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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1〕393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首届精细化管理院长论坛》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为持续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防控新冠肺炎等重

大疫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坚持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坚持医防融合、平急结合、中西医并重，以建立健全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为目标，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医院运行

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更好提供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

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建设健康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为了切实提高全国各级妇幼

保健机构院长运营管理水平，定于 10 月 15-17 日在北京举办首届精

细化管理院长论坛。本次论坛贯穿各地区协同发展的战略核心，通过

有多年管理经验的老院长和新生代院长的经验分享，结合新形势下开

展精细化管理，多方探讨引入首都优质资源的途径，发挥妇幼保健机

构的特色功能，通过精细化的医院管理，创新妇幼保健管理服务新模

式。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承办单位: 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 

协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地市级工作委员会 

二、论坛时间及地点 

（一）论坛时间：10 月 15 日全天报到，10月 16 日至 17日论坛 

（二）论坛地点：顺义区天竺万科中心 D 座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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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到地点：酒店（交通路线见附件 3） 

三、参会人员 

妇幼保健机构院长、业务院长及副院长。 

四、论坛内容 

（一）院长心得 

（二）妇产医院的绩效考核 

（三）以需求为导向探索妇幼保健服务新模式 

（四）妇幼保健机构学科建设思路与实践 

（五）强化智慧妇幼概念，助力医院管理与优质服务 

（六）现代医院管理与运营的实践体会 

（七）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妇幼工作整体上水平 

（八）医院品质建设的探讨 

（九）预防出生缺陷--耳聋基因携带者筛查意义 

（十）脊髓型肌萎缩症（SMA） 

（十一）新生儿单基因遗传病筛查意义 

（十二）品质医院参观交流学习 

四、其它事项 

（一）会务费：1800 元/人； 

（二）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参会人员请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前登录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服务号，报名、注册、缴费、参会（详见附件 2）。 

2、对公汇款信息如下： 

开户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账  号：110906850910605 

汇款时请注明：“首届精细化管理院长论坛+姓名” 

（三）食宿安排：会务组统一安排食宿，交通住宿费用自理； 

（四）本次论坛安排接送站，请参会代表将交通信息报会务组或

发至邮箱 zyh1163@sina.com 以便安排接送等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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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线下会议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 

1.中高风险地区及和新冠肺炎有密切接触者谢绝参加会议； 

2.会前 14 天没有发热等身体不适症状，持会前 3天核酸检测“阴

性”报告参会； 

3.参会期间请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进入会场时请

主动出示健康码和接受体温测量；体温正常和健康码绿码者方可进入。 

（六）会议疫情防控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王  玲 13301303925 

第二责任人：赵原卉 13683261163 

（七）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赵原卉 13683261163   

电子邮箱：zyh1163@sina.com 

2.会务组：段楠楠  13811578427 

 

附件：1.《首届精细化管理院长论坛》日程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3.交通路线图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1年 0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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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届精细化管理院长论坛》日程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2021 年 10 月 16 日 08:30-17:30 

08:30-09:00 

一、开幕式 

1．北京市顺义区卫健委副主任陈豪致欢迎辞 

王  玲 

2．北京市卫健委妇幼处处长郗淑艳讲话 

3．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地市级工作委员会主委韩忠

厚讲话 

4.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讲话 

09:00-09:50 

二、论坛 

1．院长心得-四十年院长的回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原院长-陈宝英 

修清永 

 
09:50-10:50 

2. 妇产医院的绩效考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院长-阴赪宏 

10:50-11:00 茶歇 

11:00-12:00 
3.以需求为导向探索妇幼保健服务新模式  

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张万龙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4.妇幼保健机构学科建设思路与实践 

北京市大兴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修青永 
韩忠厚 

13:50-14:40 
5.强化智慧妇幼概念，助力医院管理与优质服务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院长-万立新 

14:40-15: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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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50 
6.现代医院管理与运营的实践体会 

河北省妇幼保健协会会长-李江 

韩忠厚 15:50-16:30 
7.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天津妇幼工作整体上水平 

天津妇女儿童保健中心主任-邵平 

16:30-17:30 8.管理研讨 

2021 年 10 月 17 日 08:30-16:00 

08:30-09:20 
9.医院品质建设的探讨 

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院长-韩忠厚 

赵原卉 

9:20-10:10 
10.预防出生缺陷-耳聋基因携带者筛查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黄莎莎 

10:10-10:20 茶歇 

10:20-11:10 
11.脊髓型肌萎缩症（SMA）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阮焱 

11:10-12:00 
12.新生儿单基因遗传病筛查意义 

山西省妇幼保健院-薛晋杰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13.品质医院参观交流学习：顺义妇儿医院 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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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一、 使用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服务号”进入“会议广场”。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首届精细化管理院长

论坛”点击进入“会议详情”页面； 

2. 点击“我要报名”，进入“填写订单”页面； 

3. 选择分会场：勾选分会场； 

4. 选择参会人：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需要报名的人员信息，第一次

使用本系统报名，需添加参会人信息（可添加多人）后再进行勾选（每

次报名只能勾选一人）； 

5. 选择发票抬头：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发票信息，第一次使用本系

统报名，需添加发票信息后再进行勾选，然后点击“选择此发票抬头”； 

说明：正确的发票信息，包括单位发票抬头和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正确税号为 15或 18位，部队医院或无税号的单位填写 15个“0”。

自费不需要开发票的参会人员抬头填写姓名，税号填写 15 个“0”）； 

6. 支付注册费：核查报名信息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

认报名”并支付注册费。 

 

三、 报名成功的订单存储位置： 

1.已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已支付会议】； 

2.未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待支付会议】。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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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服务

热线 400-004-2599、 苑福仁 13311319458（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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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交通路线参考 

 

酒店名称：新国展希尔顿欢朋酒店 

酒店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大街 122 号院 1 幢 

酒店联系电话：焦 蕾 15001256052 
 

 
 

交通路线推荐： 

1. 首都机场：距离 T2 航站楼 9.2 公里，打车需 19分钟。 

2. 北京西站：地铁线路：乘坐 7 号线至磁器口站，换乘 5 号线至大

屯路东站，再换乘 15 号线至南法信站下车，步行 580 米；打车距离

47 公里，预计需 1小时 10 分钟。 

3. 北京南站：地铁线路：乘坐 14 号线至望京站，换乘 15 号线至南

法信站下车，步行 580 米；打车距离 45公里，预计需 1 小时 1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