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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分便函[2018]46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医疗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 

关于举办医院管理品质持续改进示范医院 

现场观摩（石家庄）会的通知 

（第一轮） 

尊敬的各位同仁： 

为有效贯彻落实《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17〕67 号）文件要求和新时期卫生健康方针，助力健康中

国建设。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与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拟定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至 14 日在石家庄举办医院管理品质持续改进示范

医院现场观摩会。借助“手把手、面对面”的传授方式，将石家庄市

妇产医院“以病人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持续改进”的管理理念传递

给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及医疗机构，帮助各单位改进和提升医院管理水

平。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支持单位：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医疗评价指导中心 

承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医疗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 

石家庄市妇产医院 

二、培训内容 

（一）专家授课：医院管理品质提升的理念与方法； 

（二）持续改进示范医院案例报告（见附件 1）； 

（三）现场观摩：分小组（管理组、后勤组、医疗组、药事组、

护理组、院感组）进行样板案例的介绍与交流，医院及科室的现场观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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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会人员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妇产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主管院长，职能

部门主管（行政、后勤、党务、医疗、质控、药事、护理、院感等部

门负责人），临床、医技科室负责人。 

四、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6月 12日全天报到 

会议时间：6月 13日-14日，会期一天半，6月 14日下午离会 

会议地点：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

路 206号）。 

五、其他事项 

（一）培训学员每人缴纳培训费 1200 元，含会议注册费、教材

资料费、观摩交流费；交通、住宿费自理，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

会议不安排接送站。 

（二）参会人员请登陆“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进行

报名，详情请见附件 2 

（三）会议将根据财政部规定统一提供电子发票。 

（四）此次会议报名限额 200人，未报名不予安排住宿。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手  机：季  畅  18033733596   赵  帆  13831195296 

李彤娟  15133130685 

电  话：0311-85281635 

邮  箱：ylfxfk666@126.com  

附件：1.石家庄市妇产医院观摩案例列表（暂定）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3 

附件 1 

石家庄市妇产医院观摩案例列表（暂定） 

 

序号 科  室 项目名称 组  别 

1 党办室 运用 PDCA循环提升医院微信公众号关注度 管理组 

2 外宣部 运用 PDCA循环提高社区双向转诊患者数量 管理组 

3 门诊部 运用 PDCA循环提高超声检查预约率 管理组 

4 财务处 运用 PDCA循环提高预算执行率 管理组 

5 医务处 运用 PDCA循环规范科室质控管理 管理组 

6 质管办 运用 PDCA循环完善不良事件管理 管理组 

7 后勤处 运用 PDCA循环降低综合维修报修量 后勤组 

8 院办室 运用 PDCA循环提升月子餐满意率 后勤组 

9 院办室 运用 PDCA循环解决停车难问题 后勤组 

10 基建办 运用 PDCA循环提高钢筋保护层质量 后勤组 

11 设备处 运用 PDCA循环提高血压计计量率 后勤组 

12 设备处 运用 PDCA循环提高医用空气消毒设备及时维护率 后勤组 

13 东产一科 运用 PDCA循环降低阴道分娩患者产后出血率 医疗组 

14 产一科 运用 PDCA循环降低初产妇剖宫产率 医疗组 

15 急诊科 运用 PDCA循环缩短急诊绿色通道平均停留时间 医疗组 

16 医务处 运用 PDCA循环提高计划术者与实际术者相符率 医疗组 

17 东麻醉科 运用 PDCA循环提高阴道分娩椎管镇痛率    医疗组 

18 麻醉科 运用 PDCA循环提高自体输血率 医疗组 

19 生殖中心 运用 PDCA循环提高 IVF-ET及 FET妊娠率       医疗组 

20 东超声科 运用 PDCA循环提高小儿髋关节超声图像质量 医疗组 

21 妇二科 运用 PDCA循环减低瘢痕妊娠平均住院日 医疗组 

22 药剂科 运用 PDCA循环减少门诊药房调剂差错 药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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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科  室 项目名称 组  别 

23 药剂科 运用 PDCA循环规范产科抗菌药物合理使用 药事组 

24 药剂科 应用 PDCA循环加强病区备用基数药品管理 药事组 

25 药剂科 运用 PDCA循环加强药品效期管理 药事组 

26 药剂科 运用 PDCA循环提高国家基本药物使用率 药事组 

27 东儿科 运用 PDCA循环降低抗生素使用率 药事组 

28 护理部 运用 PDCA循环提高母婴同室新生儿母乳喂养率 护理组 

29 急诊科 运用 PDCA循环缩短门诊患者采血等候时间 护理组 

30 产  房 运用 PDCA循环提高产房“三早”实施成功率 护理组 

31 手术室 运用 PDCA循环提高手术室病理标本送检合格率 护理组 

32 东手术室 运用 PDCA循环提高手术安全核查正确率 护理组 

33 母婴护理中心 运用 PDCA循环降低产妇乳腺炎发生率 护理组 

34 感控处 运用 PDCA循环提高手卫生依从性 院感组 

35 感控处 
运用 PDCA循环提高住院患者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前

微生物送检率 
院感组 

36 感控处 运用 PDCA循环改进职业防护管理工作 院感组 

37 产  房 运用 PDCA循环提高产房医疗废物规范处置率 院感组 

38 新生儿科 运用 PDCA循环降低新生儿血培养污染率 院感组 

39 供应室 运用 PDCA循环降低产房复用器械返洗率 院感组 

注：具体报告案例以会议当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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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一、使用微信扫描右图二维码关注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 

二、点击公众号下方【参会报名】

按钮，进入《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

理系统》“会议列表”页面。 

三、点击选择“医院管理品质持续

改进示范医院现场观摩（石家庄）会”

进入“会议详情”页面。 

四、点击“会议详情”页面下方【我要报名】按钮开始报名。 

五、完善报名人“个人信息”点击【保存】，如本单位还有其他

参会人，请点击页面下方“+”，新增参会人，并填写新参会人信息，

保存后勾选本次会议参会人员，点击【下一步】。 

六、进入发票抬头填写界面，填写单位发票抬头和单位税号（正

确税号为 15或 18位），点击【下一步】 

七、进入报名信息确认界面，确认无误，点击【下一步】进入缴

费页面，如有误，请点击【取消报名】重新修改后，重新提交报名信

息。 

八、看到写有“报名成功”字样的二维码门票时报名成功，同时

微信将会提示报名成功。 

九、报到当天凭二维码门票办理报到、缴费、开具发票、领取会

议材料等相关手续。 

 

注：本次会议将全程通过“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进行会议

事项通知，敬请关注。 

 

如有疑问或参会人员变更，请联系：邢珈玚 18811179255（同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