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

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 

 

关于举办第九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多维工具）大赛 

暨第二届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坛的第二次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品管圈活动在全国医疗机构的深入开展，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医政医管局、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等指导，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主

办，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承办的第九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多维工具）大赛暨

第二届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坛即将举办。同时，为了积极配合应对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经大赛专委会讨论决定，第九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将改为线

上举办。现就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指导单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 

国际医疗品质协会（ISQua） 

国际医院品管圈联盟（IFHQCC） 

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 

承办单位：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



 
 

 

 

协办单位：深圳市卫生健康发展研究和数据管理中心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市中医院 

深圳市萨米国际医疗中心 

深圳市儿童医院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支持单位: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中国质量协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健康报》 

《中国卫生》杂志社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社 

《中国医院》杂志社 

《中国研究型医院》杂志社 

《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社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杂志社 

健康界 

《医院管理论坛报》  

 

【大赛时间】2021年12月11日-12日 



 

 

【论坛地点】广东省·深圳市 

【顾问委员会】 

共同主席： 

黄洁夫：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名誉主席，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中

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卫生部副部长（正部长级）、教授。 

赵玉沛：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名誉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北

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教

授。 

王  辰：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名誉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

学院校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教授。 

Peter Lachman：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名誉主席，国际医疗品质协会（ISQua）

执行主席，教授。 

狩野纪昭：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名誉主席、世界著名质量大师、戴明奖本奖

主考委员会委员长、东京理科大学教授。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兴鹏、白志勤、包文辉、杜克琳、邱文达、段永刚、封国生、康飞宇、 

黄祖瑚、新藤久和、翟晓辉 

【组织委员会】 

主席： 

张宗久：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教授、原国

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 

执行主席： 

刘庭芳：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主席、中国质量协会医疗健康分会会长、中国



 

 

研究型医院学会医疗品质管理分会会长、国际医院品管圈联盟主席、IAQS国际

医疗质量与安全科学院院士、AQFDA 亚洲质量功能展开协会副会长，教授。 

共同执行主席： 

薛  镭：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高级管理培训(EDP)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医疗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庄俊汉：原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现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及福田区卫生计生局调研员；现任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会长；深圳市保健科

技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生命伦理委员会委员等。 

副主席（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林、王昆华、王国斌、王  建、王  维、王  诚  么  莉、毛  颖、 

宁  光、吕吉云、刘  勇、刘  彬、刘连新、刘继红、刘章锁、刘新民、 

安  劬、孙  锟、李为民、李和平、李海洋、杨毅宁、肖海鹏、吴红艳、 

吴允佩、余  波、张  伟、张抒扬、陆  晨、陈  芸、陈  虎、陈玉国、 

邵凤民、易铁钢、罗乐宣、罗  勇、金昌晓、周  军、赵  越、赵玉虹、 

赵晓东、赵家军、胡三元、胡  豫、秦彦国、夏  强、聂国辉、顾建钦、 

徐  钧、唐金海、黄  河、葛明华、董家鸿、韩光曙、雷光华、翟理祥、 

蔡秀军、熊  伟、樊  嘉 

【大赛申报要求】 

一、 大赛设置 

（一）专场设置 

大赛共设 13 个专场，分别是：⑴课题研究型专场；⑵三级医院综合专场；

⑶三级医院护理专场；⑷二级医院专场；⑸中医、专科、企业、民营医院专场；

⑹急诊专场；⑺平衡计分卡专场；⑻QFD 创新型品管圈专场；⑼糖尿病专场；



 

 

⑽临床路径专场；⑾HFMEA&RCA 专场；⑿医防融合专场；⒀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专场。 

（二）级别设置 

为了鼓励首次开展品管圈活动的医院和圈组广泛参与，大力推动品管圈在

广大基层医疗机构的开展与应用，其中⑵三级医院综合专场；⑶三级医院护理

专场；⑷二级医院专场；⑸中医、专科、企业、民营医院专场划分 A 类圈组和

B 类圈组。A 类圈组指既往已开展过品管圈活动或参加过全国大赛的圈组；B

类圈组仅限首次开展品管圈活动的圈组申报，A 类圈组和 B 类圈组平行设置奖

项。 其他专场不设 B 类圈组。 

（三）医防融合专场 

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公共卫生管理和疫情防治成果交流，第九届全国

医院品管圈（多维工具）大赛特别增设医防融合专场，旨在总结和发扬后疫情

时代中公共卫生防治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为全球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项目要求 

申报参赛圈组必须是 2020 年 9 月 1 日以后结题的项目，参加过历届全国医

院品管圈大赛或行业外大赛的品管圈不得申报参赛。 

三、参赛范围 

各省（区、市）卫健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解放军医疗系统已开

展品管圈活动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包括企业医院、民营医院）。 

四、申报要求 

（一）省（区、市）推荐参赛 

1．凡各省（区、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或省（区、市）医院品质管理联盟、

医院品管圈联盟及相关学（协）会、品管圈专业委员会组织开展省（区、市）

综合性品管圈预赛活动，包括医疗、医技、护理、行政、后勤等，统一由省级

预赛组委会推荐参加全国大赛，并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将本省(区、市)预赛

提名项目统一上报大赛秘书处。 



 

 

2．推荐参赛圈数要求 

（1）问题解决型圈组：每省(区、市)A 类圈组提名总数不超过 20 圈(其中

三级医院护理圈不超过 8 圈，二级医院圈不少于 3 圈)；B 类圈组提名总数不超

过 10 圈(其中三级医院护理圈不超过 5 圈，二级医院圈不少于 3 圈)。 

（2）课题研究型圈组：每个省（区、市）提名总数不超过 5 圈。凡不具备

条件举办综合性预赛的省（区、市），仅限护理专业可举办专场比赛，并择优报

送 8 圈（其中二级医院不得少于 3 圈），凡已举办综合性预赛的省（区、市）不

得再举办任何专项赛事。 

（3）急诊专场、平衡计分卡专场、QFD 创新型品管圈专场、糖尿病专场、

临床路径专场、HFMEA&RCA 专场、医防融合专场、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专场可

直接申报，不占用省（区、市）内指标。其中，急诊专场、糖尿病专场、医防

融合专场、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专场仅接收问题解决型品管圈申报，课题研究型

品管圈应直接申报课题研究型专场。     

（二）直接申报参赛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仍未组织品管圈预赛的各省(区、市)所在医院可通过

网上直报系统申报。其中参加⑴课题研究型专场；⑵三级医院综合专场；⑶三

级医院护理专场；⑷二级医院专场；⑸中医、专科、企业、民营医院专场的，

委属委管大型三级综合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每院限报 2圈，其他医院限报 1圈。

⑹急诊专场；⑺平衡计分卡专场；⑻QFD 创新型品管圈专场；⑼糖尿病专场；

⑽临床路径专场；⑾HFMEA&RCA 专场；⑿医防融合专场；⒀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专场申报圈数不限。 

五、参赛程序 

（一）预审报名 

1. 各省（区、市）推荐项目名单由组委会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前通过电

子邮件向大赛秘书处报送，电子邮件及附件标题为“XX 省/区/市大赛推荐项目汇

总表——组织单位名称”。为增强推荐工作的严肃性，报送单位需加盖组织 



 

 

单位公章。经审核符合要求的通知各圈组于 2021 年 10 月 15-31 日期间登录网

上系统报名。 

2. 未组织品管圈预赛的各省(区、市)所在医院可通过网上直报系统申报，

参赛圈组应于 2021 年 10 月 15-31 日期间直接登陆报名系统报名。 

3. 所有参赛圈组均需要提交如下材料： 

（1）将《成果汇报书》发送至大赛秘书处邮箱（cfhqcc@vip.126.com）。问

题解决型圈组还应提交真因验证查检表原始资料扫描件(首页及骑缝加盖医院

公章)。 

（2）登陆大赛指定官网（www.cfhqcc.org.cn）进行网上系统报名并提交结

题文档。 

（二）决赛报名 

通过预审的项目将进入全国决赛，预审结果将于 11 月中旬在指定官网

(www.cfhqcc.org.cn)及“品管圈联盟”微信公众号发布。获得决赛资格的项目应

于 11 月下旬登录报名系统提交结题 PPT，并通过银行转账缴纳注册费。 

六、评选标准 

“第九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评分标准与上届评分标准相同，可登陆指

定官网(www.cfhqcc.org.cn)及“品管圈联盟”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七、奖项设置 

（一）A 类圈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 

（二）B 类圈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 

八、参赛费用 

参赛预审费以圈组为单位缴纳，600 元/圈组。 

决赛注册费以圈组为单位缴纳，600 元/圈组。 

九、日程安排 

第九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决赛将于 12 月 11-12 日以线上的方式举办

（HFMEA/RCA 专场将于 11 月 27 日举办）。第二届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

http://www.cfh/
http://www.cfh/


 

 

坛将于 12 月 12 日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届时将在论坛上公布第九

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多维工具）大赛的获奖名单，并举办网络颁奖典礼，论坛

将邀请全球顶级专家学者进行演讲，同时将邀请部分获奖圈组代表进行全网直

播展示。尚未开展品管圈活动的医院可派代表观摩学习，线上观摩不收注册费。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12 月 11日 

09:00-18:00 论坛报到 

09:00-15:00 

第二届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坛 

09:00-9:30 开幕式：领导及嘉宾致辞 

09:30-15:00 高峰论坛： 

国外：水流聡子（东京大学）、邱文达（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 

Carsten Engel（ISQua CEO） 

国内: 焦雅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张宗久（清华大学），刘庭芳 

（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李为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

国恩（北京大学），余波（上海市医院协会） 

15:00-17:30 

第九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多维工具）大赛颁奖典礼 

15:00-15:30 领导及嘉宾致辞 

15:35-16:35 获奖品管圈展示 

16:40-17:30 颁奖仪式 

十一、咨询及联络方式 

参赛咨询： 

联系人：陈法蓉 15388916837  张莉 13823539544

邮箱：cfhqcc@vip.126.com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             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 

       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 

2021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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