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50-15:20

中国篇

14:20-14:50 中国患者安全现状与发展

领导致辞

会前会

质量优先 患者至上 

安全启航

WHO 患者安全 2018 年发展目标

卓越绩效——衡量与改进（Performance excellence-measurement and improvement）

患者安全中的人因工程的重要性（the imporatance of Human factors in patient safety）

基于风险思维的患者安全（risk based approach to patient safety）

14:00-14:20

政策篇

国际篇

15:20-15:50

15:50-16:20

16:20-16:40

16:40-17:00 患者至上 安全启航

17:00-17:20 医院管理推动患者安全

患者安全之医院战略管理

讨论：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可持续发展

17:20-17:40

17:40-18:30

会议日程 17 星期四 会前会

时间 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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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服务：

宫志强 010-68299339     安    啸 010-68299336

王    澍 010-68299289     张仿玥 010-68299288   

赵    萍 010-68299294     李永斌 010-68299290 

董翠翠 15210672210        孙    征 13701104324

传    真：010-68299293    010-68299291



            

            

            

            

开幕式

主论坛

新时代 大健康 高质量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开幕式 / 主论坛18 星期五

领导致辞

1. 中国医院协会首批首席专家颁发聘书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

2. 上合组织医院联盟成立及颁发证书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领导

3. 医院质量安全核心标准发布

科学技术部领导

4. 医疗机构信用评价系统上线

09:00-09:15

09:15-09:20

09:20-09:25

09:25-09:30

09:40-10:00

10:00-10:20

10:20-10:50

10:50-11:10

11:10-11:30

11:30-12:00

迈向质量时代 发展质量标准认证

新形势下开展医院质量和 GCP 评价工作的总体考虑

以创新为第一动力 驱动临床研究水平提升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取消 GCP 审批后进一步做好临床研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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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论坛

医院评价国际论坛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开幕式 / 主论坛18 星期五

致辞14:00-14:10

14:40-15:10

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驱动医疗健康事业平衡充分发展

医院科技影响力评价解析

中国标准化发展与中国智造

从系统层面提升医疗质量安全

医院评估体系与创新（通过电子病历系统评估医疗质量）

学术点评

15:10-15:40

16:10-16:40

14:10-14:40

15:40-16:10

16:40-16:50

17:20-17:50

医院评价的价值与标准认证的作用

改善服务素质 优化需求管理 -- 香港医院管理局经验分享

以心血管健康指数为抓手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构建现代医院全质量管理体系

学术点评

16:50-17:20

17:50-18:20

18:20-18:50

18:5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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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 点评嘉宾

菁英沙龙

医院质量安全管理创新

与实践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菁英沙龙18 星期五

19:00-19:10 致辞

主题一：现代医院管理与科学评价

20:10-20:25 院长视角点评

19:50-20:10 基于 HIMSS6 级信息平台建设 患者安全实践与思考

19:30-19:50 加强精细管理  助推医疗创新

19:10-19:30 医院质量管理实践与组织评估

主题二：医疗质量精细化管理实践创新

21:25-21:40 院长视角点评

21:05-21:25 医疗质量移动督导平台助推精细化医疗管理

20:45-21:05 特殊沟通之纠纷防控实践

20:25-20:45 新医疗环境下的应对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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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 点评嘉宾

上合组织医院合作论坛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合作论坛19 星期六

联盟姊妹医院签约仪式

机器人微创外科治疗前沿

国际医疗中心建设

致辞

重点专科建设

主题 1: 上合组织区域医疗中心发展思路

主题 2: 促进上合组织远程合作平台建设与实践研讨

主题 3:“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医疗健康合作研究

主题发言--医院管理体系

08:30-09:00

09:00-09:10

09:10-09:20

09:20-09:30

09:30-09:40

圆桌对话

09:40-09:50

09:50-10:00

10:0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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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 点评嘉宾

分论坛 1

医院评价国际经验与

国内实践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星期六

医院评价促进质量提升

医院评价标准国际认证

医院评价标准与标准操作规程

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路径

医院绩效评价

医院评审评价体系建设

医院评价与信息化

医院评价国际经验分享

医院第三方评价方向及思路

08:30-08:50

09:50-10:20

09:30-09:50

08:50-09:10

10:20-10:40

09:10-09:30

10:40-11:00

11:00-11:30

11:30-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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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 点评嘉宾

分论坛 2

医院质量管理标准与

认证体系建设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协办单位：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标准化管理专业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服务管理标准委员会

致辞08:30-08:50

08:50-09:20

09:50-10:20

09:20-09:50

10:20-10:50

医疗卫生行业标准体系建设

“五位一体”全程质量提升支撑体系护航质量

质量认证发展之路

医院评价与认证

医院质量认证

中外医院评审与认证

医疗质量评价标准

10:50-11:20

11:50-12:20

11:20-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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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 点评嘉宾

分论坛 3

医院精细化管理创新 

——聚合医疗创新 赋

能提质增效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致辞08:20-08:30

08:30-09:00

10:30-11:00

10:00-10:30

09:00-09:30

11:00-11:30

09:30-10:00

11:30-12:00

12:00-12:30

医院质量发展报告

CDR 在医院精细化管理中的应用尝试

医院精细化管理与创新发展

以病种管理为核心的医院质量精细化管理

医院质量安全生态圈

磁性医院

绩效激励机制

医院运营管理（HRP）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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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4

医联体与分级诊疗

制度下医院质量提升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09:40-10:10

08:40-09:10

10:10-10:40

09:10-09:40

10:40-11:10

11:10-11:40

11:40-12:10

08:20-08:40

医院学科建设与人才发展

公立医院治理和改革

区域均衡发展 医联体建设机遇与挑战

医联体与分级诊疗制度下医院质量提升

医联体建设中医院质量——专科联盟创新与实践

新医改形势下地市级医院发展新思路

非政府主导医联体模式建设与实践

深化新医改——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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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5

患者安全：从理念

到行动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08:20-08:40

协办单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国卫生质量管理》杂志社

09:00-09:30

10:30-11:00

08:40-09:00

质量提升与患者安全

强化患者安全 助力医院质量管理

患者安全提升行动计划 2020

以患者为核心 质量安全持续改进

致辞

创新医院管理模式 强化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

09:30-10:00

10:00-10:30

11:00-11:30 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安全

新医改形势下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

基于 DRG 的医疗质控与评价

11:30-12:00

12: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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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6

新时代新动能——

医院质量管理传承

与创新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12

区域重大疾病防治体系建设与质量管理

电子病历分级评价新篇章

专科联盟创新与实践

信息化助推大型综合医院管理

广东省医院质量评价经验谈

加强医疗质量管理 全面提升医疗服务品质

医院管理一体化模式探讨

推进品质建设 打造卓越医疗

09:00-09:30

08:30-09:00

09:30-10:00

10:30-11:00

12:00-12:30

10:00-10:30

11:30-12:00

11:00-11:30



分论坛 7

VTE 防治体系构建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协办单位：中日友好医院

领导致辞08:00-8:20

主题演讲

08:50-09:00 VTE 项目启动仪式

VTE 防治的挑战与未来：从全球到中国 

推动院内 VTE 防治 建设中国 VTE 防治中心

08:20-08:35

08:35-08:50

专题一：关注医疗质量：医院内VTE防治体系建设——医院内VTE防治体系建设与管理问题

专题二：关注患者安全：防范医院内致死性肺栓塞的发生——医院内VTE防治体系建设的具体实施与实践

09:45-10:15 如何在院内临床科室落：VTE 防治的质量控制

医院内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与管理建议及指导文件解读

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构建院内 VTE 防治体系

09:05-09:25

09:25-09:45

10:50-11:10

11:10-11:30

10:30-10:50

11:30-11:50

11:50-12:10

针对 VTE 高危患者，如何采取积极地预防措施？

抗凝药物在 VTE 预防中的应用细节

如何评估住院患者肺栓塞 - 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

VTE 预防中的具体实施与细节把握

医院内 VTE 防治体系建设的管理——实践经验分享  
13



分论坛 8

赋能致远——医疗质

量内涵建设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10:00-10:30

09:30-10:00 湘雅医院合理安全输液预警系统介绍

改革引领云大医院发展创新

以医院感染管理为突破口 提高医疗质量

护理敏感指标体系的建立对保障患者安全的思考

采血检验流程优化解决方案

药房自动化后的信息安全管理与患者安全

基于真实世界数据对医用耗材临床适应性的分析探索

08:30-09:00

10:30-11:00

09:00-09:30

11:00-11:30

11: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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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集结优势学科群 

打造精益 MDT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专题论坛19 星期六

10:00-10:30

09:30-10:00

08:30-09:00

10:30-11:00

09:00-09:30

11:00-11:30

11:30-12:00

专业细化和融合助力医院医疗质量提升

ERAS 的实施机会与挑战

清华长庚医院 MDT 新模式

以质量效益为目标的医疗模式创新

如何使 ERAS 临床路径落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防治中心案例分享

多学科协作提升医院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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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1

医疗质量与信息化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14:00-14:15

13:40-14:00 他山之石：德国 DRGs 发展策略

致辞

医院空中急救体系平台建设

优质研究型人文医院建设创新与实践

信息化助力医疗服务改善

院长点评

医院信息化药学服务创新

13:30-13:40

14:15-14:30

14:30-14:45

15:00-15:30

14:45-15:00

协办单位：中国医院协会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

第一模块 :互联网改变医疗健康

15:45-16:00

15:30-15:45 医院物联网管理

围手术期的患者质量控制

优势专科建设

精益医疗撬动质量密码

院长点评

16:00-16:15

16:15-16:30

16:30-17:00

第二模块 :医疗健康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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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2

医院质量管理标准与

认证体系建设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协办单位：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标准化管理专业委员会、 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医疗服务标准专业委员会

16:40-17:00

16:20-16:40

15:40-16:00

16:00-16:20

15:00-15:20

《麻醉记录单》卫生行业标准解读

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院质量安全管理团体标准》编制规范介绍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管理》应用介绍

《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卫生行业标准解读

论质量标准与评审标准的统一性

医院医疗质量管理系统15:20-15:40

14:00-14:20

13:40-14:00 政府标准与团体标准发展

致辞

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院质量安全管理团体标准》解读

标准编写—如何把握质量安全管理这个核心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现状与思考

13:30-13:40

14:20-14:40

14:4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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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3

合理用药与用药安全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现代医院药事管理

医院评价之药学评价

打造区域药品交易平台

全质量管理体系下的临床药事的发展与创新

合理用药评价与处方点评

医院管理与药学实践——新形势下药学服务新思考

抗菌药物科学化管理 (AMS) 实践

抗菌素耐药与使用

15:00-15:30

14:30-15:00

14:00-14:30

15:30-16:00

16:30-17:00

16:00-16:30

17:00-17:30

17:30-18:00

协办单位：  中国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中国药房》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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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4

“互联网 +”医疗

服务与智慧医疗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协办：中国医院协会互联网健康专业委员会

15:10-15:40

14:10-14:40

14:00-14:10

14:40-15:10

15:40-16:10

16:40-17:10

16:10-16:40

17:10-17:40

17:40-18:10

智能诊疗技术与诊疗管理

区域健康信息互联互通的应用实践

致辞

用互联网思维创新医院信息化建设模式

一体化智慧医疗服务

AI 与临床实践的融合

深圳医联体智慧健康管理

智慧医院内涵与外延

专业品质 追求卓越 用信息推动医疗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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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5

现代医院 DRGs 与

临床路径管理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协办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5:30-16:00 临床路径与精细化管理

病案首页数据质量与处理

14:30-15:00 DRG 与医院发展的思考

14:00-14:30 现代医院国际化发展

15:00-15:30 DRGs 医院管理实践

医疗质量 DRGs 与临床路径

DRGs 助力医保精细化管理

推行临床路径 提升医疗质量同质化

16:00-16:30

17:00-17:30

16:30-17:00

1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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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6

绩效驱动 质量先导 

打造医院运营管理新

机制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协办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医院协会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

15:30-16:00 医联体与分级诊疗制度下医院质量提升

临床医学研究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14:30-15:00 新医改形式下的平均住院日管理

14:00-14:30 后勤服务转型升级“新支点”

15:00-15:30 以绩效为抓手推进全面质量管理

医院绩效管理初探

公立医院临床医生模块化绩效分配

医院内部考核评价体系的建立与运行效果分析

16:00-16:30

17:00-17:30

16:30-17:00

17:30-18:00

21



分论坛 7

锻造重点专科 

提升服务能力

时间 题目

会议日程 分论坛19 星期六

协办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30-16:00 推进专科建设

精益医疗体系建设实践

14:30-15:00 医院重点专科建设

14:00-14:30 医院临床研究水平提升关键因素分析

15:00-15:30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医院品质品牌建设

打造区域儿童医学中心

沟通与质量安全

16:00-16:30

17:00-17:30

16:30-17:00

1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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