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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治理结构的不稳定、
不科学是造成民营医院集团管理不利的最根本原因。文章以江苏华

对其集团化发展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江苏华世伟业集团在构建出所有
世伟业集团为研究对象，
进一步完善集团层面的集约化管理模式和医院层
权、
经营权、
监督权三权分立治理结构的基础上，
面的无形资产构建，
对民营医疗集团制定发展模式具有普遍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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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已经成为我国卫生医疗体系中重要的

回顾江苏华世伟业集团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资

组成部分袁新医改明确将对民营医院的政策扶持作

本 原 始 积 累 期 尧 转 型 期 和战 略 发 展 期 三 个 阶 段 遥

为重要内容袁特别指出野引导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向高
水平尧高技术含量的大型医疗集团发展冶袁相当数量

圆园园苑耀圆园园怨 年袁集团初建袁延续民营医院传统发展模

式进行粗放型扩张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遥此阶段集团

的 民 营 医疗 机 构 也 已 经 走 上 了 集团 化 发 展 之 路 遥

对于投资对象的选择缺乏理性袁对于学科建设尧地域

段袁集团仅靠产权松散维系袁无法形成集团企业文

所医院袁均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袁各医院自成体系袁集

野分布区域广袁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有效的管理手

资源共享没有规划袁至 圆园园怨 年末袁集团旗下已有八

化袁无形资产累积缓慢遥 冶 这是民营医院集团化发

团仅靠产权松散维系遥 圆园员园 年袁集团旗下南京华世

集团做出了一些尝试遥

会国际部医院评审标准渊允悦陨 标准冤评鉴袁促使集团

咱员暂

展中面临的首要困境袁针对以上问题袁江苏华世伟业

一尧 集团发展历程

佳宝妇产医院通过美国医疗机构评审国际联合委员
董事会反思集团发展方向袁最终调整发展战略袁决定
从粗放型扩张转型为战略型扩张袁把握宿迁市医改试

江苏华世伟业集团于 圆园园苑 年注册成立袁成立时

点野办医主体社会化冶的空前有利政策袁制定了野以三

集团旗下唯一产业是宿迁市妇产医院袁这是一所非

级妇幼保健院为核心袁联合基层妇幼保健所袁形成地

营利性的二级妇产专科医院遥 集团成立后利用短短

域性大型民营医疗集团冶的发展战略袁在此转型阶段袁

三年时间迅速投资控股了温州长征妇产医院尧云南

集团进行了资产重组袁 重组后集团保留两家独资医

玛利亚女子医院尧江苏施尔美整形美容医院尧南京建

院要要
要宿迁市妇产医院和南京华世佳宝妇产医院袁对

国男科医院尧深圳仁爱医院袁于 圆园园愿 年独资开设南

总部周边地区医院只保留少量股份袁 不参与管理运

京华世佳宝妇产医院袁圆园园怨 年合资控股开设无锡嘉

营遥 在转型期袁江苏华世伟业集团对治理结构尧管理模

仕 恒 信 医院 袁 这 七 所 医 院 均 为 营利 性 专 科 医 院 遥

式均进行了改革创新袁为进入第三发展阶段做好了准

院尧深圳仁爱医院袁转让云南玛利亚女子医院尧江苏

展期袁除对独资医院按战略部署经营发展外袁集团的

圆园员园 年袁集团进行资产重组袁出售无锡嘉仕恒信医

备遥 圆园员猿 年至今袁江苏华世伟业集团正式进入战略发

施尔美整形美容医院尧南京建国男科医院股份袁入股

产业链投资也逐步实施袁包括入股三德医疗器械渊南

三德医疗器械渊南京冤有限公司尧成立宝付网络科技

京冤有限公司尧成立宝付网络科技渊上海冤有限公司袁以

渊上海冤有限公司袁同时投资 源 亿元启动宿迁市妇产

及医院管理咨询公司的筹建等袁 同时按照战略规划袁

医院二期工程遥

集团资本运作袁吸纳风险投资也已进入洽谈阶段遥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缘原园猿原圆怨
作者简介院汤辰苏渊员怨愿源原 冤袁女袁广东花都人袁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酝孕匀 学员袁研究方向为卫生事业管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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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放弃的其他所有可能的决策或选择中最好的产出

二尧集团发展成效

价值袁 必须使机会成本小于已经做出的决策或选择

圆园员园 年集团资产重组后袁交易成本得到有效控

所带来的收益 咱圆暂遥圆园员园 年后集团暂缓医院投资袁改向

宿迁市妇产医院进行投资扩建符合生产要素最适组

的决定渊表 员冤遥 集团 圆园员园 年改革后袁导入现代企业

制袁业绩稳步提升遥 集团选择在规模收益递增时对

合理论袁但欠缺对机会成本的考量袁投资回报缓慢袁
民营医院集团在投资时一定要考虑这种决策或选择
表员

圆园园愿 年

项目
资产运行情况
收入渊万元冤
支出渊万元冤
负债渊万元冤
投资渊万元冤
独资医院数渊个冤
参股医院数渊个冤
参股公司数渊个冤
运营业绩情况
医疗毛收入增长率渊豫冤
医疗净收入增长率渊豫冤
门诊人次增长率渊豫冤
住院人次增长率渊豫冤
手术人次增长率渊豫冤
收益与投资回报分析
投资渊万元冤
主营收入渊万元冤
主营成本渊万元冤
营业利润渊万元冤
营业外收入渊万元冤
营业外支出渊万元冤
营业外利润渊万元冤
利润总额渊万元冤
年投资回报率渊豫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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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失误渊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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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愿 愿猿缘
员圆 园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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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园猿缘园
园员 愿怨苑
园园园圆员

源员 愿员苑
园怨 怨远园
园苑 缘猿愿
园圆 源圆圆
园园源猿圆
园园园愿圆
园园猿缘园
园圆 苑苑圆
园园园园远

园愿 源猿园
员圆 源员愿
园怨 圆猿员
园猿 员愿苑
园园源远怨
园园园愿怨
园园猿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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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园园源源

员愿 苑圆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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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缘 苑愿苑
园圆 怨愿员
园园员愿员
园圆 愿园园
园愿 缘愿苑
园园园源缘

圆园员员 年

怨园

苑员园

不良事件渊例冤

员援源豫
员援圆豫
员援园豫

园援愿豫
园援园猿豫 园援源豫
园援圆豫
圆园员猿 年

园援缘园豫

圆园员圆 年

化渊图 员冤袁医疗纠纷大幅下降遥

圆园园怨 年

远 缘源愿
苑 源缘园
远 员苑猿
员 圆苑苑
园源猿园
园园怨园
园猿源园
员 远员苑
园园圆源

员员怨

管理模式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袁营造集团安全文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猿 年江苏华世伟业集团发展情况

苑 源缘园
远 员苑猿
怨 苑愿园
远 缘源愿
园园园圆
园园园猿
园园园园

怨园

延伸服务链进行投资正是考虑到了机会成本所做出

员 园圆园

纠纷支出占收入比

江苏华世伟业集团医院安全文化效应

创新的关键性成果遥
渊一冤设立决策委员会
集团设立各成员医院决策委员会袁聘用委员袁界
定职责遥
决策委员会设委员七名袁 由董事长委派一名董
事会成员担任主任委员袁由院长尧管理中心人员尧医
疗副院长尧财务主管尧集团成员医院院长尧集团聘请
的台湾管理专家担任委员遥从决策委员会的构成看袁
董事会成员担任主任委员确保了投资者 权益的保

三尧民营医院集团化管理实践

障袁管理中心人员尧集团成员医院院长尧台湾管理专

通过对江苏华世伟业集团尧宿迁市妇产医院尧南

展袁对集团医院的服务质量尧医疗技术和品牌形象明

京华世佳宝妇产医院现场调研资料尧统计资料及相

确统一方向遥 医院院长尧医疗副院长尧财务主管的主

关文献的研究袁江苏华世伟业集团的决策委员会模

要任务是解决医院面临的主要问题袁 贯彻决策委员

式尧 集团要医院管理中心模式和 允悦陨 的导入是改革

会决议袁汇报医院经营发展情况袁保障医院权益遥

家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医院按照集团的战 略部署发

窑圆员源窑

第 猿 期 总第 远愿 期
20员缘 年 远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决策委员会的职责包括院拟订医院医疗业务尧教

制度体系袁在对文件微调和短暂的磨合期后袁半年时

学及科研的发展与推动计划袁交由医院执行曰审订医

间即实现了两院制度尧流程的统一遥集团继续在旗下

院的重要决策与发展方针袁并对医院各项重大决议

医院复制南京华世佳宝妇产医院的制度体系袁 尤其

进行裁决曰制定医院各项经营准则袁并督导及考核其

是新医院建立时袁直接进行移植袁这避免了因地域间

执行情况曰审订医院各项规章制度袁作为各项工作执

隔导致的成员医院各成体系袁损失集团无形资产遥

行的依据曰审议高级渊含冤以上主管与人才的职位评

四尧总

定尧任免及晋升等条件曰当医院顶级主管间出现意见

结

分歧时袁进行协调及裁决曰依据审批权限审议其他重

渊一冤民营医院集团化治理核心院法人治理结构

大决策事项袁超过审批权限的事项须呈报集团审批

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

后交有关部门实施遥
决策委员会每年度进行自评袁自评内容包括决
策委员会对医院的决策尧监督尧扶持职能完成情况和

架构袁其核心内容是企业的所有权尧决策权尧经营权
和监督权的分割与制衡 咱猿暂遥 民营医院必须建立清晰

的法人治理结构袁对决策权尧经营权尧监督权有明确

决策委员会成员履行自身职能的情况袁董事会根据

的授予对象和职责界定院经营权一般授予医院院长袁

决策委员会自评结果决定决策委员会的人员续聘或

决策权则应授予一个团队而非个人遥 团队的组成人

变更遥

员包括出资人尧经营者和监督者遥在建立团队的组织

渊二冤设立集团要医院管理中心

章程时要确保出资人的权益袁 如由出资人担任主任

集团培养尧引进具有现代医院管理理论和经验

委员且具有一票否决权袁 同时也要限制出资人的比

的人才袁设立医院管理中心袁承担四项职能院行使监

例袁提升职业经理人比例袁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遥 监

督权袁监督医院落实决策委员会各项决议曰在院长领

督权的落实则是集团从松散式管理朝向紧密型管理

导下完成医院行政事务管理曰负责医院经营数据分

转型的重要标志遥

析袁为决策委员会决策和院长管理提供支持曰推进全
面质量管理体系遥

渊二冤民营医院集团化治理的必要条件院统一标
准作业程序和上下互通机制

同时袁在集团层面设立集 团管理中心袁通过集

民营医院人员流动大袁管理缺乏稳定和连贯袁必

团要医院管理中心的上下互通袁 进一步扩展四项职

须建立统一的标准作业程序才能改变现状 咱源暂遥 实践

能遥 在监督权方面袁监督集团内医院遵照统一质量尧

证明袁允悦陨 评鉴是一种有效的外部推进力量和建 立

服务尧运营尧品牌标准建设发展袁提升集团无形资产曰

标准作业程序的工具袁 民营医院集团也完全可以引

在行政事务管理方面袁建立尧执行集团统一作业标

入医院管理公司 咱缘暂袁或不借用外力袁直接从内部推动

准袁减少人员异动袁特别是管理层异动造成的管理不

标准程序的建立遥

稳定曰在经营分析方面袁及时数据传递袁为集团战略

民营医院集团成员分布疏散袁 需要建立一种上

定位提供依据曰在质量管理方面袁对各医院质量进行

下互通的机制袁 一方面让监督组织即使远离集团总

指标考核袁建立指标数据库袁植入集团内竞赛的安全

部也可发挥监督作用遥另一方面袁集团建立的标准作

文化基因遥

业程序以及现代企业管理所必需的全成本核算尧绩

渊三冤导入 允悦陨 标准

效考核尧 质量管理等重要手段均可以通过此种机制

允悦陨 标准是美国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

高效率地向医院推进遥

用于对美国以外的医疗机构进行认证的附属机构袁
目前已经给世界四十多个国家的公立尧私立医疗卫
生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了指导和评审遥 允悦陨 模式的

渊三冤民营医院集团化治理的重要抓手院科学的
质量管理和经营分析
科学的质量管理具有几个特点院 推行全面质量

特点是大部分标准都只提供行动框架袁而将建立具

管理体系袁不仅针对临床袁也针对行政管理曰科学地

体政策尧制度尧流程尧目标尧指标的工作留给了医院遥

选择质量改进优先级项目袁 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到最

集团正可以利用这种特性实现模板医院的全面复

重要尧最急迫的质量问题上曰在问题发生前尧中尧后袁

制遥 南京华世佳宝妇产医院是江苏华世伟业集团的

采用不同的科学办法进行干预袁关注接近失误曰鼓励

模板医院袁为通过 允悦陨 评鉴袁该医院按照 允悦陨 行动框

事件上报袁关注造成问题的系统尧流程因素袁而不是

策尧制度尧流程尧目标和指标遥 宿迁市妇产医院筹备

科学的经营分析则是从预算管理出发袁 关注医

二期工程期间直接导入了南京华世佳宝妇产医院的

院整体经验情况袁降低对个体消费的关注度袁减轻医

架将医院所有行为都建立了标准袁制定了相关的政

个人因素袁建设医院安全文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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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营销人员的个人压力袁将经营结果与决策的科

医院发展报告援 北京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圆园员圆院

学性和决策落实的正确性相关联袁最终目的是为医

圆源园

院决策提供依据遥 和传统民营医院野院长为医疗质
量负责袁出资人管经营冶相比袁具备现代医院管理知

咱猿暂

识的团队同时负责质量管理和经营分析具有明显优
越性袁既避免了经验主义袁又平衡了医疗质量尧成本
投入和医院收益的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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