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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的目标和愿景 

 目标： 

    广东省医院协会 医院行政管理专业委员会追随医院管理前沿理论与

实战经验，致力于医院管理研究和实践，倡导学习、开拓创新，凝聚

和发展精英会员，持续提升专委会服务能力，努力提高广东省各级医

院管理水平，促进广东省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愿景： 

    全体会员团结一心，努力打造—— 

    会员好愿意、医院好受益、同行好尊重、总会好认可、医患好满意 

    的服务型“五好”专委会。快乐、共享、发展！ 

Since  2003 

 



专委会未来发展的思考和计划“3-1-3” 

 3个思考 

 如何对专委会的目标和愿景达成共识？ 

 如何实现专委会的目标和愿景？ 

 如何持续保证专委会对内、外部的服务能力？ 

 1个落脚点——推动“卓●粤精益医疗”年会 

 3个平台 

 医院管理经验交流和分享的平台（培训与会议） 

 卓•粤精益医疗实践和推广的平台（方案与行动） 

 医院管理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平台（科研与课题） 

 

 



关于精益思想 

1. 通过病人/客户的眼睛定义价值 

 Specify value in the eyes of the patient / customer 

2. 定义价值流，并消除浪费 

 Identify the value stream and eliminate waste 

3. 在客户的拉动下使价值流动 

 Make value flow at the pull of the customer 

4. 鼓励、授权员工参与 

 Involve and empower employees 

5. 持续改善，追求完美 

 Continuously improve in 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为什么选择“精益医疗” 

 国家宏观政策的重视： 

 2011年，第八次全体会议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指出：

转变服务理念，优化诊疗流程，在全国推行惠民便民措施；发挥医务人

员主力军作用，调动他们投身医改、服务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构建和

谐医患关系……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

作任务的通知国办发〔2014〕24号”：（一）推进公立医院规划布局调

整。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4张的，原则上不再扩大公立

医院规模。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保基本的职能，优化结构布局，严格控

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和建设标准。 （二）建立科学补偿机制。通过调

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和增加政府投入，以及医院加强成本控制管理、节

约运行成本等多方共担，由各省（区、市）制订具体的补偿办法…… 

 

 

 



为什么选择“精益医疗” 

 医疗机构内在的需求： 

 

 

 服务质量：精益医疗要求医疗服务质量“精益求精”，它关注临床路径的合理

性、单病种收费、平均住院日、患者的身心康复等医疗过程，持续改进、时时监

控、不断完善，是医院提升服务质量的有力助手。 

 医疗安全：精益医疗提倡不断更新医疗观念，改革、再造、规范医疗服务流程，

创新医院安全文化，让精益思想融入到医疗安全管理的各个环节和活动中去，不

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从而保证患者安全，提升医患满意度。 

 医院效益：精益医疗提高医院流程的效率，能使更多的患者得到及时的医疗服

务。医疗机构能充分利用现有的资产，例如床位和其他固定成本，从而产生更多

的利润。 

 工作效率：精益医疗倡导医院日常工作中减少各种类型的浪费，缩小人力成本

与时间成本，提高医院工作效率的同时，减少患者就医过程中的等候、徘徊、询

问等步骤，最大化实现患者就医满意度。 



为什么选择“精益医疗” 

 医患双方对提升满意度的要求： 

 患者满意度提升 

• 医患沟通时间增加； 

• 就医等候时间减少； 

• 就医诊疗费用降低； 

• …… 

 医务人员满意度提升 

• 患者得到良好就医体验，医患纠纷减少； 

• 工作便捷流畅，工作效率提高； 

• 职责、流程清晰，同事间相互配合得当 

• …… 



“卓●粤精益医疗”的由来 

 “卓●粤”的含义 

 “卓”：卓越，追求卓越、不断超越； 

 “粤”：南粤，指广东 

 “卓●粤”即：立足南粤，面向全国；追求卓越、不断超越！ 

 “卓●粤精益医疗” 

 精益医疗是改变医院组织和运营方式的哲学； 

 精益医疗是医务人员专心提供医疗服务的保障； 

 精益医疗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提升医患满意度的方法； 

 精益医疗是创新医院管理、降低成本和风险，促进医院良性发展永恒动

力。。。 

“卓●粤精益医疗”将成为专委会今后年会的主题，也是专委

会倡导委员们学习、推动各级医院发展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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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面临的挑战 



医疗面临的挑战源自双重压力 

 
12 

熟练的工作人员 
资金的投入 
医疗收费 

… 

资源的不断减少 

工作量 
新的技术需求 

医生和病患的要求 
各级管理者的要求 

工作压力的不断增加 



精益医疗 

关键在于具有消除浪费的意识，而非仅限于工具的使用！ 

及时化生产 

节拍生产 

单元设计 

拉动生产 

快速换型 

看板 

自动化 

5个“WHY” 

差错预防 

报警系统 

人机工程 

好的质量－低的成本－短的周期 

精益的目标 

 

5S   标准化作业  TPM    视觉化管理   全员参与 

  



着眼于病人就诊的全过程流程优化 

简单的方法可以带来效益的巨大提升 

基本方式 给医院带来的效益 

布局设计 优化空间利用，流程布局，降低空间需求（可降低20～40％） 

5S 现场管理 节省空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工作环境 

视觉化管理 一目了然的管理，提高操作效率，提高规范性与医院形象 

防错管理 降低出错概率、防范医疗事故 

库存管理 先进先出，防止过期，防止断货，减少库存（可减少10～30％） 

…… 

 
 

 



精益医疗——医务人员满意度提升 

通过数据的分析掌握流程真正的表现； 

优化空间利用，提高设备使用率； 

提高操作效率，降低工作强度； 

提高核心业务流程的规范性； 

降低出错概率，提高医疗质量； 

降低综合运营成本，节约财政； 

…… 



精益医疗——患者满意度提升 

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快速获取需要的医疗服务 

提高患者就医过程的满意度 

降低医患冲突发生几率 

…… 



强生ValuMetrix精益流程优化项目国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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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瑞金医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浙江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 

南京军区总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济南中心医院 

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千佛山医院 
山东毓璜顶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
大连中心医院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安贞医院 
天坛医院 
宣武医院 

阜外心血管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延安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武汉同济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强生ValuMetrix精益流程优化主要业绩 

项目实施单位（部分） 项目内容 项目评价 项目实施单位（部分） 项目内容 项目评价 

中大一院 检验科 满意 重庆市第五医院 检验科 满意 

东莞人民医院 检验科 满意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手术室 满意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检验科 满意 江苏省人民医院 手术室 满意 

山东省立医院 输血科 满意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手术室 满意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输血科 非常满意 北京协和医院 手术室 非常满意 

济南中心医院 检验科 满意 北京安贞医院 手术室 满意 

千佛山医院 输血科 满意 北京天坛医院 手术室 满意 

潍坊人民医院 输血科 满意 宣武医院 手术室 满意 

毓璜顶医院 输血科 满意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手术室 满意 

上海长征医院 检验科 满意 北京医院 输血科 满意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口腔科 满意 四川省人民医院 手术室 非常满意 

上海瑞金医院 手术室 满意 四川省肿瘤医院 手术室 满意 

西京医院 手术室 满意 大连中心医院 门诊部 满意 

延安医院 检验科 满意 盛京医院 输血科 非常满意 

浙大二院 手术室 满意 湘雅二院 输血科 满意 

浙江省人民医院 手术室 满意 武汉同济医院 输血科 满意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验科 非常满意 安徽省妇幼保健医院 检验科 非常满意 

强生ValuMetrix咨询团队国内实施流程优化项目近100家医疗机构 



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输血科流程优化 

污洗室 实验室 耗材室

值班室

办公室

储血室 发血室
配血/

血型 大门

污洗室 实验室 耗材室

值班室

办公室

大门
取报告 

输
血
检
验 

通过布局的调整提高科室的规范性 



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输血科流程优化 

在合适时机 

将正确的血液成分 

输注给需要的病人 

才能挽救病人生命 

节约宝贵血液资源 



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输血科流程优化 

“优秀的管理需要卓越的体现形式！” 

--主任在三甲复审中输血科作为医院亮点后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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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粤精益医疗”开展的整体思路 

1、统一理念、达成共识；(首先通过常委会并及时向委员通报） 

2、成立“卓•粤精益医疗”专门的组织架构-精益领导小组； 

 专委会“卓•粤精益医疗”领导小组  组长1名 徐学虎 主委  

 项目主管副组长3-5名（轮流制） 开展精益项目医院的副主委或常委 

 项目推广副组长1名  赵云 常委 

 项目执行副组长1名  商浚哲 黑带大师  

3、分批设定目标医院和科室并适时开展精益流程优化项目（因需而定）； 

4、分阶段、分主题做好精益流程优化成果的分享(学术会议和培训)； 

5、定期总结“卓•粤精益医疗”专项工作并申报相关科研和课题，不断完 

          善和提升。 

     培养精益理念 开展精益项目 分享精益成果 形成精益文化 

 



“卓•粤精益医疗”开展的具体计划之一 

一、打造医院管理经验交流和分享的平台（培训与会议） 

 卓●粤精益医疗年会带动医院管理经验交流和共享： 

    专委会年会主题定为“卓●粤精益医疗年会”。在此主题下，每年

设定相应的副标题，如2014年年会为“卓●粤精益医疗年会暨

“精益医疗提升医患满意度”研讨会”。 

 每年定期召开2-3次关于精益医疗相关的主题会议： 

    2014年7月、8月，分别在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及深圳福田区

人民医院召开的“打造精益医院学术会议”。 

 专委会“卓●粤精益医疗”交流平台——智行医院管理学院负责。 

。。。。。。 

 

 



“卓•粤精益医疗”开展的具体计划之二 

二、卓•粤精益医疗实践和推广的平台（方案与行动） 

 由专委会精益领导小组牵头，根据专委会委员单位的具体需求，分批次设定目

标医院和目标科室，开展针对性的精益医疗项目，务实地解决或改善医院和科

室存在的管理问题。 

    具体推广和执行工作由副组长和其所在的负责单位协调目标医院完成。 

 对精益项目开展效果好的医院，作为标杆在专委会内部推广经验。 

    对精益管理效果突出的科室可以挂牌宣传；对精益管理开展普遍并有亮点的医

院也可以挂牌宣传。 

 第一批设定目标医院（明确到具体科室）数量不超过8家，有需求的医院报名

截止时间到12月31日。专委会计划2015年完成10-15家医院的精益项目。 

。。。。。。。 

 

 



 
卓•粤精益医疗项目方案和行动 

 
 技术路线与流程： 

第一步：项目预调研和预评估，了解需求； 

 问卷、现场调研、数据采集等技术方法 

 咨询电话：020-84203888；精益专线：4008601119—3 

第二步：开展项目，精益改善或全面优化，满足需求； 

• 全职的优化师团队（3－6人）+医院指派的项目成员组成联合项目组； 

• 精益知识和理念的培训传授； 

• 现场调研、采集数据，分析项目所必需的相关数据； 

• 运用ValuMetrix专业工具进行价值流评估，给出视觉化改善等系列优化方案； 

第三步：持续改进，建立组织的精益文化 

 项目周期视项目大小而定，流程优化专家70％的时间在现场辅导项目实施 

 



“卓•粤精益医疗”开展的具体计划之三 

三、打造医院管理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平台（科研与课题） 

 借助“卓●粤精益医疗”专项工作推广，每年征集精益医疗相关科研

文章>30篇，由专委会组织专家对征集文章进行评选，汇编成册。 

 鼓励个人或单位根据精益医疗的成果申报科研基金和课题。 

 积极和同行交流，向国内外精益医疗标杆医院学习。 

 以“卓●粤精益医疗”为主导，全面提升医院管理理论研究和创新的

水平，提升专委会的综合服务能力。 

。。。。。。 

 

 



卓●粤精益医疗 
 

立足南粤   追求卓越  

 
欢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