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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质量 改善服务 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 

2018 中国医院大会邀请函 
 

尊敬的医院管理者：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健康中国战略，坚定不移

走质量强院之路，办好新时代人民满意的医院，中国医院协会定

于 9 月 20～21 日在北京举办 2018 中国医院大会，贯彻落实党和

国家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持续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响应国

家健康扶贫号召，聚焦医院质量、患者安全、优化服务，提升医

院医疗服务质量和临床科研质量，分享医院管理理念。本次大会

的主题是：聚焦质量 改善服务 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围绕主题，

大会安排了医院评价、临床试验过程管理、医保支付制度等主论

坛内容，并举办 2018 优秀医院院长和突出贡献奖表彰活动，大会

期间将召开近 20 场分论坛等多项学术交流活动。 

谨此，中国医院协会诚邀各有关部门领导、各级各类医院管

理者、相关行业协会及企事业单位领导、国内外专家学者、医药

企业管理者共襄盛会，共话大健康战略下的医院改革创新。 

附件：1.大会安排 

     2.大会日程  

     3.参会回执 

中国医院协会 

2018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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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中国医院大会会议安排 
 

一、时间地点 

2018 年 9 月 20～21 日，9月 19 日报到。 

北京九华国际会展中心大酒店（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

顺沙路 75 号，电话：010-61782288-6666）。 

二、参加人员 

大会拟邀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等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各级各类医院管理者和相关

学术机构学者等担任大会的演讲嘉宾、主持嘉宾，会议规模预计

3500 人。 

三、相关事项 

（一）注册参会可授予国家级Ι类继续教育学分； 

（二）注册费标准： 

1. 会员单位，2000 元/人；  

2. 非会员单位，2500 元/人；会前办理会员单位入会 2000

元/人； 

3. 会员单位团体注册 10-49 人，1800 元/人；50-100 人，1600

元/人；100 人以上，1200 元/人； 

（三）参会代表交通、住宿费用自理，会议不安排接送机/站，

统一安排住宿酒店到会场的接驳交通；会议不提供住宿，可协助

预订酒店；会议期间将为参会代表免费提供工作午餐（9 月 20～

21 日）。 

（四）注册费缴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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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前缴费 

注册费会前缴纳截止时间为 9月 16 日。 

（1）通过银行汇款至中国医院协会账户时，请务必注明“医

院大会”，并提前准备好开票信息，于 19 日全天和 20 日上午到大

会报到处领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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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2 8129 9810 001 

（2）通过微信、支付宝汇款时，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报名系

统，直接报名、缴费、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二维

码当日有效，过期作废）。 

2.会议期间缴费 

缴费时间为 9月 19 日全天和 9月 20 日上午。 

现场缴费可通过刷卡、微信、支付宝支付，并现场开具增值

税电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二维码当日有效，过期作废）。 

（五）联系方式： 

王  澍：010-68299291 

汪才靖：010-68299298 

张  滨：010-68299283 

李永斌: 010-68299290 

传  真：010-68299291  010-68299293 

邮  箱：zgyydh2018@163.com 

网  址：www.ch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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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中国医院大会日程 
 

9 月 20 日（周四）下午 

开幕式 14:00-15:25 

时间 内容 

14:00-14:02 2018 中国医院大会开场视频 

14:02-14:22 领导致辞 

14:22-14:52 领导讲话 

14:52-15:20 中国医院协会 2018 年优秀医院院长和突出贡献奖颁奖活动 

15:20-15:25 休     息 

主论坛 15:25-18:25 

15:25-15:50 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15:50-16:15 探索养老政策和医疗改革的最佳“结合点” 

16:15-16:40 开拓创新思维 引领医学发展 

16:40-17:05 统筹推进“三医”联动 切实发挥医保在医改中的先锋作用 

17:05-17:25 中国患者安全策略与实践 

17:25-17:45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医院发展 

17:45-18:05 中国医院协会关于《中国医院发展报告》的报告 

18:05-18:25 聚焦精准扶贫 助力健康中国 

19:00-21:00 会前会一：医院信息管理专委会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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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21:00 会前会二：新时代下独立医学检验实验室使用 

19:00-21:00 
会前会三：中国医院协会国际医疗服务与管理专业委员会成

立大会 

9 月 21 日（周五）上午 

分论坛一：制度为本——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思考与实践 

时间 内容 

08:30-09:00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为健康中国“立柱架梁” 

09:00-09:30 面向 2035 年北京卫生服务新体系规划 

09:30-10:00 积极推进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10:00-10:30 建立健全医院内部经营管理机制 

10:30-11:00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与医院评价 

11:00-11:30 “罗湖医改”的最新进展和典型案例 

11:30-12:00 绩效管理与医院发展 

分论坛二：支付攻坚——支付方式改革下的“合作共赢” 

时间 内容 

08:30-09:00 新形势下医保政策设计 

09:30-10:00 试点支付方式改革介绍 

10:00-10:30 医院支付方式改革与“业务结构”转型升级 

10:30-11:00 运用医保杠杆推动“日间手术” 

11:00-11:30 医院支付方式（DRGs）实践与控费成效 

11:30-12:00 创新机制体制应对支付方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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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2:30 医保博弈与合作共赢 

分论坛三：行业智慧——医院评价 

时间 内容 

08:30-08:50 
中国医院协会已发布团体标准解读（各个团体标准的解读以及

操作方法） 

08:50-09:10 中国医院协会团体标准发布 

09:10-09:30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评价工作总体设计 

09:30-09:50 江苏省医院评价工作进展 

09:50-10:10 浙江省医院评价工作进展 

10:10-10:30 上海市医院综合评价 

10:30-11:30 专家面对面—中国医院协会标准体系建设与建议 

分论坛四：科学管理——医院临床试验质量提升 

时间 内容 

08:30-09:45 领导致辞 

09:45-10:15 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试验质量管理工作介绍 

10:15-10:45 加强激励措施促进 GCP 中心与医院协同发展 

10:45-11:15 新时代伦理审查的新挑战：创新、效率、质量 

11:15-11:45 临床试验质量管理的主要环节 

11:45-12:15 加强药物临床试验过程规范管理 

分论坛五：改革创新——2018 年优秀院长和突出贡献奖获奖院长经验分享 

待评选结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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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六：时代使命——从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援藏”看健康扶贫 

时间 内容 

08:30-08:50 为全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8:50-09:10 构建健康扶贫大格局 全力助推精准扶贫 

09:10-09:30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援藏划时代意义 

09:30-09:50 上海健康扶贫工作经验分享 

09:50-10:10 坚持精准扶贫方略 打赢脱贫攻坚战 

10:10-10:30 地市级医院管理分会开展健康扶贫工作介绍 

10:30-12:10 健康扶贫工作经验分享 

分论坛七：患者安全—构筑科学有效的监控系统 

时间 内容 

08:30-08:50 中国患者安全协作网工作介绍 

08:50-09:10 关于中国医院协会 2019 年患者安全目标及实务指南的思考 

09:10-09:30 打造合理安全的输液预警监控系统 

09:30-09:50 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的管理体系建设 

09:50-10:10 手术感控管理及药物输注规范化管理 

10:10-10:30 医院感染管理：患者角色 

11:00-11:30 医疗服务运营管理与人因工程的思考 

11:30-11:50 医患和谐沟通 

分论坛八：文化铸魂——用人文精神铸就医院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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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08:30-09:00 2018 医院文化建设调研情况 

09:00-09:30 医院党建与文化建设 

09:30-10:00 医院文化建设助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10:00-10:30 医学人文从自己做起 

10:30-11:00 研究型中医院综合文化建设要素与可行性评价思考  

11:00-11:30 医院文化品牌与推广 

11:30-12:00 医学人文与医患沟通 

分论坛九：医联进程——用医联体推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时间 内容 

08:30-08:50 医联体建设政策设计与前瞻 

08:50-09:10 “一体两翼”：分级诊疗模式下医联体与家庭医生签约 

09:10-09:30 互联网模式下医联体“四个共同体”建设 

09:30-09:50 专科医联体建设 

09:50-10:10 创新打造“全国眼科联盟” 

10:10-10:30 儿科医联体创新发展 

11:00-11:30 创新地市级医联体发展模式与实践 

11:30-11:50 县级医共体建设模型与实践 

分论坛十：治疗前沿——肿瘤免疫治疗新进展 

时间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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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8:50 领导致辞 

08:50-09:10 肿瘤药物在中国的准入政策 

09:10-09:30 全球抗肿瘤药物发展趋势 

09:30-09:50 生存突破 前所未有—肿瘤免疫治疗发展史 

09:50-10:10 开创世界 重塑希望—免疫肿瘤研发的意义 

10:10-10:30 新信息 信息网—免疫肿瘤价值框架 

11:00-11:30 问题与解答 

9 月 21 日（周五）下午 

分论坛十一：医养结合——构筑医养健康产业发展新模式 

时间 内容 

14:00-14:20 医养结合项目政策引导与补助政策 

14:20-14:40 医养结合 PPP 项目在中国 

14:40-15:00 建邺区探索医养结合养老新模式 

15:00-15:20 积极推进医养结合行养老模式 

15:20-15:40 人工智能（AI）在养老领域的智慧应用 

15:40-16:00 公立医院拓展医养健康产业链投融资路径 

分论坛十二：“云”中医疗——互联网+医疗健康 

时间 内容 

14:00-14:30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趋势 

14:30-14:50 智慧医疗促医疗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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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5:10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15:10-15:30 以病人为中心 向智慧医院迈进 

15:30-15:50 运用智慧医疗强基层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地 

15:50-16:10 智慧医疗提升医疗水平 

16:10-16:30 打造全域联动的互联网医疗模式 

16:30-16:50 以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16:50-17:10 “互联网+医疗健康”之路 

分论坛十三：创新驱动——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时间 内容 

14:00-14:30 医学科研创新铸就医学高地 

14:30-15:00 用科研基础造就研究型医院 

15:00-15:30 基础研究与临床结合模式创新平台建设 

15:30-16:00 科研高地与高质量学科建设 

16:00-16:30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绩效评价 

16:30-17:00 科研项目精益化管理与效果实践 

分论坛十四：以人为本——医院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 

时间 内容 

14:00-14:30 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政策导向 

15:00-15:30 开放式人才培养机制建设医院“人才高地” 

15:30-16:00 公立医院院长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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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30 医院“人才树”与人才梯队建设 

16:30-17:00 探索医生集团中医院人才资源“碎片化”整合利用 

17:00-17:30 互联网医院人才资源开发利用 

分论坛十五：开采“富矿”——医疗大数据与增量崛起 

时间 内容 

14:00-14:30 医疗大数据中心建设与实践 

14:30-15:00 大数据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15:00-15:30 用医疗大数据助力医养健康新旧动能转换—北方数据中心 

15:30-16:00 数据信息经济 智慧医疗应用 

16:00-16:30 医疗科研大数据助力临床研究 

16:30-17:00 行政后勤管理信息化与智慧医院建设 

17:00-17:30 医疗大数据分析让医院增量崛起 

分论坛十六：举案互鉴——患者安全与质量提升精选案例 

案例正在征集中 

分论坛十七：国际医院质量管理认证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时间 内容 

14:00-14:30 

协会领导致辞 

专委会主任委员致辞 

专委会成立仪式 

14:30-15:00 质量与控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需要多元化 

15:00-15:30 第三方评价对医院质量提升的再认识 

15:30-16:00 美国 JCI：质量为先，提升医疗品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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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30 挪威 DNV：批判化思维提升流程改造 

16:30-17:00 德国 KTQ：社会监督机制建立是医疗质量提升的有力保障 

17:00-17:30 从国际经验看医院质量认证对于商业保险发展的价值 

17:30-17:45 高端对话：中国特色的医疗机构质量认证管理建设 

17:45-18:00 大会总结 

分论坛十八：医院药事管理创新与实践 

时间 内容 

14:00-14:30 医改背景下医院药学新定位 

14:30-15:00 北京市医院药学改革进程及成绩 

15:00-15:30 医院药学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 

15:30-16:00 临床药师参与医保控费管理 

16:00-16:30 医院药学实践与创新 

16:30-17:00 医院药事管理质量控制指标 

17:00-17:30 互联网+药学服务实践与探索 

17:30-18:00 迎医改春风，实现临床药师培训跨越式发展 

分论坛十九：医院标准化管理分论坛 

时间 内容 

14:00-14:30 培训专家介绍 

14:30-15:00 协会领导讲话 

15:00-15:30 《医院质量安全管理团体标准》编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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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00 中外医院评审与认证 

16:00-16:30 政府标准与团体标准发展 

16:30-17:00 《中国医院质量安全管理》团体标准编制规范介绍 

17:00-17:30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管理》应用介绍 

17:30-17:45 《中国医院质量安全管理标准》及其行业推广应用 

17:45-18:00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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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中国医院大会参会回执 
（9 月 20~21 日 北京九华国际会展中心大酒店） 

医院名称  邮编  

医院地址  

医院电话  邮箱  传真  

联系人 

或负责人 
 职务  

手机 

(必填)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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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安排 
请参会代表自行联系酒店预订房间，北京九华国际会展中心大酒店订房电话：

杨经理  13911662750 。 

注册费：         元/人×       人=         元  

注册缴费 
缴费标准：非会员单位，￥2500/人，会员单位，￥2000/人；会员单位团体注册

10-49 人，￥1800/人；50-100 人，￥1600/人；100 人以上，￥1200/人。 

注意事项 

1.大会内容如有调整，恕不另行通知；请在 9 月 14 日前将回执发至 zgyydh2018@163.com 。 

2.会前缴费（截止时间 9 月 16 日） 

（1）银行汇款缴费请注明“医院大会”，汇款后不予退款；请提前准备好开票信息，于 19

日和 20 日上午到大会报到处领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二维码当日有效，过期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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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汇款，请扫描右方二维码，进入报名系统， 

报名、缴费、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二维码当日有效，过期作废）。 

3.现场缴费可刷卡、微信、支付宝，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二维码当日有效，

过期作废）。 

4. 出席大会人员交通住宿费用自理，会议不安排接送机/站；会议期间（20-21 日）将为参

会代表免费提供工作午餐。 

注：请填写此表邮件（zgyydh2018@163.com）、传真（010-68299291/93）或邮寄至组委会，复制有

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