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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喜报！协会荣获“2019 年全省性社会组织

评估等级 5A级”

近日，从广东省民政部门获悉，我省 2019 年年度社会组织

等级评估结果出炉，广东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在本次社

会组织等级评估中被评为 5A 级社会组织。

本次评估内容包括依法办会、党建工作、内部治理、工作

绩效、社会评价等。我会荣获全省性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5A 级，

是对我会在内部管理、发展思路、办会成果、服务社会等方面

的又一次肯定。

感谢各会员单位及社会各界对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

的支持和认可，我会将以这次等级评估为契机和新的起点，进

一步发挥 5A 等级社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完善内部管理，不

断提升协会工作水平，务实创新，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推动

协会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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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隆重召开

医疗服务价格分会成立大会

2020 年 11 月 14 日下午，广东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

医疗服务价格分会成立大会在广州市珠江宾馆隆重召开。全国

政协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

会会长、广东圣丰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南，省价格和产

业品牌发展协会特聘专家、原省物价局局长孙庆奇，省医保研

究会会长、省人社厅原副巡视员孙同华，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

展协会特聘专家、省发展改革委原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

长陈波，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副会长、省发展改革委原

副巡视员蔡一帆，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副会长、省发展

改革委原副巡视员孙建平，及省、市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医疗

机构及企业代表等 9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协会副会长兼执

行秘书长吴航、医疗服务价格分会秘书长蔡香珍主持。

在全面深入推进医改的环境下，为协助政府主管部门深化

医疗服务改革工作，通过对医疗服务价格从成本到定价、到支

付的科学分析研究，逐步实现医疗服务资源合理分配，搭建政

府相关主管部门与医疗企业、医疗机构的交流互动平台，推动

医疗技术企业新临床项目的实施，满足医疗卫生技术高速发展

的需求，在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的积极支持下，由广州

市瑞智达医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联合行业内相关组织共

同倡议发起成立医疗服务价格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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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服务对象为：（1）政府管理机构：助力深化医疗服务

价格改革，规范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行为，协助推动国家和省市

医疗行业政策的落实，通过搭建平台，进行政策的有效解读和

上传下达。（2）医疗机构：满足临床需求，助力新项目新技术

的实施，合理控费、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通过搭建平台，建立与政府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的有效沟通。

（3）医疗企业：通过搭建平台，建立与政府管理部门及医疗机

构关于医疗服务项目的沟通平台，提供新项目、新技术的实施

服务，传递企业需求参与课题研究和讨论。分会服务方式为：

跨区域交流会议、专项课题研究、主题沙龙、政策交流、专题

调研、培训讲座等。

大会选举产生了分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分会

会长由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副会长、广州市瑞智达医疗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史浩天担任，秘书长由广州市瑞康达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香珍担任，担任会长单位为广州

市瑞智达医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会长单位为强生（上海）

医疗器材有限公司、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碧

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费森尤斯卡比（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苏州林华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华润广东医药有限

公司、广州得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深圳锦瑞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理事单位为广州医药有限公司、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伏尔特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市透德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惠益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会员单位有 3M 中国有限公



- 3 -

司、莱凯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广州市家胜贸易有限公

司、广东俊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新当选的分会会长史浩天做了就职讲话，他感谢协会领导

及会员单位的信任，推荐选举自己为分会会长，深感责任重大，

为了分会今后的发展，他将认真履行职责，与各会员单位齐心

协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以服务为导向，发挥分会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二是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行业影响力；三

是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增强分会凝聚力和向心力。请各位领导、

与会代表对医疗服务价格分会的工作多多支持与指导，共同把

医疗服务价格分会打造成真正成为服务政府、服务会员、服务

社会的优质、精准、专业、高效的平台！

会员单位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及分会专家委员

会代表邹俐爱教授也进行了发言，对分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副会长、省发展改革委原副巡

视员蔡一帆代表协会对分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对分会的工作

提出以下希望：一是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畅通政企沟通渠道；

二是发挥“会员之家”优势，尽心尽力为会员服务；三是调动

会员单位积极性，同心协力办好分会。

晚宴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省价格

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会长、广东圣丰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南发表了重要讲话，首先，他代表协会对大会的胜利召开、

对新当选的会长及班子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对出席今天会议

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对新当选的会长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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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员提了几点要求：希望分会领导班子坚持正确的办会方向、

坚持善于经营的办会思路、坚持服务第一的办会宗旨、坚持民

主协商的办会原则；团结带领广大会员，加强调研反映各方诉

求、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对接、加强会员之间的交流合作；

把分会打造成多方需要、多方共赢的行业平台。他相信，有各

位老领导和专家的殷切关怀、有各级医保局领导的关心支持、

有广大会员的积极参与，分会在史浩天会长的带领下，一定会

以更具竞争力的服务，为会员、社会、国家创造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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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党支部

赴湘西十八洞村等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1 月 18 日至 20 日，为深入开展党员学习教育活动，进一

步提升党员对“精准扶贫”的认识，助力 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一份力量。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

协会党支部联合省直联谊俱乐部、省同心圆慈善基金会党支部、

省民防协会党支部、省早期教育行业协会党支部以及广州市广

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等省级社会组织党支部赴湘西十八

洞村等地开展了“践行初心使命、助力脱贫攻坚”主题党日活

动。

十八洞村原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大山深

处一个贫困的苗族村寨，全村有 225 户 939 人，人均纯收入不

到 1700 元。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

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十六字方

针，要求十八洞精准扶贫模式要“可复制”、“可推广”。近

年来，十八洞村党支部牢记总书记教导，下足绣花功夫精准脱

贫，2019 年人均纯收入超过 1.2 万元，一举摘掉贫困帽。村党

支部还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在十八洞村，党员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路线边走、

边看、边听，亲身体会国家领导人对贫困地区的关怀和厚爱，

深刻领会了党和国家对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亲自体验了人

民群众在党和国家的扶持和帮助下，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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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气象。如今，十八洞村早已摘下“贫困帽”，建成“精准扶

贫”示范景点村，村道整齐漂亮，村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水

果种植、苗绣合作等走上致富道路。党员们还对十八洞村“七

步走、九不评”方法,“星级化管理制度”，“113”工程和农

家乐、苗绣合作社等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同时对如何破除扶贫

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等、要、靠”问题，提高村民脱贫的精气

神进行深入的交流。

通过亲眼见证党和政府为十八洞村乡亲们扶真贫、真扶贫

的实际效果，现场感受十八洞村以党建带动脱贫，用扶贫促基

层党建的鲜活实例，全体党员对党的“精准扶贫”政策有了更

加深入直观了解，充分认识到脱贫攻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

的重要意义。

在随后的行程中，党员干部们还参观了重庆秀山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纪念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

司令部旧址、矮寨大桥和重庆白公馆等红色景点。

通过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红色革命传

统教育为契机，加强党性修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

挥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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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信息——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

对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公开征求意见的公示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2020年重点工作的通知》

（粤医保发〔2020〕9 号）工作部署，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新

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办法》（粤医保规〔2019〕1 号）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我局组织了各地市申报的新增、修订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的专家论证和审核，拟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23个（见

附件 1），拟修订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15 个（见附件 2）。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现将以上 38 个项目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2020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 日。 任何单位

和个人若对本次公示项目有修改意见，可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

式向我局提出（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意见应当签署真

实姓名或加盖单位公章，并注明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020-83260224（传真）

地 址：广州市东风中路 350 号瑞兴大厦省医疗保障局医

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

邮箱：ybj_ms@gd.gov.cn

邮编：5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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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拟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xlsx

2.拟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xlsx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2020 年 11 月 30 日

详情可登录以下网址进行查阅：

http://hsa.gd.gov.cn/hdjlpt/yjzj/answer/8461

（信息来源：广东省医疗保障局网站）

http://hsa.gd.gov.cn/hdjlpt/yjzj/api/attachments/view/fd4e83422c7b9c571218d66d0b5840f0
http://hsa.gd.gov.cn/hdjlpt/yjzj/api/attachments/view/727aea79456e9d25d0df3c2d83c1e2e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