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 生技术评 估简 讯 
Newsletter of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 t 

2014 年 12 月   第 4 期（总 4 期）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  编 

 

本期主要内容：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2014 年学术委员会年度会议在沪召开 2 

中国卫生技术评估政策转化研究报告会在京顺利举行   4 

薛迪等任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6 

2014 年 9 月 30 日重点实验室召开主任会议 6 

国际上新兴卫生技术评估的进展 7 

2014 年 9-12 月海外高访学者来重点实验室开展讲座情况 8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基本药物与卫生技术部协调官员 Klara Tisocki 博士来访 11 

薛迪教授参加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西部机构伦理委员会哥白尼集团（WCG）

的伦理委员会委员培训 
11 

陈英耀教授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医院服务和管理非正式专家咨询会议   12 

陈英耀教授赴越南河内参加公立医院自主化和公私合作的技术咨询会议 12 

重点实验室开展唐氏综合征筛查技术评估 13 

重点实验室开展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评价及共用共享机制研究 13 

关于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2014 年度第二批开放基金课题招标的

通知 
14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2014 年度第一批开放基金中标通知           15 

                               

编者按： 

中国卫生技术评估决策转化研究报告会暨第八届中国卫

生技术评估论坛于 2014 年 9 月 6 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卫生技

术评估决策转化研究》课题组汇报了主要研究成果。 

2014 年 11 月 30 日上午，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 2014 年度会议在复旦大学卫生事业管理楼隆重举

行。会议对重点实验室的未来发展战略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一致

意见。 

重点实验室为加强领域内的国际交流，邀请了多名海外知

名学者前来开展讲座及课题合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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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2014 年学术委员会 

年度会议在沪召开 
 

11 月 30 日上午，卫生部卫生技术评

估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2014 年度会议

在复旦大学卫生事业管理楼一楼会议室

隆重举行。重点实验室新一届学术委员

会委员、复旦大学医学科研管理办公室

与公共卫生学院领导、重点实验室新一

届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实验室研究人员，

共计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新一届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

由来自我国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深领导专家与卫生政策、卫生管理、医院管理、卫生经济、

医学信息学等领域的全国高校知名学者 15 位组成，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洁教授任学术

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孟庆跃教授任副主任委员。本次会议，12 位学术

委员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旨在为促进重点实验室新一轮的建设与发展，更好地规划战略方

向与发展目标建言献策。 

 

会议由我院副院长屈卫东教授主持，陈文院长向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与感

谢，并希望学术委员会委员对实验室发展出谋划策，并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医科科研管

理办公室主任张农教授对学术委员会委员对重点实验室和卫生事业管理学科的支持表示了

实验室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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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强调了在新的发展时期，学术委员会不仅要在科学研究上发挥指导作用，在重点实验

室管理和运行过程中也要发挥督导作用，严格按照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规范运行。 

随后，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教授围绕实验室的历史发展、功能定位、现状分析与近三

年的发展设想作了汇报。陈英耀教授首先简要梳理实验室的创建与发展历史，从科学研究、

教育培训、交流合作与技术服务四大主要功能报告了实验室目前所取得的成绩与核心研究方

向；并基于 SWOT 分析，从管理体系机制优化、学科人才队伍建设、科研实力提升、平台

品牌锻造等方面提出了未来 3 年的建设与发展目标设想，强调要凝炼研究方向、促进政策转

化；增进国际交流，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在听取了陈英耀教授的汇报后，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们对实验室已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实验室未来战略发展各抒己见、智慧碰撞，给予许多真知灼见。主要

包括： 

进一步发挥已有的 WHO 合作中心、卫生部重点实验室的平台优势，结合社会与政策需

求，立足长远，找准战略定位，凝练发展方向，打造标志性成果； 

加强多学科整合，在现有科研团队的基础上，加强与临床医学、公共政策学、人文社会

学等学科团队的合作，打造卫生技术评估的跨学科协同机制，提高竞争实力； 

吸引扩充人才，建立合理人才梯队，在促进跨学科科研团队协同的同时，重视核心团队

的培养与锻造； 

充分利用本实验室依托高校的优势，强化卫生技术评估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与

成果传播，在方法学上努力引领与带动我国卫生技术评估的发展与利用； 

探索合理的管理机制，尤其是人才激励机制与绩效考评机制，吸引人才、激发人才、增

进合作，从而形成更为良性的运作与发展模式； 

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与传播，加大社会影响力。 

 

学术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卫生技术评估作为一门政策研究学科，一定要站在国家高度

思考问题，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和认可，加强和国际相关技术评估

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卫生技术评估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 

（文  庄建辉、周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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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技术评估政策转化研究报告会在京顺利举行 
 

2014 年 9 月 6 日，由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主办，复旦大学药物经

济学研究与评估中心、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协办的中国卫生技术评估政策转化研究报告会

在北京召开，有来自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海外学者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安徽、山东、江

苏、甘肃、新疆等 17 个省、市、自治区的近 200 多位研究者和决策者参与这次会议。此次

会议旨在汇报《中国卫生技术评估政策转化研究》课题研究成果，探讨我国卫生技术评估的

发展与政策转化的途径，搭建研究者和决策者交流的平台。《中国卫生技术评估政策转化研

究》是由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资助的一项国内外多校合作的大型研究工作。 

 

上午的会议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院长陈文教授热情洋溢的致辞中

拉开帷幕，第一场分会由陈文教授与北

京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雷海潮主持，由课

题组成员汇报课题成果。卫生部卫生技

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教授首

先对课题进行了简要介绍，随后，浙江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董恒进、复旦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院管理学教研室主任薛迪以及美国杜兰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

教授施李正分别从研究者视角、决策者视角以及卫生政策评估向政策转化的影响因素等角

度，对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精彩的汇报。此外，来自加拿大劳伦森大学的庞伟明教授、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石磊玉教授以及美国兰德公司的于浩教授分别从国际的视角介绍了卫生

技术评估的发展和转化。 

研究报告汇报后的第二场分会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与雷海潮副主任主

持，与会者基于课题报告进行自由讨论。与会的研究者和决策者分别就研究数据共享现状、

政策转化中的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对卫生技术评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积极的

思考和交流。 

下午的第三场分会由两个主题构成，根据主题分成两组由决策者和研究者们进行讨论交

卫生技术评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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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国需要怎样的卫生技术评估体系与机制？”主题讨论由国家卫生计生委项目监管中

心张朝阳主任和陈英耀教授主持，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妇幼健康司与规划信息司的

决策者分别就工作实践探讨了卫生技术评估在卫生决策中的作用，表达了决策者对于卫生技

术评估的强大需求，提出决策者需要进一步加强科学循证决策的素养，希望研究者能够加强

学术能力培养，增强双方的沟通。随后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吴朝辉、中国医学科学研究医

学信息研究所代涛、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肖月代表研究者从研究的视角分享他们对与卫

生技术评估质量、决策转化等方面的看法，提出研究者需要明确卫生技术评估的研究问题和

研究框架，提高研究质量；需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决策者的需求，促进决策转化；建议开展系

统长期的卫生技术评估研究，为未来可能的卫生政策决策需求做好准备。 

“如何将卫生技术评估运用于医疗保险决策？”主题讨论由董恒进教授等主持，人社部

医保司、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和上海市医保局的决策者表达了对卫生技术评估(HTA)的支

持，希望在未来的医保决策中能有 HTA 的支撑，在预算中能有更多的资源支撑。随后国际

卫生经济学会亚太分会顾问委员会主席宣建伟、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教研室叶

露和中国医学科学研究医学信息研究所朱坤分别从研究者视角探讨了 HTA 的传播方式以及

提高 HTA 研究质量的设想。决策者和研究者在讨论中达成共识，开展高质量的 HTA 研究是

促进 HTA 在医保领域应用的前提，希望能构建决策者和研究者持续有效的沟通渠道，并在

今后的研究中充分考虑公众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提高研究的可推广性。 

第四场分会由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创办人陈洁教授以及张朝阳主任主持，首先由第

三场分会代表分别对各自分会的主要讨论结果进行了简要汇报。随后，来自卫生部卫生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广东省医学学术交流中心、江苏省计划生育科研所和复

旦大学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估中心的代表分别介绍了 HTA 在本机构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并对 HTA 在本领域中的应用前景提出了殷切的期待。介绍结束后，来自海外的学者也

结合本次会议的讨论成果，为我国 HTA 的发展提出了真诚的建议，期望中国能够建立持续、

有效的决策者和研究者的沟通机制，重视卫生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与国际的合作。  

在与会的决策者和研究者热烈的讨论后，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教

授对此次报告会进行了总结，对与会者的热情参与和中肯建议表示了感谢，并向与会代表介

绍了实验室的近期发展规划，欢迎更多人才加入到卫生技术评估的事业中，为国家的卫生决

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最后，陈洁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充分肯定了此次报告会取得的丰硕成果，

并对我国卫生技术评估的发展机遇了殷切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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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报告会上，各位专家精彩的演讲和交流都让人印象深刻、获益匪浅。在热烈真

诚的探讨中，卫生技术评估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桥梁已悄然搭起，促进了双方的沟通与合

作。中国的卫生技术评估无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通过决策和研究双方共同的努力，卫

生技术评估的前景将会更加美好！ 

                                                          （文   黄媛） 

 

 

 

薛迪等任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2014 年 9 月，学校发布文件，聘任薛迪、阚海东、钱序、应晓华为卫生部卫生技术评

估重点点实验室副主任。 

此前，国家卫生卫计委已聘任陈英耀为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点实验室主任。陈洁教

授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文   陈春巍） 

 

重点实验室召开主任会议 

 

2014 年 9 月 30 日召开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会议，实验室主任陈英耀，实验室

副主任钱序、薛迪、阚海东、应晓华，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洁和秘书陈春巍参加了这次

会议。 

会议对重点实验室各位主任、副主任的分工进行了安排，并针对实验室目前工作及未来

发展进行了具体讨论。 

                                                            （文   陈春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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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新兴卫生技术评估的进展 
 

随着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所

拥有的或曾经拥有的卫生技术已数以万计，新的技

术还在不断出现。卫生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增强了

人类诊断和防止疾病的能力、提高了人类健康水平，

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

因此开展卫生技术评估非常必要。 

新兴卫生技术不断涌现，但是可用于卫生技术

评估的资源又非常有限，因此对新兴卫生技术进行

识别、筛选与设置优先级，将有限的卫生技术评估资源用于对高优先级的新兴卫生技术的评

估是一种必然选择。 

目前国际上兴起了新兴卫生技术评估这一新的研究方向。所谓新兴卫生技术是指已经通

过临床试验阶段，即将投入在医疗卫生体系中使用，或已使用但还没有被广泛传播的药物、

设备、诊疗程序、手术等卫生技术，而且这些技术相对现有技术，必须有用途上的改变或创

新，并能对卫生系统产生重要影响，有增加健康产出的潜能，或能为目前尚未满足的健康或

医疗需求提供解决方案。新兴卫生技术评估一般通过卫生技术早期监测预警系统(Early 

Awareness and Alert Systems, EAASs)，也称作新兴卫生技术水平扫描系统（Horizon Scanning 

System）来开展，该系统是指一个能识别在医疗技术领域可能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技术，并及

时传播这些与人们健康需求密切相关的信息的系统，从而能实现适宜的决策（例如，资源配

置），促进合适的新技术运用以及确定进一步研究的需求。 

目前国际上建立了正式的新兴卫生技术早期监测预警系统的机构有 20 余个，其中有 19

个是 EUROSCAN（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 on New and Emerging Health 

Technologies）的成员。1999 年 EUROSCAN 正式建立，初始成员包括了来自丹麦、荷兰、

西班牙、瑞典、英国、加拿大、瑞士等国的机构。其目的是：评估新兴卫生技术并共享信息；

建立可用于识别新兴卫生技术的信息源；共享对卫生技术进行早期评估的方法；传播新兴卫

生技术的识别和评估信息。到目前为止其主要成果有：编写了一本新兴卫生技术识别与评估

的工具书，建立了统一的术语体系与设置优先级的标准；建立了一个可公开访问的

EUROSCAN 共享数据库，成员机构产出的新兴卫生技术评估信息都会加入该数据库中，数

据库中包含了各种新兴卫生技术被识别的时间、提交数据的机构名称、技术的类型、技术所

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技术的用途等信息。EUROSCAN 制定了新兴卫生技术早期监测预警系

统的标准化流程，由识别用户、确定时间范围、开展水平扫描识别新技术、筛选新技术、为

筛选出的新技术设置优先级、评估新技术、传播评估信息及更新评估信息等九个步骤组成。

其中的水平扫描信息源的选择、筛选标准、优先级设置标准、评估方法等方面还需要进行完

善。由于新兴卫生技术评估与卫生系统的特性紧密相关，我国在开展相关工作时并不能简单

照搬，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文   夏志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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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12 月海外高访学者来重点实验室开展讲座情况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为加强领域内的国际交流，在学校海外高访项目的支持

下，期间邀请了多名海外知名学者前来开展讲座及课题合作讨论。 

 

2014 年 9-12 月海外高访学者来实验室开展讲座情况列表 

 

时间 主讲者 主讲者 title 讲座内容 

9/12 Leiyu Shi Professo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SA 

Conceptualizing and Writing High-quality 

Articles for Journal Publication II 

9/17 Don 

Juzwishin 

Direct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novation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Canada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Knowledge translation-two sides of a coin 

9/19 Risk Management in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9/22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Implementation Science 

9/24 Advancing the use of HTA at multiple 

levels of health care practice, decision and 

policy making 

9/26 Social, Technical, Economic, Ethical, 

Political, Leg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of HTA(STEEPLE) 

9/26 Yueping 

Alex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Australia 

My research experience: Health research 

routinely collected population data & 

Cochrane review 

10/9 Joseph 

Pliskin 

Professor, 

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Israel 

Lean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by 

Constraints: Doing More with Existing 

Resources 

11/10 Patrick 

Romano 

Professor, UC Davis 

Center for 

Healthcare Policy 

and Research, USA 

Frameworks and approaches for 

measuring quality of care 

11/11 Measuring patient safety in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a summary of various 

approaches and their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11/12 Overview of the AHRQ Quality Indicators 

(which are based on ICD-coded data from 

hospitals) 

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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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and suggestions for publishing 

in English-language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journals 

11/10 Jianwei 

Xuan 

Clinical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Florida, USA 

Mobile Health and its applications 

 Market access and Health economics 

12/5 Christian 

Gericke 

Honorary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Schools of 

Medicine, Australia 

Health systems analysis 

12/9 What is wrong with evidence-based 

medicine? 

12/16 Hindrik 

Vonde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Denmark 

Why did some Danish counties introduce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nd others not? 

An explorative study of four selected 

counties 

12/18 Rembursement decision-making and 

prescription patterns of glitazones in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in Denmark 

12/19  EUnetHTA 

（文   陈春巍） 

 

 

 

 

学习获益匪浅，增添国际视野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实验室（复旦大学）为

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交流平台，在 11 月份和

12 月份分别多次邀请了国内外的知名学者，为

我们带来医院管理、卫生技术评估等方面的国际

最新动态。作为实验室的一名学员，我在学习中

获益匪浅。在专业学习方面，来自美国的 Patrick

教授让我了解到了美国关于医疗服务质量管理

的理念，同时还为我们介绍了撰写英文文章的心

得体会，让作为学生的我们在增长见识的同时，

也拓宽了专业思维。另外，实验室的讲座中还不乏许多具有实践意义的讲座，例如来自美国

的宣建伟博士从他的工作实际出发，为我们带来了关于医疗信息化、移动医疗的新理念和实

际运用情况，让我们在更深入了解专业的同时，也了解到了专业相关的一个产业，有利于我

们从社会的角度找准自己作为这个专业研究生的一个定位。此外，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

Christian 教授基于临床工作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卫生体系和循证医学的介绍，让我们从

国际的视野更好的了解到这些专业中的基本概念。实验室在邀请这些知名学者给我们带来讲

座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在讲座时间之余，通过向这些学者提

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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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他们探讨课题，在帮助我们解疑的同时，更让我们在自己的课题中加入国际视野，同

时也锻炼了我们的学术思维和英文交流的能力。(黄媛) 

 

学术盛宴 

自九月份开学以来，卫生部卫生技术评

估重点实验室依照年度计划，依托重点实验

室平台，以卫生技术评估为纽带，相继邀请

了众多国外知名高校的学者进行访问交流。

受邀来访的学者，来自美国，加拿大，以及

澳大利亚等国。而这些国家目前在卫生技术

评估领域，无论是在卫生技术评估研究方

法，还是卫生技术评估成果转化等方面都处

于领先水平。各位来访的学者就国际上卫生技术评估的方法学，或研究成果进行了研讨和交

流。 

大量的学术盛宴，既锻炼了大家的英文听力水平，同时也丰富了大家的国际学术视野。

而这些方法学以及研究成果对于重点实验室成员之后的科研大有裨益。（郭祖德） 

 

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本学期，在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

验室的平台下，我有幸聆听了多场国外顶级

学者的学术讲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对医院管理和卫生技术评估有了更进一步

的理解和认识。 

9 月，来自加拿大的 Donald 教授为我们

介绍了 HTA 决策转化相关的研究进展；11

月，Patrick 教授为我们介绍了病人安全和医

疗质量方面的内容以及如何撰写和发表 SCI

期刊的论文，宣建伟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关于移动医疗以及市场准入和卫生经济方面的研究进

展；12 月，Gericke 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卫生系统分析的方法和循证医学方面的内容。这些学

术讲座，不仅仅让我们充实了自己，也为我们平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通过学术讲座，我们与国外学者交流互动，一方面增加了我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另一方

面也锻炼了我们的英语口语和听力能力。（方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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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基本药物与卫生技术部协调官员 

Klara Tisocki 博士来访 

 

2014 年 10 月 21 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

区基本药物与卫生技术部协调官员 Klara 

Tisocki 博士到重点实验室参观访问，重点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洁教授，公共卫生学

院副院长、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教授以及

实验室的部分研究人员参加了交流会。会上，

陈英耀教授代表重点实验室向 Tiscoki 博士的到访表示了热烈欢迎与亲切问候，并介绍了本

实验室的建设历程、发展现状与规划目标，Tiscoki 博士对本实验室所取得的成绩予以了肯

定，并结合目前 HTA 的国际发展动态与应用前景，为实验室的战略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建议。 

                                                      （文   周萍） 

 

薛迪教授参加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西部机构伦理委员会哥

白尼集团（WCG）的伦理委员会委员培训 

 

2014 年 9 月 26 日，薛迪教授参加了

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西部机构伦理委员

会哥白尼集团（WCG）的伦理委员会委

员培训。在培训会上，一些伦理专家和

受试者就 2013 年美国 FDA 认可的药物和

器械状况、以因特网为基础的研究伦理问题（招募、知情同意和信息安全）、试

验性药物的扩展应用和获得的权利、资源缺乏机构的伦理委员会和研究状况等，

进行了演讲。 

（文   薛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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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耀教授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医院服务和管理 

非正式专家咨询会议 

 

2014 年 11 月 4-5 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在马尼拉总部举行医院服务和管理非正式专

家咨询会议，实验室陈英耀教授应邀作为 WHO 临时顾问参加，并作有关亚太区公立医院

自主化的引导发言。 

西太区总干事 Shin Young-soo 博士致欢迎词，感谢来自西太区各成员国、欧洲和南美

等地区专家与会，这是西太区首次举行类似的会议，希望非正式的专家咨询会议为今后

WPRO 更好地服务成员国医疗

服务体系建设服务。 

会议共有六个主要的议

题，包括医院在卫生系统中的

地位和作用、医院治理的有效

机制、医院服务筹资的有效策

略、质量和安全的保障和改

进、加强医院管理和医院信息

系统促进绩效和责任。每个议

题均有引导发言，之后是开放

讨论和提出建议。陈英耀教授

总结了中国、蒙古和老挝公立医院的情况，提出了改善医院自主化政策的治理策略。  

（文   陈英耀） 

 

陈英耀教授赴越南河内参加公立医院自主化 

和公私合作的技术咨询会议 

 

2014 年 12 月 15-16 日，实验室陈英耀教授应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的邀请，赴越南河内

参加公立医院自主化和公私合作的技术咨询会议。15 日是技术专家的内部会议，由 WHO

西太区、WHO 越南办事处、越南卫生部官员、越南专家和中日澳大利亚等国专家参加，与

会者对越南公立医院现状及政策去向的报告进行评述。16 日是越南卫生部和 WHO 越南办

事处共同举办的公立医院自主化和公私合作的会议，改革涉及的主要利益方均有代表出席，

共有约 80 人出席。越南卫生部代表做了公立医院改革现状的报告，两家公私合作的公立医

院介绍了他们的经验，日本专家 Naoki Ikegami 和陈英耀分别介绍了日本和中国医院自主化

和公私合作的报告，供与会者参考，澳大利亚专家 Chris Scarf 介绍了越南的评估报告，之后

会议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研讨。越南卫生部副部长 Pham Le Tuan，WHO 越南办事处执行主

任 Jeffery Kobza 和 WHO 西太区卫生系统部门主任 Vivian Lin 出席会议，致辞、演讲或总结。 

 

                                                     （文   陈英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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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开展唐氏综合征筛查技术评估 
 

2014 年 6 月-12 月，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受国家卫生计生委科

教司委托，对唐氏综合征筛查技术安全性、有效性与伦理性作评价。课题组通过对国内外相

关文献全面而系统的综述、专家深入访谈、典型医疗机构现场调研等方法，对我国现行的唐

氏综合征产前筛查技术与以基因测序为手段的新兴唐氏产前筛查技术的应用状况、安全性、

有效性与伦理问题进行了评价，以期为我国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策略的优化与完善提供实证

依据与决策参考。课题组将严格按照草拟中的《卫生技术评估指南》的要求开展技术评估，

组成多学科的研究团队，以证据为基础，以评估结果转化决策为目标。 

（文  周萍） 

 

 

重点实验室开展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评价及 

共用共享机制研究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承担

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划与信息司的课题，于

2014 年 9 月～11 月顺利开展了“大型医用设

备配置评价及共用共享机制研究”的现场调

研工作。陈英耀教授、课题组耿劲松、吴博

生和郭祖德研究生赴浙江、贵州、陕西、山

西、湖南和广东 6 个省所辖的 12 个市进行

调研。课题组成员访谈了省卫生计生委规划

信息处的领导，以及三级和二级医院设备

科、放射科和核医学科的负责人，培训各样本点医院的机构问卷填写协调员，并实地了解城

市和农村多家三级和二级医院（包括民营医院）的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利用与共用共享情况。

此次调研将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型医用设备资源配置、共享机制和模式提出政策建议。 

    陈英耀教授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上午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划司在杭州举办的“全国医学

装备管理工作培训班”上作“大型医用设备管理的国际经验”讲座，通过客观分析美国、加

拿大、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大型医用设备的管控措施和政策实施效果，对我国大型医

用设备的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文   耿劲松） 

 

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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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2014 年度 

第二批开放基金课题招标的通知 
 

根据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建设规划的要求，为促进我国卫生技术评估科学研

究工作，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拟进行 2014 年度第二批开放基金课题招标。 

本次招标得到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CMB)资助的卫生技术评估合作项目的支持

(13-153)。 

本次开放基金将资助： 

(1) 卫生技术评估研究，5 项，不预设选题，自由选题，鼓励方法学研究与探索。 

招标面向全国开展卫生技术评估、循证医学或卫生政策研究的大学或科研院所，CMB

合作院校优先。 

  申请人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具有从事卫生技术评估相关研究的经验，且有时间开展

本项目研究。 

(2) 基本医疗保险福利包设计和决策现状研究，1 项，具体内容如下： 

本研究旨在描述我国或某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福利包的设计方法和相关决策流程，了解目

前的决策依据、影响决策的因素以及各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决策，探索卫生技术评估融入决

策机制的方式与路径。掌握相关决策者在设计或调整医疗保险福利包时对现有决策依据和流

程的评价，以及对理想决策依据和证据呈递形式的偏好与期望。 

研究完成期限 2015 年 12 月底。 

申请要求： 

1、本次招标面向全国开展卫生技术评估、循证医学或卫生政策研究的大学或科研院所，

CMB 合作院校优先； 

2、申请人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具有从事卫生技术评估相关研究的经验，且有时间开

展本项目研究； 

3、对本项目的研究具有良好的思路和课题设计、方案可行。 

对本次开放基金课题申报工作有以下具体要求： 

一、 每位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本基金其他项目

的申请。每项经费为 1.8 万元，项目于 2015 年执行一年。曾获得任何资助的、在研究的和

尚未结题的课题项目不予支持。 

二、 项目申报所需的各种材料（包括通知、开放基金课题管理办法、开放基金申请书

等）请从以下网站上下载： 

1.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网站信息公告栏中下载( http://sph.fudan.edu.cn ) 

2.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网站中下载(http://chta.shmu.cn)  

申请书要求一律用计算机填写、A4 纸打印和复印。 

三、标书报送至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办公室。报送资料包括申请书电子版和

文字版，文字版一式 4 份，包括 1 份原件和 3 份复印件。电子版通过 email 传送，文字版通

过快递或邮寄方式送达。投标标书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10 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标书快递地址：上海斜土路 1961 号 505 室 

标书邮寄地址：上海市医学院路 138 号 197 信箱，200032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 

陈春巍    收 

Tel: 021-54237433     Fax: 021-64169552     Email:  cwchen@shmu.edu.cn   

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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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2014 年度第一批 

开放基金中标通知 
 

根据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建设规划的要求，为促进我国卫生技术评估科学研

究工作，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进行 2014 年度第一批开放基金课题招标。 

本次招标得到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的卫生技术评估合作项目的支持(13-153)。 

对已申请第一批开放基金课题通过专家评审，公布中标结果如下： 

 

陈永聪     兰州大学           

甘肃省公立医院临床路径实施情况分析 

 

何达           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上海市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及预测研究 

 

温静           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银川市流动人口妇幼保健服务均等化现状研究 

 

白飞           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    

西部地区医院引进新兴医疗技术的现状与新兴医疗技术评估研究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 

 

 

 

 

 

 

 
 

HTAi 第 12届年会将于 2015年 6月 14-17日在挪威奥斯陆召开 

Oral/Poster 提交截止日期：2015 年 1 月 25 日 

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15 年 2 月 23 日 

 

会议信息 



卫生技术评估简讯                                                           2014 年第 4期 

 16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 

 

上海市医学院路 138 号 197 信箱，200032 

Tel：86-21-54237433  Fax.：86-21-64169552 

Email：cwchen@shmu.edu.cn 

Website: http://chta.shmu.cn 

卫生技术评估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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