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邀请函
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健康中国战略决策部署，2019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定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6 月 1 日在四川省成都
市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团结广大医院管理者与行业同仁，共同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系统展示行业改革发展新理念、新举措、新成效。
本届大会以“奋进新时代

质量新启航”为主题，重点围绕

医疗质量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管理，聚焦提升医疗质量、保
障患者安全、改善医疗服务。大会设开幕式、主论坛、二十余场
分论坛及学术展示，邀请十余位两院院士、两百余位大型医院优
秀管理者发表学术演讲，共同分享现代医院质量管理先进经验，
会议规模 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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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行业协会及医药管理者共襄盛会，为我国医疗质量安
全水平提升畅叙未来、共谋发展。

中国医院协会
20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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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报名参会
一、会议安排
1.会议时间：2019 年 5 月 30 日～6 月 1 日。
5 月 30 日

全天报到

5 月 31 日～6 月 1 日

全天会议

2.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四川省成
都市高新区世纪城路 198 号）。
二、参会人员
大会面向行业和社会开放。拟邀请国家及地方有关部门领导、
行业协会领导、各级各类医院管理者、学科带头人及业务骨干、
国内外专家学者、医药企业管理者参会。
三、会议事项
1.注册参会可授予国家级 I 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5 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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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以上团队报名可享受注册优惠。大会接受会前缴费，支
持转账、汇款、支付宝及微信支付，并可开具电子发票。现场缴
费支持现金、刷卡、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需开具发票的单位须提
供单位名称和纳税人识别号。
3.会议期间（5 月 31 日～6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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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联系住
宿，可登录中国医院协会网站查询联系人和预定推荐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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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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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方式
官网报名：www.cha.org.cn/中国医院质量大会专栏
邮箱报名：zgyyzldh@163.com
报名通道：

报名参会：
朱 腾 15967125686

隗秀荣 010-81400673

安 啸 010-81400650

李永斌 010-81400607或0655

传 真：010-81400690
申请入会（请注明“质量大会”
）：
电话：010-81400665

传真： 010-81400615

中国医院协会
20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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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日程安排
主办单位：中国医院协会
联合支持：四川省卫生健康委
协办单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苏北人民医院

宁波市第一医院

中国医院协会质量专委会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标准化专委会

会议时间：5 月 30 日～6 月 1 日
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一）开幕式及主论坛（5 月 31 日全天）
1.

嘉宾致辞

2.

主旨演讲

(1) 全面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2) 迈向质量时代 发展质量标准
(3) 创新医疗四川模式 加快推进健康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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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医院评价体系
3.

信息发布

(1) 中国医院协会患者安全目标（2019 版）
(2) 医院质量安全管理团体标准发布（第 3 批）
4.

院士讲坛

(1) 质量文化与时代追求
(2) 聚焦医改十年 引领医院未来
(3) 创新事业中凝聚医学人才
(4) 以质量为核心 创建国际一流医学中心
5.

行业实践

(1) 构建现代医院全质量管理体系
(2) 构建医疗生态圈 推进分级医疗制度实施
(3) 推进人才互动交流 探索最佳医疗模式
(4) “互联网+”智慧医疗
6.

他山之石

(1) 卓越绩效衡量与改进（Performance Excellence:

Measurement and Improvement）
(2) 医疗零伤害之道（Leading the way to zero harm）

（二）中国医院协会医院评价工作专家论证会（闭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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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论坛（6 月 1 日全天）
1. 医院临床研究能力建设（能力建设、伦理审查、专家共识与标准

解读、研究数据管理与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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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绩效管理与运营机制（全面绩效改革实践、成本管控、

科学预算管理、效率提升，HRP 系统、绩效激励机制）；
4. 医院精细化管理品质提升（决策支持、精益管理、可追溯体

系、医疗品质提升、卫生技术评估等）；
5. 医联体医院质量提升（专科医联体、诊疗服务均质化、急慢

分治模式、医联体一体化模式）
；
6. 重点学科与优势学科群建设（医学中心建设、优势学科群、

急诊绿色通道、服务能力提升、医疗风险防范与应对）
；
7. 集聚优质资源 创新人才机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卫生技

术评估、人才培训与激励机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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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案例分析、医疗技术应用）
；
9. 质量引领 医疗零伤害之道（医疗零伤害、高可靠性医疗、

价值医疗、过程改进、科学方法及工具）
；
10. 合理用药与用药安全（抗菌药物科学化管理（AMS）
、现代

医院药事管理、临床药师制度、处方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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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RGs 与临床路径管理（RBRVS 与 DRGs 绩效评价、临床

路径规范、病历组合指数（CMI）、病案首页质控）；
12. 围术期安全管理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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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VTE 防治体系构建（管理模式、风险评估、标准化路径、

诊疗指南、多学科协作、风险防范与应对）
；
14. 医院核心竞争力赋能（县域医共体、管理技术双提升、打

造优势专科、改善医疗服务、推进远程医疗）；
15. 医院信息化与医疗质量（信息平台、数据挖掘与质控、临床

决策支持、大数据平台、数据治理、电子病历）；
16. 智慧医疗与“互联网+”医疗服务（智慧医院、智慧病房、

人工智能、云服务、医疗协同、远程医疗）；
17. 整合式医疗与精益 MDT（整合式医疗，以患者为中心的医

疗服务模式，重点学科 MDT，MDT 诊疗规范、模式创新）；
18. 提升服务能力 打造舒适化医疗（科学化评估、麻醉安全、

镇痛安全、疼痛治疗、并发症处置）。
（四）菁英沙龙（5 月31 日晚）：卓越管理 机制创新
（五）学术展示（会议期间）：质量提升优秀医院巡礼、患
者安全目标优秀案例与最佳实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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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参会回执
（5 月 30 日～6 月 1 日 四川成都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医院名称

邮编

医院地址
医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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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安排

1）酒店 1：标间

间（约 900 元／间夜)

2）酒店 2：标间

间（约 750 元／间夜） 单间

间（约 750 元／间夜）

3）酒店 3：标间

间（约 550 元／间夜)

间（约 550 元／间夜)

入住时间
注册费：

2019 年 5 月
元/人×

日

单间

单间
退房时间

人=

间（约 950 元／间夜)

2019 年

月

日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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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票事项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1.大会内容如有调整，恕不另行通知；请邮件 zgyyzldh@163.com、
传真 010-81400690 或官网报名至中国医院协会。
2.会前缴费（截至 5 月 20 日）：
（1）缴费请注明“质量大会”。汇款时请务必填写联系人手机及电
子邮箱。汇款信息：账户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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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不办理预缴
注意事项 退款。
（2）个人可转账、汇款、微信、支付宝支付，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系统可直接报名缴
费，大会可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二维码当日有效）。
3.现场缴费：可现金、刷卡、微信、支付宝支付，大会可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电
子发票二维码当日有效）。
4.参会代表不安排接送机/站，出席人员交通住宿费用自理。住宿可登录官网查询联系
人及推荐酒店。会议期间（5 月 31 日～6 月 1 日）将为参会代表免费提供工作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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