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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间战略协作联合发展机制模型研究
陈佳钢 员袁蔡卓倩 员袁向

刚圆

渊员援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袁江苏 无锡 圆员源园圆猿曰圆援 昆明理工大学袁云南 昆明 远缘园园怨猿冤
摘

要院立足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实际背景袁以探究医院间战略协作联合发展机制为方向袁创新性

地提出了野资源转化寅产品孵化寅效益深化冶三阶段概念模型袁并以国内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研
究对象袁通过调研统计分析袁对运行机制进行深度挖掘袁为实际工作提供了系统理论支持及直观数
据参考遥
关键词院资源共享曰战略协作曰联合发展曰效应量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怨苑援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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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行业是与社会人群生命健康密切相关
的重要行业袁也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特色服务性行

文章编号院 1671鄄0479渊20员圆冤0源鄄圆远源鄄园园源

为 缘援圆愿豫袁其中政府投入也仅占 圆缘豫遥 政府财政投入
不足是医院自身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袁 而形成的负

业遥 医院作为医疗市场的经济主体袁在国家政策的

债经营大部分通过收取医疗费用来偿还袁 一定程度

调控与指导下袁一方面要坚持社会公益性质 袁另一

上推动了医药费用的过快上涨遥

咱员暂

方面需要兼顾经营利益保持持续发展遥 面对国内日
益增长的社会人群医疗卫生需求袁如何在有限医疗

渊二冤战略协作联合发展形态
我国自上世纪 怨园 年代初期开始袁各种形式的战

卫生资源及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中袁寻求一条遵循

略协作联合发展就已经在医院与医院间形成袁 这种

国家医疗改革政策尧突破自身资源局限尧持续有效发

以迅速实现资源共享尧 优势共赢的经营战略数量快

挥优势的医院建设发展之路袁是摆在每一位医疗卫

速增长袁成为医疗行业资源优化配置尧提升自身竞争

生事业管理人员面前的关键问题遥

力的重要模式咱圆暂遥

一尧研究背景

医院间战略协作联合发展是类似于经营企业与

市场竞争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袁 其虽然具备战略发

渊一冤医疗卫生行业经营环境

展长远眼光袁 但由于医疗行业的特点及局限性与普

根据卫生部叶圆园员员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曳数据显

通企业存在经营管理的差异袁 尚无成熟的经济理论

示院截止 圆园员园 年底袁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怨猿援苑

支撑袁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袁所以这种意愿式的

发展的医疗卫生机构仍不足以完全满足市场需求袁

速度增长的医院间战略协作联合发展袁 其合作成功

万个遥 相对于国内空前庞大的医疗需求群体袁蓬勃
医疗卫生资源短缺的形势依然亟待缓解遥
圆园员员 年 员圆 月 猿园 日袁国家发改委联合商务部发

战略关系存在着很高的风险性袁据统计每年以 圆缘豫
率也仅有 缘园豫袁出现高成果的比例更低 咱猿暂遥 如此高的
合作失败率一方面造成了医疗卫生资源的极大浪

布的新版 叶外资产业指导目录曳 内容明确规定袁从

费袁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医疗卫生行业内对战略协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 猿园 日起袁 外商投资医疗机构从限制类

作联合发展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遥 如何科学合理地建

改为允许类遥 这一修改打破了国有本土资本独占医

立符合国内医疗卫生行业战略协作联合发展的模

疗行业的局面袁外来资金势必带着先进的医疗技术

式袁洞悉其内部关键的运行机制袁形成有效的管理手

及高端服务来冲击医疗市场遥

段将是每一位从事医疗遥

圆园员园 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各国卫生总费用

占 郧阅孕 比值全球平均为 怨援苑豫袁 发展中国家政府投

入占比不低于 缘缘豫遥我国卫生总费用占 郧阅孕 比值仅

二尧概念模型
本文以熊彼特式创新机制为基础理论 咱源暂袁通过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源原员怨
作者简介院陈佳钢袁硕士尧政工师袁药剂师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信息管理尧药学尧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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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略协作联合发展过程要素分类袁形成以资源共
享为基础袁以技能开发尧科研共进尧人才培育尧市场拓
咱缘暂

展 为主体袁以总体效益的提升为运行目标的野资源
转化寅产品孵化寅效益深化冶的三阶段模型渊图 员冤袁

窑圆远缘窑

显著正向影响
按照皮尔逊 则 相关系数法对模型野要素与要素冶
间的相关性进行检查袁孕 值 约 园援园缘 时袁各要素变量间
存在显著性遥然后将前要素渊资源共享冤作为自变量袁

拟将医院间战略协作联合发展的重要因素整合在一

将后要素渊转化过程各要素冤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

个有机统一的框架内袁研究分析各因素间关系袁探究

归袁观察 砸 圆 值袁按照科恩渊悦燥澡藻灶袁员怨愿愿 年冤定义的效

影响控制全过程的重要机制遥
转化过程院以各种形式存在的资源袁在适合转化
的环境中得以开发利用遥 转化过程是资源共享的关

应量分析可以看出资源共享对孵化过程中的各要素
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渊图 员冤遥
砸圆 越 园援源园怨

键过程袁只有确保转化成有利资源袁才是资源共享的
核心意义遥
孵化过程院资源的有效转化需要经历一定周期袁
在医院的实际工作环境中袁技能开发尧科研共进尧人
才培养尧市场拓展作为医院竞争力袁是对优质资源有

总体
效益

砸圆 越 园援源员怨

资源
共享

砸圆 越 园援员缘远

砸圆 越 园援源苑愿

效利用的重要方向遥 孵化决定了效益产生周期长短
及规模遥

图员

深化过程院获取医院间战略协作联合发展中孵化
成果时袁从不同的医院定位及资源配置角度袁设计出
适合发展的新阶段战略步骤是深化过程的重点任务遥

三尧调研统计分析
本文调研活动分为预试调研尧调研内容修订尧正
式调研尧数据统计四大步骤遥 正式调研问卷在预试
调研的基础进行了修订袁整套调研问卷按论文研究
概念模型各要素分为 苑 类 猿缘 项遥 为了直观准确地
反映被调研对象对选项的确认程度袁选择李克特五
点量表为调研问卷的选项设计方式 咱远暂遥 选取了 员怨 所

附属医院袁其中综合性医院 员员 所袁专科医院 愿 所遥
共收回有效调研问卷 员圆员 份袁回收有效率 怨远援愿园豫遥

科研
共进
人才
培育
市场
拓展

数据回归效应量

渊二冤孵化过程中要素或要素组对总体效益呈现
显著正向影响
相同的分析也体现在孵化过程中要素对总体效
益的影响上渊图 圆冤遥
技能
开发

砸圆 越 园援员圆员

科研
共进

砸圆 越 园援圆苑苑

人才
培育

总体
效益

砸圆 越 园援员苑源

市场
拓展

调研数据的效度及信度检验参考叶问卷统计分

析曳的方法进行 咱苑暂遥 首先对量表各题项按照李克特五

砸圆 越 园援圆苑愿

技能
开发

图圆

砸圆 越 园援员猿缘
数据回归单一要素效应量

点量表标准分值进行计分袁对量表各题项进行加总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对野要素与要素组冶间进行分

计算袁求得样本最小值为 怨猿尧最大值为 员远员遥 按照量

析袁将前要素渊孵化过程各要素组合冤作为自变量袁将

表加总后的分值大小袁对样本进行重新排序袁选出新

后要素组合渊总体效益冤作为多元因变量袁观察自变

序列前 圆苑豫为高分组袁 新序列后 圆苑豫为低分组袁采

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比重 砸圆 值及回归系数渊图 猿冤遥

用独立样本 贼 检验法求出高低两组别题项平均数的
差异显著性袁根据平均数的差异显著性袁对题项进行
分析遥 统计检验结果显示袁显著性概率值 孕 均 约 园援园缘袁
达到显著水平遥 采用克隆巴赫 琢 系数法进行了信度
检验袁琢 数值 跃 园援缘袁即认可其内部一致性袁本次正式

调 研 问 卷 总 量 表 测 得 园援怨园愿袁 七 大 分 类 信 度 也 在
园援苑源圆耀园援愿怨愿 之间袁信度检查情况良好遥

根据模型架构袁主要针对 模型野要素与要素冶尧

野要素与要素组冶进行了统计分析袁结果如下遥

渊一冤以资源共享为基础的转化过程对要素存在

技能
开发
遭员越园援园缘员

科研
共进
遭圆越园援猿源圆

遭猿越园援员园愿

遭源越原园援园员员

人才
培育

图猿

市场
拓展

砸 越 园援圆愿怨
圆

要素组回归方程系数及效应量

总体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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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影响显著袁但并不表明技能开发尧人才培育尧市
场拓展等要素的重要性降低遥 人才培育是科研共进

过程监管对于总体效益的效应量明显袁但对于
演化过程中各要素相对不明显渊图 源冤遥
砸 越 园援园源远
圆

总体
效益

砸 越 园援源苑员
圆

图源

过程
监管

砸 越 园援园源源
圆

砸圆 越 园援园圆苑
砸圆 越 园援园怨苑

人力资源的有效保证袁 技能开发又是科研共进的必
然途径袁 市场拓展更是科研共进最终转化为医院效

技能
开发

益的根本手段遥各要素间的相辅相成关系袁形成了医

科研
共进

渊三冤过程监管是医院间战略协作联合发展的有

人才
培育
市场
拓展

数据回归效应量

四尧研究结论对实际工作的意义
本文用统计数据较客观的论证了医院间进行战
略协作联合发展对于医院自身建设发展的正向作

院建设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遥
效保证
整个医院间战略协作联合发展的过程中袁 监管
对于总体效益的提升有显著效应袁 但从过程监管对
于各要素的效应量数值看袁却相对不明显袁这一现象
说明了在实际工作中袁 过程监管对于医院效益属于
间接影响要素袁需要形成系统的中长周期进行实施遥
由于过程监管效应的非显著性袁 容易被医疗卫
生单位忽视袁从而合作体系受到限制袁各类合作仅能
在较小范围或较低层面进行袁 最终影响资源共享优
势的充分发挥以及效益的更快提升遥

用袁通过对整个战略协作联合发展过程中的各阶段尧
各层面要点进行分析袁明确了实际工作中的重点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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