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品质 融合创新
2017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会议日程
第一天：2017年10月26日（周四）
时

内

间

容

演讲嘉宾

开幕式
08:30-08:40

中国医院协会会长 刘谦致辞

08:40-08:50

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致辞

08:50-09:00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主任 谭颖致辞

主持嘉宾

点评嘉宾

08:30-09:00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薛晓林

主论坛 09:00-12:00
加强学科协作 促进医院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 赫捷

医疗质量管理研究与创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 王辰

10:00-10:30

中国DRG战略的几点思考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巡视员、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 李路平

10:30-11:00

现代医院管理申康实践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主任委员、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 陈方

医疗机构绩效考评机制探析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主任 孙阳

09:00-09:30

09:30-10: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3:30

院士
讲坛

主旨
报告 深圳市公立医院人事制度综合配套
深圳市卫生计生委主任 罗乐宣
改革实践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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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山东省医院
协会会长、山东省立医院院长
秦成勇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王伟林

主论坛 13:30-18:00
13:30-14:00

14:00-14:30

加强慢病管理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副主任 周脉耕
他山
医院科技创新推进医疗质量提升
之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樊嘉

14:30-15:00

精准医疗与健康服务模式转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 孙虹

15:00-15:30

信息化助推大型综合医院管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周蒙滔

15:30-16:00

行业
构建最佳医疗生态体系
发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王建安

16:00-16:30

DRG与大数据

中国医院协会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协和医院原副院长 王以朋

16:30-17:00

基于药品零差率的医院运营管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党委书记 金昌晓

17:00-17:30

17:30-18:00

18:00-19:30

管理
江苏省医院协会副会长、南京鼓楼医院院长
医院与保险如何合作创造双赢局面
实践
韩光曙
药品零加成时代公立医院的应对及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院长 秦环龙
转型发展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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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耿庆山

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院长
刘新民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医院协会
同济医学院附属 副会长、江苏省
协和医院院长
人民医院院长
王国斌
唐金海

首都医科大学附
浙江省人民医院
属北京朝阳医院
院长 黄东胜
理事长 封国生

2017中国医院质量大会日程
第二天：2017年10月27日（周五）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分论坛：医院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08:20-11:45
协办单位：中国医院协会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
08:20-08:25

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致辞

08:25-08:30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致辞
第一模块: 精细化管理提升医疗质量与安全

08:30-08:45

现代医院管理实践与探索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山东省医院协会会长、 山东
省立医院院长 秦成勇

08:45-09:00

精细化管理助推医疗质量提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赵作伟

09:00-09:15

以病种为导向推进医院质量精细化管理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刘章锁

09:15-09:30

支付方式与医院补偿机制调整的思考

北京医院副院长 奚桓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山东省医院协会会长、 山
东省立医院院长 秦成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赵作伟

09:30-10:00

专家面对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刘章锁
·北京医院副院长 奚桓
·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 黄东胜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施秉银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 胡豫
10:00-10:15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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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江苏省医院协会副会长、
南京鼓楼医院院长 韩光曙

2017中国医院质量大会日程
第二模块：DRG结算方式下的质量及安全保障
10:15-10:30

大型综合性医院医疗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 王拥军

10:30-10:45

如何做好学科内涵建设

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顾民

10:45-11:00

DRGs与医疗质量控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 陆晨

11:00-11:15

医院病案标准化管理

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主任 王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 王拥军
·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顾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 陆晨

11:15-11:45

专家面对面

·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主任 王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理事长 封国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裘云庆
·上海市胸科医院副院长 范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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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医院协会副会长、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徐开林

2017中国医院质量大会日程
第二天：2017年10月27日（周五）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分论坛：创新机制提升医疗质量

主持嘉宾

08:30-12:00

协办单位：中日友好医院
08:30-09:00

创新机制对提升学科医疗质量的价值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 王辰

09:00-09:30

主诊医师负责制对医疗质量的影响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 刘鹏

09:30-10:00

深化临床路径管理 持续改进医疗质量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陈东风

10:00-10:30

医联体规制与集团化重构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季国忠

10:30-11:00

中日专科医联体建设经验

中日友好医院医改医发办主任 贾存波

11:00-11:20

远程的协调机制对基层医疗质量的提升

国家卫生计生委远程医疗管理培训中心主任 卢清君

11:20-11:40

精准医疗的集成示范体系

中日友好医院科研处处长 崔勇

11:40-12:00

小结&点评

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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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
姚树坤

上海市第九医院院长 吴皓

江苏省医院协会副会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院长 滕皋军

2017中国医院质量大会日程
第二天：2017年10月27日（周五）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分论坛：信息化管理与大数据

08:30-12:00

08:30-09:00

大数据支撑医院科学管理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王兴鹏

09:00-09:30

医院信息化提升医疗质量与安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裘云庆

09:30-10:00

互联网+时代医院管理模式创新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院长 李文源

10:00-10:30

基于信息化的医院精细化管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任国胜

10:30-11:00

医院信息化建设在临床路径管理中的作用

浙江台州恩泽医疗中心主任 陈海啸

11:00-11:30

医疗大数据研究的价值与实践探讨

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 于广军

11:30-12:00

打造现代医院信息化管理平台

山东省毓璜顶医院院长 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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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副院长 陈尔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党委书记 朱夫

2017中国医院质量大会日程
第二天：2017年10月27日（周五）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专题论坛：多学科协作促进医疗质量提升 08:30-11:30
08:30-09:00

6S助推医院精细化管理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院长 秦环龙

09:00-09:30

国内MDT规范之道

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何强

09:30-10:00

多学科协作促进医院科学管理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院长 刘宏毅

10:00-10:30

新常态下医疗质量巡查模式的探讨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王跃建

10:30-11:00

创建多学科协作模式经验分享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书记 薛冬

11:00-11:30

集结优势学科群 打造高效MDT

四川省肿瘤医院院长 朗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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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 周军

江苏省医院协会副会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高建林

河南省肿瘤医院院长
张建功

2017中国医院质量大会日程
第二天：2017年10月27日（周五）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分论坛：患者安全文化

13:30-17:30

创新服务举措 提升医院品质

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 黄东胜

14:00-14:30

尊重沟通理解 精湛医德医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 马昕

14:30-15:00

精益医疗撬动质量管理密码

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 祝益民

15:00-15:30

医疗质量管理与和谐医患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 陈尔真

15:30-16:00

打造健康至上的患者安全生态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肖明朝

16:00-16:30

新医改形势下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院长 王静成

16:30-17:00

智慧医疗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金哲虎

13:30-14:00

17:00-17:30

主持嘉宾

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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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协会后勤管理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 张伟

宁波市第一医院院长
阮列敏

南京鼓楼医院党委书记
彭宇竹

2017中国医院质量大会日程
第二天：2017年10月27日（周五）
时

间

演讲嘉宾

分论坛：医院评审评价国际视野与国内实践

主持嘉宾

13:30-17:30

协办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3:30-13:40

致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王建安

13:40-14:10

医院评审促进质量提升

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浙江省医院协会会长
马伟杭

14:10-14:40

抓好医院内控管理 推进医疗质量提升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董蒨

14:40-15:10

国际标准 中国实践

JCI首席顾问兼HIMSS大中华区总裁 刘继兰

15:10-15:40

医院评审标准化建设

DNVGL医疗大中国区总经理、高级评审员 薄会杰

15:40-16:00

临床科室质量安全指标的监测与改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原常务副院长 赵小英

16:00-16:20

磁性医院的创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护理部主任 金静芬

16:20-16:40

基于JCI标准的持续质量改进实践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质管办主任 戴晓娜

16:40-17:00

依托医学实验室认可提升检验质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主任 陶志华

17:00-17:20

临床研究的标准化管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科教科主任 胡新央

17:20-17:40

人力资源管理助推医院成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人力资源部主任 陆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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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党委书记 陈正英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陈德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党委副书记
廖家智

2017中国医院质量大会日程
第二天：2017年10月27日（周五）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分论坛：医院精细化管理实践创新

13:30-17:30

13:30-14:00

浙江省东阳市24年改革经验分享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医院院长 应争先

14:00-14:30

医院管理改革实践与领导力建设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理事长 王新生

14:30-15:00

医院管理精细转型

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赵俊

15:00-15:30

推进医院精细化管理优化医疗服务流程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侯建全

15:30-16:00

医院运营管理创新之道

深圳市医院协会会长、深圳市人民医院院长 邱晨

16:00-16:30

我国医院标准化管理实践创新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解放军总医院管理研究所
所长 刘丽华

16:30-17:00

绩效管理与医院运营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连庆泉

17:00-17:30

浙江长兴医联体改革实践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长兴分院执行院长
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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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江苏省医院协会副会长南
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院长
史兆荣

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院长 余波

2017中国医院质量大会日程
第二天：2017年10月26日（周四）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精英沙龙：医院质量安全管理实践分享
19:00-19:20

医院质量安全管理二三事

主持嘉宾

19:00-21:20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主任 孙阳

主题一：聚焦 质量 安全 服务 绩效
19:20-19:40

构建患者安全文化 共同抵御医疗风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助理 王平

19:40-20:00

关注服务细节 持续改进医疗质量

江苏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处长 宋宁宏

20:00-20:20

医院质量管理与行风建设践行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务处处长 王惠英

江苏省医院协会副会长、
南京鼓楼医院院长
韩光曙

主题二：打造高效医务管理模式
20:20-20:40

以品牌建设带动医院学科发展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院长助理 姚麟

20:40-21:00

医生多点执业的机遇与挑战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务处处长 杨杰

21:00-21:20

医院改革发展与内涵建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务处处长 李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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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副院长 马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