部《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方案》，向全体党员发放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纲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答》等学习材料。并充分运用“学

习强国”“云岭先锋”平台，采取“故事党课”“微党课”、案例

教学、微视频等方式，增强主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认

真组织党员积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为主

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三是认真开展专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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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会，会前充分准备、精心筹备，会上严肃进行支部工作检视

剖析，党员逐个检视剖析，围绕“理论学习有成效、思想政治受

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做表率”目

标，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认真检视存

在问题，深入剖析原因，制定改进措施，明确努力方向。同时，

按照个人自评、党员互评、民主测评的程序进行了党员民主测评。

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许建民调研员代表委指导组肯定了协

会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准备充分、思想认识到位、自我剖析深刻、

党员相互评价客观诚恳，达到了预期效果。

（二）进一步提升了组织管理水平。一是召开了协会第二届

第七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审定表决并一致通过了议定事项。二是

按照《云南省医院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并经协会 7 次常务

理事会审议，全年新增分支机构 11 个，分别是超声医学专业委

员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医院党建与文化建设工作委员会、大健

康产业工作委员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平安医院创建工作委

员会、医疗机构人力资源工作委员会、医院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

工作委员会、肺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医疗联合体与分级诊疗工作

委员会、医学免疫专业委员会。同时调整、增补了部分分支机构

组成人员，强化了分支机构的建设，并完成了 12 个专业委员会

换届工作。截止目前协会共有分支机构 81 个，待成立 3 个。三

是新申请入会的单位会员 17 个，其中有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

机构 7 所，新增个人会员有 100 人，协会规模不断扩大。四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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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完善了《云南省医院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和《云南省医院

协会分支机构考评办法》，召开了分支机构工作年会和培训会，

不断加强分支机构规范管理。五是积极做好协会微信公众号的运

营管理，共推送各类信息 40 期，发布信息近 300 条；依托各新

闻媒体推送宣传报道 170 余篇；与云南日报《影响力》合作，出

版了两期《云南医院》，进一步加强了协会宣传工作。六是严格

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和

协会财务管理制度开展财务工作，严格按照协会章程收缴会费，

开展年度财务自审和第三方财务审计，不断规范财务工作。七是

积极参加中国医院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中国医院协会

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中国医院协会与省级医院协

会联席会议、2019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2019 中国医院院长论坛、

2019 医院竞争力大会和 2019 中国医院院长大会等重大活动。八

是积极参与国家卫健委医管所举办的医疗质量持续改进观摩会、

医院评审评价同质化培训等活动。我会及会员单位多名领导多次

受邀在全国医界知名的医院管理交流平台担任大会主持人、分论

坛主持人和演讲嘉宾，在全国医院管理交流平台上提供了云南方

案、分享了云南经验、展示了云南风采。九是协会成为云南中医

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的实习基地。

（三）进一步提升了科研能力。在中国医院协会举行的“2019

年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科技创新奖”评选活动中，由云南省医院协

会和云南医泰医疗评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完成并联合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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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重点专科第三方评价标准体系研发及其在云南的推广应

用”项目荣获医院管理创新成果奖。该奖项是中国医院协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令（第 10 号）《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

术奖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设立的全国医院管理科学技术奖，每两

年评选一次，每次共评选五项。

（四）进一步拓展了交流合作平台。一是组织协会及会员单

位 20 余人赴广东学习交流协会内涵建设和医院党建、绩效考核

等方面工作，拓展协会人员管理思维。二是与四川省医院协会共

同主办“川云医院管理‘手拉手’活动暨学术交流会”，两省 160

名医院管理者参加。三是主办“云南省第十二届医院院长论坛暨

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和公立医院党建专题研讨班”，协会各会

员单位 300 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四是主办“2019 年滇池儿科

医学论坛暨云南儿科联盟学术年会”，协会各会员单位 600 余名

与会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五是组织协会会员单位院长参加了西

南片区第三届医院院长峰会。六是组织我省 10 位医院管理者参

加“2019 深圳医院大会”。七是组织协会 20 余名管理者参加了

在山西太原举办的第一届中西部医院大会。通过以上活动，学习

借鉴了省内外的先进管理理念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增强了我会的

行业凝聚力，扩大了协会影响力。八是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云南

省医院品管圈大赛暨第七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云南省预选

赛”，全省 22 家三级综合医院、23 家二级综合医院、12 家专科

医院共 57 家医院的 121 个圈组参加了此次比赛，选送 20 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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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5 个品管圈参加第七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获二等奖 5 个、

三等奖 5 个、优秀奖 15 个。

（五）进一步履行好社会责任。一是积极倡导行业自律，通

过组织开展各类学习、会议、培训，倡导会员单位积极响应中国

医院协会《中国医院自律公约》倡议，秉承“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全方位加强行业自律，

恪守职业道德，落实好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的各项措

施，切实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二是助力健康扶贫。通过开展远

程诊疗、巡回义诊、举办培训班、推广适宜技术、捐赠互助等方

式，倡导、鼓励各会员单位和分支机构做好健康扶贫工作。在“滇

黔桂医院管理基层行—院士论坛”上为大理州云龙县卫健局捐赠

10 万元用于基层医院建设。牵线促成南通大学第一附属与腾冲

市人民医院达成合作关系，实现双方从医院内涵建设到学科建

设、技术水平、教学科研、医院服务能力提升、医院评审等方面

深入交流、结对帮扶。三是协会会员单位开展免费义诊 100 余场

次，共免费义诊 10000 余人次。

（六）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成功举办了“约翰·霍

普金斯医学中心——中国云南行”学术交流活动，邀请了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病理科、放射科、麻醉科专

家，相继在昆明、大理、玉溪等地开展了多场学术交流活动和科

室查房，共计培训 600 人次。通过国际化的学术交流，近距离的

接触世界医学专家，全面拓展我省医务人员视野，同时建立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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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系，为各医院走向国际医学中心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美国波

士顿哈佛医学院马丁会议中心举行的“第九届中美健康峰会”和

在武汉举办的“第九届中美健康研讨会”上，云南省医院协会常

务理事单位昆明市儿童医院黄荣卫院长助理、云南省医院协会整

体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徐梅、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昆钢医院宋超院

长受邀参加，徐梅主委和宋超院长分别在峰会和研讨会上作演讲

交流。

（七）进一步做好政府交办工作。一是派出社会评价组一行

专家 13 人，志愿者调查员 70 人，对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

省中医医院、昆明市儿童医院、云南省精神病专科医院四个样本

医院开展了国家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第三方评估第四

轮调查。调查活动得到了国家项目组组长刘远立教授的高度好

评，10 个调查员荣获国家优秀调查员荣誉称号，圆满完成了国

家卫健委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第三方评估第四轮调查

工作。二是积极组织参加健康云之下 养生滇之南——2019 中国

（昆明）大健康产业博览会，期间，同时举办了第十三届医院院

长论坛，协会众多会员与 2000 余名专家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

计，推动大健康产业共同发展。三是协助做好省卫生健康委组织

的“2017-2018 年度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2013-2015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验收评审会议”和“2020 年省级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评审会议”。四是承办了省卫生健康委

2019 年“走进西部”项目“云南省公立医院管理学术会议”，共



8

有 200 余所医院近 300 名医院管理者和专家参加。

（八）进一步抓好诚信示范民营医院建设。协会在国内同级

协会率先开展了“诚信示范民营医院”创建工作，先后共有两批

42 所民营医院获得了“诚信示范民营医院”荣誉称号，在行业

内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民营医院的好评。

为持续加强我省民营医院的诚信建设，树立民营医院诚信服务的

良好形象，积极响应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院自律公约》倡议，

巩固好“诚信示范民营医院”创建成果，使创建工作常态化，协

会下发了《云南省医院协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云南省诚信示范民

营医院”创建工作的通知》（云医协发[2019]8 号）。通知下发后，

得到了民营医院的积极响应，共有 47 所医院按照通知要求上报

了相关材料，其中 41 所为再次认定，6 所为新申报。对再次认

定的 41 所民营医院协会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资料审核，并对会

泽惠民医院等 4 所医院进行了现场核查；对新申报的 6 所医院，

通过医院报名、医院自评、第三方社会评价、现场答辩、专家面

对面评审、征求当地卫生健康行政等部门意见等程序严格进行评

选，并经组织专家对 47 所医院进行评审后，提交本次大会审议，

对审议通过的民营医院将进行公示，对公示无异议者，奖授予“云

南省医院协会诚信示范民营医院”称号。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9 年，我会的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离政府、

主管部门、会员单位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是会费收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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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二是协会信息化程度较低，办公效率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

高；三是党建工作与协会工作结合有待进一步强化；四是服务会

员方式方法、内容形式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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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南省医院协会 2020 年工作计划要点

2020 年协会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医院协会

的指导下，在省卫生健康委和省民政厅的指导和支持下，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全面做好协会的各项工作。

（一）积极筹备和做好换届工作。在省卫生健康委和省民政

厅的领导和指导下，按照国家和我省社会组织管理的有关要求，

积极筹备和做好换届工作。

（二）提升内涵，强化管理能力建设。一是积极发展会员。

继续推进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自愿入会，努力增加专科医院、

民营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入会的比例，使我会

的会员覆盖面不断扩大，会员的组成和结构更全面、更合理。二

是不断健全协会分支机构。提升对分支机构的服务，做好分支机

构的年度考评工作，召开好分支机构年度工作会议。根据社会经

济发展和工作需要适时成立新的分支机构。积极支持分支机构创

新务实地开展活动。三是开好协会的例行会议，包括协会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会长会、部务会、周例会等，提高会议质量和效率，

强化对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和执行力。四是强化规章制度的执行

和落实，结合协会实际和相关规定要求，不断完善协会规章制度。

五是抓好协会媒体中心建设和效能发挥，继续办好《云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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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和发行，不断提升协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信息网络宣传，

运用 QQ 群、微信群等网络加强与各分支机构、各医院和会员的

紧密联系，进一步服务好会员。

（三）结合实际，认真抓好党建工作。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与

协会依法依规开展工作相统一，把党建工作融入协会的运行和发

展过程中。二是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要求，不断夯实协会党支部工作基础。落实好三会一课制度，做

好党费收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等工作。三是在省

卫生健康委机关党委的指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四）服务大局，积极助力健康云南战略实施。认真落实《“健

康云南 2030”规划纲要》，结合实施健康云南战略和全面深化医

改的要求，积极有为地助推和服务好会员单位做好分级诊疗、医

联体和专科联盟建设、学科建设和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等工作，促进会员单

位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保障医疗安全。

（五）发挥优势，加强学习交流与对外交往。一是办好云南

省第十四届医院院长论坛；与四川省、贵州省、重庆市、广西四

省（市区）医院协会联合举办好西南片区第四届医院院长峰会。

二是按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办好第三届南亚东南亚医院院长论坛。

三是结合成立医院党建与文化建设工作委员会，举办 1-2 期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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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党的建设理论研讨班和论坛，助推我省公立医院党的建设、

医院先进文化建设和医德医风建设。四是在省卫生健康委的领导

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

见》，发挥好协会优势，举办 2-4 期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学习

班，助推我省医院现代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五是举办好云南

省医院院长职业化管理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举办 3-5 期专科中

心建设和医院管理能力提升学习班。六是举办好第五届云南省医

院品管圈大赛暨第八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预选赛。七是与国家

卫健委医管所和中国医院管理研究中心等部门合作，举办医院评

审评价学习交流和“医疗服务提升公益行”等活动。八是在中国

医院协会和省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加强与各省级医院协会的交

流合作，组织协会会员单位到发达省市医院协会和医院考察学

习。九是积极主动把协会工作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适时

邀请发达国家医学专家到省内讲学与交流，组织会员单位到国外

医疗机构考察学习。十是组织我省中国医院协会理事、常务理事

和会员单位积极参加中国医院协会举办的中国医院大会、中国医

院质量大会、中国医院院长论坛和“一带一路”国际医疗合作交

流等活动。

（六）恪守宗旨，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履行好社会责

任，充分发挥协会和会员单位优势和特长，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

康扶贫活动；积极倡导、鼓励各会员单位和分支机构开展好各项

社会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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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努力完成政府交办各项工作。一是根据省卫生健康委

的安排，完成好国家卫生健康委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新一轮评

估调查工作。二是完成好国家和省卫生健康委委托的“走进西部”

培训任务和相关活动。三是继续做好政府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