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理科实验室管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病理科体系建设

与质量控制》继续教育学习班	会议通知 

近年来，我国病理科已经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但病理科管理和质量体系建设仍面临巨

大挑战，病理科管理层需运用满足时代发展需求的科学管理工具对科室进行全面现代化管

理，从而提高病理检查的质量和效率，以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基于此，江苏省医学会病

理学分会、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和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联合举办病理科实

验室管理实践和理论研讨会暨 2018 年江苏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病理科质量管理与体系

建设》学习班【项目编号：2018011502014】。鼓楼医院病理科在通过 ISO15189 认可现

场评审以及医院即将面临 HIMSS 7 级信息化认证的背景下，邀请国内该领域知名专家进行

授课和交流，以期望为推动我国病理科实验室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贡献一份力量。 

在本次研讨会和学习班上，我们将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形式，既有理论授课，

也有专题讨论和 ISO15189 认可一线工作负责人面对面讨论，更有实验室内现场经验分享

和交流，以希望就以下问题进行学术报告和讨论：1、管理要素方面：病理科组织和管理

体系构建，质量控制体系构建，科室各种文件的撰写和管理，实验室外部服务和供应的管

理，咨询服务，内部或外部投诉的处理，科室不良事件的识别和处理，不良事件的预防、

纠正和持续改进以及如何进行内部评审和管理评审等；2、技术要素方面：科室人员的培

训和管理，科室设计和环境安全，实验室设备、试剂和耗材的管理，病理检查项目的性能

验证、室内质控和室间比对，病理检查前、中、后的质量控制，病理检查结果的质量保

证，病理报告的审核和发布以及病理科 LIS 系统、精益化流程追踪管理系统和试剂管理系

统等信息化建设等问题。 

“科学公正、精准及时、持续改进、人文创新”，鼓楼医院病理科将以崭新的精神面貌

恭候全国病理同道莅临指导和交流，以共商病理科发展和建设之大计！ 

 

江苏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                                            

 
           
 

       

          2018 年 10 月 24 日 



 

 

会	 	议	 	日	 	程	

 
实践部分 
12 月 7 日（鼓楼医院病理科实验室，1号楼 2楼和 3楼） 
负责人：陈洁宇（诊断），杨军（分子），周强（技术），柏涛（细胞），吴鸿雁（免疫）等 

14:00-15:40  鼓楼医院病理科各实验室现场交流和经验分享 

 
12 月 7 日（鼓楼医院病理科会议室，1号楼 2楼） 

主持人：余慧萍，陈玲 

16:00-16:30  付  尧：病理科质量管理体系构建和文件管理 

16:30-17:00  叶  庆：分子病理检查项目的性能验证、室内质控和室间比对 

17:00-17:30  吴鸿雁：免疫组化检查项目的性能验证、室内质控和室间比对 

17:30-17:50  陈洁宇：病理科信息化建设：基于 LIS、精益化流程和试剂管理系统 
 

理论部分 
12 月 8 日（南京珠江路壹号国际酒店） 

主持：樊祥山 

08:00-08:30  开幕式(领导讲话: 孟凡青教授，许斌教授，彭宇竹教授，步宏教授) 

 
主持：孟凡青，赵建华  

08:30-09:10   步  宏：我国临床病理发展的思考以及 CNAS 认可的作用 

09:10-09:50   许  斌：病理科 ISO15189 认可管理要素 

09:50-10:30   沈佐君：病理科 ISO15189 认可管理要素中的常见问题解析 

10:30-10:40   茶歇 

主持：石群立，丁永玲 

10:40-11:20   盛伟琪：病理科 ISO15189 认可技术要素 

11:20-12:00   樊祥山：病理科 ISO15189 认可技术要素中常见问题解析 
 
主持人：章宜芬，陈洁宇 

12:00-13:20  午餐&卫星会：信息化建设与病理科发展    

1) 智慧病理全流程信息化解决方案（91360，15min） 

2) 试剂管理软件在病理工作中的应用（乐磬，10min） 

3) 病理实验室信息化进展分享（Leica，10min） 

4) 信息化建设在病理质控工作中的应用（琅伽，10min） 

5) 病理实验室空气品质控制的现状与未来（菲兰，10min） 

 
主持：林冬梅，张炜明  

13:40-14:05  孙廷谊：病理实验室设计、环境和设备试剂管理：基于 ISO15189 认可体系 

14:05-14:30  胡沛臻：病理科人员管理、培训和人文建设：基于 ISO15189 认可体系 

14:30-14:45  付  尧：病理检查、检测项目的全流程管理  

 

主持：盛伟琪，马恒辉 

14:45-15:25  认可专家面对面：李媛，胡沛臻，孙琦，郑波，孙廷谊，付尧，张炜明 

15:25-15:35  茶歇 

主持：张智弘，张丽华 

15:35-16:15 翟培军：医学实验室-国际标准化与认可 

16:15-17:55 杜  祥：中国病理科实验室质量控制体系建立及其挑战和对策 
 
17:55-17:00 樊祥山：会议总结 



 

 

特邀嘉宾	

步  宏 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副校长，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主任委员 

杜  祥 教授：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原副院长，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 主任委员 

彭宇竹 教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党委书记 

翟培军 教授：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四处 处长 

孟凡青 教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江苏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主任委员 

许  斌 教授：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 主任 

林冬梅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 主任 

张智弘 教授：江苏省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江苏省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沈佐君 教授：安徽省临床检验中心 主任 

赵建华 教授：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  

盛伟琪 教授：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病理科副主任，医务处处长 

郭凌川 教授：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江苏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孙蓉蓉 教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医务处副处长，质管办主任 

孙廷谊 教授：河南省人民医院病理科，病理科副主任，CNAS 认可负责人 

李  媛 教授：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病理科主任助理，CNAS 认可负责人 

胡沛臻 教授：西京医院病理科，CNAS认可负责人 

孙  琦 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天津血液病医院 病理科副主任，CNAS 认可负责人 

郑  波 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病理科，CNAS 认可负责人 

石群立 教授：东部战区总医院病理科原副主任，江苏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张丽华 教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病理科主任，江苏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张炜明 教授：江苏省人民医院 副主任，江苏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丁永玲 教授：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江苏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章宜芬 教授：江苏省中医院病理科主任，江苏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学术秘书 

马恒辉 教授：东部战区总医院病理科 

	

科室管理层部分人员	

樊祥山     副教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科室主任 

叶  庆     副教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科室副主任，技术组长 

付  尧   主治医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CNAS 认可负责人 

陈洁宇 副主任医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质量主管，诊断组组长 

余慧萍 副主任医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信息主管 

吴鸿雁 副主任技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免疫组化室组长 

史  炯 副主任医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科室安全管理员 

杨  军   主治技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技术组副组长，分子组组长 

周  强 副主任技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技术组副组长，常规技术组长 

柏  涛   主治医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细胞组组长 

王  婷     研究员：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试剂管理员，科研秘书 

聂  岭   主治医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教学秘书 

陈  玲   主治医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住院总、院感和对外宣传员 

朱  宁       技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科室行政秘书 

 

 

 

 



 

 

大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1. 报到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2018 年 12 月 07 日 9:00am-22:00pm 
报到地点：南京珠江路壹号国际酒店（南京市珠江路 1 号，电话：025-83218888）。  

 

2. 会议地点： 
12 月 7 日实践部分：鼓楼医院病理科；12 月 8 日理论部分：南京珠江路壹号国际酒

店。 
 

3. 会议费⽤:  

注册费 800元。为保障会议效果，本次会议限额 100人，参会代表务必提前报名，届

时按照报名先后顺序安排会议室坐席。  
 

4. 住宿标准:  

会务组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温馨提示：住宿紧张，建议尽快确定住宿起止日期。  
1) 珠江路壹号国际酒店标间：标间 500 元/天，2 床；单间 500 元/天。地址南京市玄

武区珠江路 1 号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F1，电话：(025) 83218888。 
2) 中山大厦：标间 398 元/天，2 床。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200 号（金

鹰国际购物中心马路对面），电话：(025) 83361888。 
 

5. 会务组联系⽅式: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 321 号南京鼓楼医院病理科，邮政编码:210008。 
联系电话: 187 6165 3855(朱宁) ；电子邮箱: 775216269@qq.com(朱宁) 
特别提醒：请务必邮件报名，以便安排住宿、记录开票信息，具体格式见会议回执。 

 

6. 交通安排:  
本次会议不设接送站，请代表自行抵离会场。珠江路一号酒店距南京火车站 约 6 

公里(地铁 1 线南京站-珠江路站 4 号出口，打车约 22 元左右); 距高铁南京南站约 14 
公里(地铁 1 线南京南站-珠江路站 4 号出口，打车约 40 元左右); 距南京禄口机场约 
47 公 里(地铁 S1 线禄口机场站-南京南站转地铁 1 线-珠江路站 4 号出口，打车 140 
元左右)。 

7. 地图： 
 

 



 

 

2018年《病理科体系建设与质量控制》学习班会议回执 

姓

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住宿日期 

房型（单

间/标间合

住） 

单位名

称 
科室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 

黄蓉 女 135 0000 0000 
11月7-

9日（2晚） 

单间 

桃花岛

东邪纪

念医院 

病理科 

主任医师/科

室主任 

34212000000

0000000 

	         

	         

	         

	         

 
说明：1.请务必填写正确详细工作单位、联系电话以便开具发票！如因个

人信息填写错误无法报销，请自行承担相应损失。 

 

2.如选择对公打款，请在汇款单上务必注明单位名称及叁加会议

名称，否则只能开具个人发票，影响报销流程。 
 
3.请提前准备好纳税人识别号，报到时告知会计，以便开具发票。 

 

4.注册费 800 元。为保障会议效果，本次会议限额 100 人，参会代表

务必提前报名（发送邮件至 775216269@qq.com），届时按照报名先后

顺序安排会议室坐席。 
 
 
联系人：朱 宁  18761653855   775216269@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