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健康界传媒
联合主办：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时间：2015 年 6 月 27-28 日

地点：杭州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随着云南省第一家医院通过 JCI 认证，中国大陆地区的“JCI 俱乐部”成员已增至 39 名。JCI 在
中国的认证走势越来越呈现出两个明显的方向：一是高端营利性医院以及注重品牌的民营医疗机构一
向是 JCI 的拥趸；另一个趋势则是越来越多的公立医疗机构，不仅仅是专科医院，更兼大型综合性三
甲医院，也纷纷以 JCI 为标尺来检视自己。目前，从数量上，通过认证的公立医院已超出国内 JCI 认
证医院总数的半壁江山。
JCI 认证的精髓之一就是质量的持续改进，通过认证仅仅是一个起点。所有通过认证的医院，大
家不仅在管理理念上相通，在管理行为上更是各有所长，若想在日益激烈的医疗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
需要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百尺竿头，更上层楼。
因此，健康界致力于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让有着共同语境的医院管理者定期聚会，轮翻主持，让
有志于提升医疗质量及管理的医疗精英零距离地交流、分享、争论、共勉！
“我的圈子我做主！”所有通过 JCI 认证的医疗机构都可以申请联合主办，这是“JCI 大咖脑力
营”的最大亮点。同时，我们热情地邀请各位医院管理者欢聚杭州，共议从 JCI 到评审评价的焦点话
题。
高端：由通过 JCI 认证的大型综合医院联合发起，荟萃国内外 JCI 认证领域的顶尖专家和实操高手；
前沿：发布 2015 国际认证最新趋势，管理专家解读新版 JCI 标准，医院最佳实践经验分享；
开放：广邀国内各具特色、有丰富评审认证经验的医院共襄盛会，可参与主论坛与分论坛、主题演讲
与研讨互动等各个环节；
互动：论坛后的“高端对话”环节及之后的分组研讨便于不同领域的管理者进行深入的互动交流。

大会组委会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组织机构
主

办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健康界传媒

联合主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联合主席
王发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会长）
郑树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丁

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

王建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温

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赵

红（健康界传媒总编辑）

参会对象


已经通过 JCI 认证的医院管理者



正在准备或计划开展 JCI 认证的医院管理者



负责医院评审评价工作的相关人员



以及对 JCI 认证感兴趣的相关人士

会议规模


限 300 人

大会秘书处
吴凤清（健康界传媒副总编辑兼项目中心主任）
手机：13520287716

邮箱：wufengqing@hmkx.cn

陈璐莹（健康界传媒项目中心项目经理）
手机：18910691851

邮箱：chenluying@hmkx.cn

【会议日程】
6 月 26 日（星期五）全天报到
6 月 27 日（星期六）
时间

环节

议题

出席嘉宾

主持嘉宾：冯 蕾（健康界传媒出版中心主任）
08:30~8:50

开幕式

致辞嘉宾：刘希华（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秘书长）
赵 红（健康界传媒总编辑，华媒康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
主持嘉宾：冯 蕾（健康界传媒出版中心主任）
上半场：趋 势

主论坛：

医疗机构评价思路

翟晓辉（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处长）

JCI 认证与医院资源管理

刘继兰（JCI 中国区首席咨询顾问）

下半场：论 道

08:50~12:15
国际一流医学中心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郑树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医院管理与评审认证常态化

马 昕（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

论大型公立医院的 JCI 实践

王建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西部多元文化背景下医院评审的意义与策略

温 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高端对话：评审评价与医院管理“新常态”
12:15~13:30

自助午餐

6 月 27 日（星期六）
时间

环节

议题
主持嘉宾：马 昕（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

陈晓红（国家卫计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医院管理咨询
中心主任）

如何运用评价全面提升质量管理
分论坛一： JCI 标准下的医院安全管理实践
质量安全
临床危急值联动管理

14:00~17:30

赵彩莲（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质量部主任）
黄

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

新视角下的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的管理

董旭南（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部主任）

JCI 标准下的护理管理

曹艳佩（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引入 JCI 标准，打造医疗质量与安全管控体系

司春阳（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医务部主任）

互动交流
主持嘉宾：陈正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
“委”以重任——切实发挥医疗管理委员会的作用

王惠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务处处长）

JCI 标准下的医院后勤管理实践

张志尧（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副院长）

JCI 理念在分级诊疗体系中的应用
分论坛二：
急救患者流的管理
综合管理

朱 夫（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王梅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JCI 办公室主任）

护理人力资源管理

冯志仙（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

抢救车标准化管理与成效

金静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护理部主任）

互动交流
18:00~19:30

自助晚餐

6 月 28 日（星期日）
时间

环节

议题
主持嘉宾：徐佩茹（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院感管理在医院后勤精细化管理中的作用

游向东（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

实验室安全管理与员工防护

王

洁（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陈

瑜（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临床检验中心主任）

分论坛三： 如何提高实验室运行效率
药品检验
JCI 评审中的临床用药安全管理
院感

08:30~11:50

王建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主任）

保证患者安全，提高检验科室质量管理

孙

芾（北京和睦家医院组织病理和临床检验中心主任）

JCI 标准在儿童专科医院的管理实践

赵列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副院长）

互动交流 30 分钟
主持嘉宾：裘云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JCI 认证推动医院信息化建设 为医院全面发展服务

裘云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患者临床信息在院内的充分共享

黄

虹（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信息中心主任）

分论坛四： JCI——大咖医学教育与国际接轨之门的钥匙
科研教育
数据化医院质量检测与持续改进
信息化

李

英（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教育中心主任）

戴晓娜（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质量管理办公室
主任）

民办非营利医院的科研探索

薛茹冰（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品管中心主任）

JCI 评审中的信息化建设

葛小玲（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

互动交流 30 分钟
11:50~13:30

注：本邀请函（首轮）所有解释权在组委会。

自助午餐

【参会对象】
已经通过 JCI 认证的医院管理者、正在准备或计划开展 JCI 认证的医院管理者、负责医院评审评价工
作的相关人员、对 JCI 认证感兴趣的相关人士

【参会方式】
医院参会
1. 登陆健康界网站 www.cn-healthcare.com，点击“JCI 大咖脑力营·2015”在线报名；
2. 加入健康界品牌会议交流 QQ 群 363313550（验证请备注“单位+姓名”），在群共享下载并填写“JCI
大咖脑力营·2015”报名表后发给管理员或传真 010-62368448；
3. 电话报名联系人：张 琦 18610145600
赵

宁 13810012928

010-82735986 转 6619
010-82736610 转 8819

企业参会
请咨询客户部联系人：
北

京

董 岩 18601197112

上

海

裴铭远 18621012628

李

骁 13811345213

【参会费用】
2000 元（该费用包括会议费、资料费及餐费；住宿自愿预订；交通请自理）

【优惠政策】
1．会员优惠：加入 QQ 群报名（群号：363313550）或在线注册报名，参会费直接减免 100 元/人；
2．团体优惠：同单位 3 人及以上成团，参会费减免 200 元/人；6 人及以上免费一人；
说明：以上每项优惠政策均不能与其他优惠政策同时使用。

【汇款帐号】
户

名：北京华媒康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花园路支行
账

号：91240154800007068

开户行行号：310100000237

【温馨提示】
1. 报名参会时，请务必准确填写手机号码，论坛注册及会议期间服务信息均以短信形式发送；
2. 会议酒店房间有限，如确定参会并需预定会议酒店房间，请务必于报名后及时交费，以保证入住会
议酒店；
3. 如有其他原因不能参加本次会议，需提前一周通知会务组（否则按所有费用的 50%退款）；
4. 会议内容丰富，建议同单位派多位代表出席；
5. 会议地址：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浙江省杭州市绍兴路 538 号；
6. 注册签到：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大堂。

JCI 大咖脑力营·2015
基本信息栏
单位

单位名称

等级

单位地址

邮编

单位电话

传真
参会信息栏(必填)

参会嘉宾 1

职务

手机

E-mail

参会嘉宾 2

职务

手机

E-mail

参会嘉宾 3

职务

手机

E-mail

参会嘉宾 4

职务

手机

E-mail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E-mail

住宿安排

浙江三立开元名都

□双床房

间（580 元/间/夜）

□大床房

间（580 元/间/夜）

日

退房时间

房间类型

(请在方框
内打“√”)

入住时间

2015 年 6 月

会 务 费：
费用

元/人 X

住 宿 费：580 元/间/天 X
费用合计：

人=

元

间X

天=

2015 年 6 月

日

元

元

发票抬头

事项

□会议费□会务费□服务费
□住宿费（单独开）

1. 加入健康界品牌会议交流 QQ 群 363313550（验证请备注“单位+姓名”），在群共享可下载
“JCI 大咖脑力营·2015”报名表；

2.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JCI 大咖脑力营会务费”及“单位名称”，汇款回执请传真至组委会以
备注

便查询。
垂询电话： 张
赵
传

琦

18610145600

010-82735986 转 6619

宁 13810012928

010-82736610 转 8819

真： 010-62368448

E-mail：luntan@hmkx.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