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中妇幼便函〔2019〕11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的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医疗机构，会员单位：
针对妇幼保健院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业务结构、技术规范、业务流程
和质量体系等主要问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
健机构建设专业委员会经过精心准备，定于 2019 年 4 月 11-14 日在广东
省江门市举办“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本次培训
班是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参会学员可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
分。
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班主要内容
（一）当前形势下妇幼保健院发展方向与建设策略；
（二）妇幼保健院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
（三）以等级评审为契机全面提升医院综合品质；
（四）通过技术规范升级与优势专科建设提高妇幼保健院核心竞争
力；
（五）基于学科体系的四大部业务与优势专科建设与运行实践经验
介绍；
（六）循证医学与分析医学技术规范临床实践应用与等级评审；
（七）妇幼保健院技术平台规划设计的步骤、方法与案例展示；
（八）妇幼保健院质量体系建设与等级评审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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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于学科体系的人才培养与绩效政策。
二、参会人员
（一）邀请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领导；
（二）各级妇幼保健院（所、中心）
、医疗机构的院长、主管院长，
基建、妇女保健部、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和计划生育服务部（专科）
主任及医护人员等。
三、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9 年 4 月 10 日全天
会议时间：2019 年 4 月 11-14 日
报到及会议地点：江门市逸豪酒店（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迎宾大道
中 118 号，联系电话：0750-3928888）。
四、主办、协办及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专业员会
协办单位：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
承办单位：广东省江门市妇幼保健院
五、其他事宜
（一）请参会人员于2019年3月15日之前登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
议管理系统（附件2），注册、报名、缴费和参会。报名如有疑问，请咨
询：焦东健 17610510599（同微信号）
。
（二）费用标准：会务费1300/人（含学习费、资料费），会员单位
1200元/人。参会人员可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直接注册缴费。
报到时现场缴费即时开具发票，请提供单位税号；系统内缴费，报到时
打印或领取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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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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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号：110906850910605
（三）会务组为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注册学员统一安
排食宿。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会议不安排接站，请参加人员自行到会。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李寒思 13811182286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

葛志毅 15017532493

广东省江门市妇幼保健院

谭忠伟 13702277820

附件：1.《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培训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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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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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日程
培 训 班 内 容

日 期

开幕式：省（市）卫健委领导致辞、协会领导讲话

主持人
08:30-09:00

《当前形势下妇幼保健院发展方向与建设策略》09:00-10:20
4 月 11 日 主题发言：
主讲：李长明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终身荣誉副会长
（周 四）
上午
茶歇：10:20-10:40
主题发言：
《妇幼保健院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10:40-12:00

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
书长
于小千

主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服务司领导
主题发言：《从等级评审到医院综合品质提升：学科体系建设》
14:00-15:20
1. 等级评审标准及其引用的 79 项相关规范与约束
2. 妇幼保健院现状与《评审标准》之间的差距
3. 医院建设目标（更高标准）与等级评审（必须满足）的逻辑关系
4. 医院六方面四级综合品质评价体系与妇幼保健院可行建设目标
5. 医院现状客观评价与可行建设目标定位方法：医院品质级别
6. 服务模式：从以设备为中心到以患者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
7. 业务内容：从碎片化堆积到基于学科体系的三级业务树形结构
8. 技术规范：从经验医学到循证医学和分析医学，优势专科建设
9. 医疗环境：从装修设计到基于技术规范的医疗工艺流程与环境
4 月 11 日
10. 医护人员培养目标：从专业技能到职业素质
（周 四）
11. 绩效政策：从经济分配到转诊激励和职业发展
下午
12. 系统化建设策略：学科体系建设-满足但不限于等级评审
主讲：宫露霞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妇幼保健机构学科体系建设研究与推广应用》专项负责人
电视片：《学科体系建设：综合品质提升策略》15:20-15:50
茶歇：15:50-16:10
主题报告：
《保健院核心竞争力：技术规范升级与优势专科建设》
16:10-17:40
1. 标准化建设中的误区：对等级评审的理解偏差与过度期待
2. 医院竞争力发展策略：达到 III+级综合品质与逐步发展优势专科
3. 优势专科的优势所在：医学科学带来的技术跨跃（疑难病诊治）
4. 优势专科选择与定位：在三级专向（专病门诊）建设的基础上
5. 三级专向建设与运行：选择、规划建设、人员培训、运行与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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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妇幼
保健机构建
设专业员会
主任委员
钱 犁

6. 患者来源与医患交流：人群入口、患者认知与传播、临床工作
7. 业务组合与运行效率：跨部组合形成业务优势、对应绩效政策
8. 技术平台系统化升级：循证医学应用与优势专科建设相结合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现场讨论与答疑：17:40-18:00
专题报告：
《孕产保健部：发展史与误区》08:30-09:20
1. 围产医学发展史：1969 年产科从妇产科中分离出来
2. 当前产科业务内容与标准规定之间的差距
3. 孕产保健部整合后的业务结构
4. 现有专科业务：业务扩展与技术规范更新
5. 新增专科业务：确定业务范围与引进技术规范、人才培养
6. 全部业务整合：基于学科体系设置专科及确定各专科业务范
围
7. 业务运行模式：以患者为中心的连续性服务
8. 业务发展目标：当地最系统的围产医学中心
主讲：王 华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业务副院长
专题报告：
《妇女保健部：从评审标准到特色优势》09:20-10:10
1. 当前妇科与妇保业务内容与标准规定之间的差距
2. 妇女保健部业务整合过程：从内容到结构专业化、经济指标
提升
4 月 12 日
3. 现有专科业务：业务扩展与技术规范更新
（周 五）
4. 妇女查体科升级：体检、个体健康管理、妇女营养、慢病康
上 午
复
5. 新增专科业务：确定业务范围与引进技术规范、人才培养
6. 妇科内分泌专科：妇科内分泌疾病、青春期/更年期保健、不
孕症、心理
7. 业务运行模式：以患者为中心的可及性与连续性服务
8. 优势专科建设：基于人群量和自身能力选择、专病门诊建设
9. 妇女保健展示：当前业务结构与工作状态
10. 业务发展目标：当地最系统的妇女健康中心、差距与努力方
向
主讲：李茜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主任
茶歇：10:10-10:30
专题报告：
《儿童保健部：业务结构与专业化建设》10:30-11:20
1. 儿童保健部现状与等级评审标准之间的差距
2. 基于学科体系的儿童保健部业务树形结构
3. 从儿童保健部到儿童健康成长营
4. 规划建设过程：从儿基会理念、等级评审标准到儿童健康成长营

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妇幼
保健机构建
设专业员会
副主任委员
岳虹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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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与业务拓展：专业技术与家庭需求相吻合
6. 建设与运行中的经验与教训
7. 持续更新：打造 III+级儿童保健部
主讲：陈艳娟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副主任
主题报告：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介绍：现状与发展》11:20-12:00
主讲：曹克慎 广东省江门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参观注意事项说明：参观步骤与时间安排
4 月 12 日
参观江门市妇幼保健院 14:00-17:00
下 午
主题报告：
《从循证医学理念到临床决策转化：规范的来源与应用》
8:30-9:30
1. 循证医学：从研究到临床实践应用
2. 循证医学临床决策辅助工具：种类与发展历史
3. BMJ 最佳临床实践（BP）：优势与应用案例
主讲：杜 昕 英国医学会英国医学杂志中国区临床顾问
主题报告：
《基于循证医学和分析医学建设优势专科》9:30-10:30
1. 妇幼保健业务发展的主要障碍
2. 技术规范来源与业务技术水平
3. 循证医学实践对保健院的意义
4 月 13 日
4. 分析医学实践与优势专科建设
（周 六）
5. 妇幼保健院提高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性策略
上 午
主讲：赵 丹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医学科学部研究员
茶歇：10:30-10:50
主题报告：
《循证医学工具应用：让等级评审更容易》10:50-12:00
1. 医院建设过程总结及当前的等级评审任务
2. 等级评审工作步骤规划-全院质量体系建设
3. 质量体系的核心文件-P 文件结构及其难点
4. 循证医学工具《最佳实践（BP）》对拟写 P 文件的帮助
5. 把握评审契机：完善技术水平与质量体系
6. 准备过程的收获与体会
主讲：张晓平
山东省莱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主题报告：
《保健院技术平台规划设计：整体、流程、环境、宣教》
14:00-15:10
4 月 13 日
1. 医院建设过程中主要遗憾的来源：医院技术平台设计与建设
（周 六）
2. 核心-技术平台：业务结构、技术规范、科室配置、建设标准
3. 技术平台设计标准决定了医院的综合品质：I+级到 III+级
下 午
4. 整体规划：技术平台六方面等级、建筑形态、空间布局
5. 人类环境分类与医院室内环境品质分级、室内环境级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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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 级品质-民用建筑级：建筑空间满足业务用房面积要求
7. II 级品质-专业技术级：满足院感等各类医疗技术规范
8. III 级品质-人机工效级：满足安全、人机工效及心理期待
9. IV 级品质-功能环境级：具备检测、评估诊断和治疗康复功能
10. 室内环境对医疗质量的影响：安全、工作效率、心理感受
11. 提升医院室内环境级别措施：技术平台整体设计与学科体系建设
12. 案例展示
主讲：马 栋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医院规划设计部整体规划组
电视片：
《妇幼保健院规划设计：实现 III+级医疗环境品质》15:10-15:40
茶歇：15:40-16:00
主题报告：
《基于人机环技术的 III+级优质医疗环境：规划与建设》
16:00-17:00
1. 医院室内环境建设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其对医疗质量的影响
2. 当前对医疗环境常见认知误区
3. 人类环境分类与医院室内环境品质分级
4. I 级环境-民用级
5. II 级环境-工业级
6. III 级环境-军工医疗级
7. IV 级环境-航空级
8. V 级环境-航天级
9. 室内环境对医疗质量的影响
10. 提升医院室内环境级别的措施：设计与施工的技术水平
主讲：许玉林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医学科学部研究员
主题报告：
《儿童情景化训练空间：原理与使用方法》17:00-18:00
1. 功能环境（IV 级）：情景设施的原理、功能与意义
2. 当前普遍采用的儿童情景空间分类：运动、认知、饮食营养
3. 情景式训练原理：自适应生物反馈式、多维有效性、长时关注性
4. 训练空间应用方法：门诊评估与处方，针对性功能训练
5. 临床应用举例：儿童康复、发育落后、儿童健康成长营系列课程
6. 设计与建设难度：医疗技术规范、仿真材料与环境、安全、感受
7. 全国过去近十年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8. IV 级医院环境的经济学特征：建设成本高，工作效率和收益也高
主讲：李红彬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医院规划设计部儿童保健组
专题报告：
《质量体系建设：建设标准需要高于等级评审标准》
4 月 14 日 08:30-09:20
（周 日）
1. 医院两个质量标准的关系：技术平台建设标准与等级评审标准
2. 医院整体规划与医疗工艺流程设计落实建设标准与等级评审标准
上 午
3. 质量体系规划：质量体系结构与操作规范文件构成（P 文件）

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副
秘书长
宫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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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规范编写：引进和落实技术规范、整理客观实用的 P 文件
5. 质量体系运行：形成 PDCA 运行机制
6. 等级评审：技术平台改进与质量体系建设-省时省力高质量通过
主讲：赵 丹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医学科学部研究员
主题报告：
《保健院质量体系建设：综合品质与等级评审》09:20-10:30
1. 医院质量体系建设过程中主要困难：质量体系构架与 P 文件制定
2. 技术平台、质量体系、等级评审三者之间的关系
3. 建设的核心难点：公认的先进性和规范性
4. 工作策略：技术平台升级与质量体系建设结合进行
5. 步骤 1：技术平台升级=树形业务结构+循证医学技术规范+优势
专科
6. 步骤 2：树形岗位、人员定岗，明确专业方向和工作任务，全员
培训
7. 步骤 3：确定质量体系结构，确定岗位 P 文件目录并启动编制
8. 步骤 4：审核 P 文件并展开完整的 PDCA 全过程试运行
9. 步骤 5：基于试运行 P 文件可用性评价修正 P 文件，并自评
10. 准备过程中的感受、经验与教训
主讲：彭 彧 广东省江门市妇幼保健院业务副院长
茶歇：10:30-10:50
专题报告：
《妇幼保健院等级评审经验总结》10:50-12:00
1. 等级评审任务说明
2. 准备工作内容与过程
3. 评审过程
4. 监测与改进对医院持续发展的意义
5. 经验总结与建议
主讲：盛小奇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院长
专题报告：
《基于学科体系的人才培养政策》14:00-14:40
1. 传统的进修学习：优点与缺陷-经验医学的部分传播
2. 业务树形结构与医护专业分工
3. 明确的工作任务与先进的技术规范：培养目标
4. 医护人员系统化培训机制：目标清晰，理论-规范-实践全面训练
4 月 14 日
5. 培训机构及其作用：规范研究机构、国家实验室、示范单位
（周 日）
6. 医院发展与行业支持团队的关联关系
下 午
主讲：宫露霞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妇幼保健机构学科体系建设研究与推广应用》专项负责人
专题报告：
《医护职业化发展策略与实施方法》14:40-15:30
1. 医患纠纷的实际与相关因素
2. 服务品质相关因素：硬件环境与医护职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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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护职业素质三要素：职业意愿、职业技能、职业心理
4. 医护意愿与学科带头人选拔过程
5. 职业技能的专业化训练
6. 职业心理的内涵与专业化训练
7. 绩效政策对医护职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主讲：宫露霞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妇幼保健机构学科体系建设研究与推广应用》专项负责人
专题报告：
《基于学科体系的绩效管理政策》15:30-16:30
1. 学科体系建设与专业分工带来的跨越式扩展
2. 绩效管理的目标：四个级别对应的目标与效果
3. 绩效计算的基本单元：二级专科，促进专业团队建设
4. 绩效政策：从数学模型、实施方案、到数字化与自动化
5. 奖惩措施与医护职业发展
6. 绩效政策实施辅助工具与持续改进
7. 经验总结与建议
主讲：崔敏哲 吉林省延边州卫健委巡视员
闭幕式 16: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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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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会议广场”。
二、点击选择“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
运行方法培训班”进入“会议详情”页面。
三、点击“会议详情”页面下方【我要报名】
按钮开始报名。
四、参会人信息填写：
a）使用过本会议系统的参会人，直接“点击选择”
，选择参会人；
b）未使用过本会议系统的参会人，
“进入”参会人管理，添加参会
人；
五、分会场及酒店确认：
a）选择相应主会场或分会场（无分会场的无需选择）；
b）选择酒店并选择入住日期；（如不需要酒店请选择酒店自理）
；
六、报销发票：
a）使用过本会议系统的参会人，直接“选择开票信息”；
b）未使用过本会议系统的参会人，点击“发票信息管理”添加相应
发票信息；填写单位发票抬头和税号（正确税号为 15 或 18 位）；
七、提交报名信息；
八、报到当天凭【历史会议】中已收费会议凭证办理报到、缴费、
开具发票、领取会议材料等相关手续。会议报名现场人多，为节约您的
时间，请尽量微信支付缴纳注册费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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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东健
17610510599 （同微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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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交通路线图
一、会议地址：
江门市逸豪酒店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迎宾大道中 118 号益华购物广场旁
联系电话：0750-3928888
联系人：余超颖 13929033866

二、乘车路线：
1.广州白云机场：距离 120 公里（出租车约 1 小时 45 分钟）；乘坐
机场大巴至江门市，下车地点逸豪酒店。
2.新会站：距离 10.7 公里（出租车约 19 分钟）；公交车江门 62 路，
在城轨新会站上车，途径 8 站，在建银大厦站下车，步行 700 米到达。
3.江门火车站：距离 6.7 公里（出租车约 11 分钟）；公交车 12 路，
在城轨江门东站上车，途径 11 站，在建银大厦站下车，步行 700 米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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