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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医务科在医院医疗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肖 伟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  四川宜宾 

【摘要】在医院结构中，医务科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其对医疗质量提升以及协调各部门间工作等方

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为医院相关政策顺利开展给与了强有力的支持。在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医疗

技术更新迭代的背景下，医院发展逐渐规模化，与此同时，医疗条件也呈现了多元化发展，而此种情况显

著提升了医务科落实管理的难度性。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医务科在医院医疗质量管理中所具备的作用，实

现强化医疗管理质量的目的，成为了当前临床和医务科室人员探讨的重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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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hospital structure, the medical depart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which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quality and coordinating the work of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giv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hospital polic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update and iteration of medical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s has gradually 
become large-scale, and at the same time, medical conditions have also shown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which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of medical department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Therefore,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medical affairs department in hospital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medical management quality has become a key topic discussed by clinical and medical 
departme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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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在运营期间，各科室工作的协调以及沟通

等方面离不开医务科，同时其也是医院相关政策的

有效落实的有利保障，为相关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提供了有利条件[1]。由此不难看出，医务科对提升

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与院内其他科室对比而言，存在一定的差异，其

工作落实情况与医院医疗质量管理效率信息相关。

从当前医务科发展状态来看，医务科在医院医疗质

量管理上显露了相应的不足之处。例如，医务科工

作人员职责缺乏清晰性、管理机制有待完善以及医

务科人员综合素质良秀不齐等。为此，医务科在今

后开展工作期间应对该解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加大

对自身工作落实的重视度，确保医务科在医疗质量

管理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为医院稳定健康发展

奠定基础。 
1 医务科在医院中的作用 
1.1 医疗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执行 
医疗机构在运营阶段离不开立法以及政策的规

范和指导，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较多，

如《药品管理法》以及《职业医师管理法》等，加

之各部门还需落实相应的规范制度，如《处方管理

办法》等[2]。而该些法律法规以及制度均需要医务

科给予有效落实，并且还需确保这些法律法规以及

制度开展的效果，确保各科室严格遵循相关规范开

展自身工作，为医院的正常运行塑造坚实的壁垒。 
1.2 制定有关管理计划 
医院在经营期间，为了确保各项管理制度全面

有序执行，医务科在各科室之间发挥着枢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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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管理工作落实阶段，在对医院运行实际情况进

行充分考虑的基础上，制定和优化周、月以及年度

等计划，将医院医疗质量管理现状作为基础，对医

院医疗质量管理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与此同时，

充分掌握各科室医疗质量管理情况，医务科采用定

期与不定期联合模式进行相关检查，若在检查中发

现不足之处，依据不足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并提出

改善方案。此外，为了增强医院医疗质量管理的规

范化和严谨性，当医务科制定相应的医疗计划后，

需要管理层的审核后才可执行[3]。 
1.3 控制医疗质量 
医务科人员在落实工作过程中，对提升医疗质

量管理工作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医务科组建了

医疗质量监督管理团队，提升监管管理效率，同时

将安全放在首位，在制定和落实相关决策方案过程

中，需要对人员安全进行有效分析，在此基础上提

升各科室工作人员监督管理质量，使工作效率得到

显著提升。此外，医务科人员在工作时发挥模范作

用，在对阶段性工作梳理和分析的前提下，对工作

缺陷实施补救，促使医疗质量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

升[4]。 
1.4 处理医疗纠纷 
医务科在工作过程中，对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存

在的医疗纠纷以及差错处理中存在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患者、业务人员以及医疗质量管理等各种因

素的影响下，因医疗差错所导致的医疗纠纷无法规

避。因此，医务科在工作期间，从医院发展现状角

度出发，制定和优化医疗纠纷处理措施，在将制度

作为主要依据的前提下，对医疗纠纷实施调查论证，

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领导。在落实工作期

间，对工作模式给予持续优化和完善，促使医疗纠

纷发生占比逐渐降低[5]。 
2 医务科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 医务科工作人员的职责缺乏清晰性 
因不同因素的影响，导致医务科实践工作在落

实过程中职责不清晰的问题尤为凸显，由于职责以

及权限界限划分不明确，致使医务室一些工作人员

并不能清楚的知道自身职责究竟是什么，在工作期

间，不负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一般情况下，医务

科工作任务在安排方案与院内领导偏好存在一定的

关联，此种现象导致医务科工作在开展过程中缺乏

针对性，给医务科工作质量带来负面影响。此外，

部分没有纳入到某个部门的工作，院内领导常常会

第一时间想到医务科，而这也是导致医务科工作复

杂多变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导

致医务科人员无法对自身工作进行准确的定位，而

这给医务科人员能力提升带来了严重的阻碍，加之

日常工作量大，长此以往，医务科工作人员的热情

会逐渐降低[6]。 
2.2 医疗需求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身体健康关注

度日益提升，而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人数持续攀升，

与此同时，病种类呈现复杂性。在接诊期间，由于

患者家庭背景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

患者对医疗需求逐渐向多样化发展，在医疗质量管

理过程中，如何高效地满足患者需求，规避医疗资

源过多浪费等成为了临床关注的重点问题[7]。 
2.3 有待提高医务科人员素质 
医务科工作人员常常会被临床调用，该部分人

员虽然临床经验以及综合能力较高，但其并没有接

受过专业性的培训以及再教育便进入工作岗位，由

于医务科工作量大且繁杂，导致医务科人员无法对

院内相关规定以及医务人员立法规定等进行系统性

的学习，使得医务科工作人员在实践工作落实期间，

无法严格依照相关制度来处理问题。此外，一些医

务人员观念滞后，对现阶段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

没有将医疗质量管理视为工作的重要任务。在开展

工作过程中，依然将疾病治疗作为工作的重点，在

开展工作时即便发现医疗质量存在问题，也不会主

动的去解决，经常敷衍了事[8]。 
3 发挥医务科在医院医疗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3.1 明确各岗位人员的职责 
为进一步强化医务科工作人员对医疗质量管理

工作的配合度，在将医务科岗位人员职责明确前提

下，还需合理放权，使医务科工作人员清楚自身职

责，在自身职权范围内落实工作，主动承担自身责

任的同时，将自身工作落实到位，为提升医务科工

作质量赋予强有力支持。对于一些不属于医务科工

作范围的事项，要学会拒绝，以保障医务科工作人

员日常工作量的稳定性，规避工作量超标影响其工

作效率。此外，还应不断优化和完善医务科监督以

及奖惩制度，使医务科具备监督管理权，及时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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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科室人员工作状态，对于表现突出的人员给

予相应的奖励，对于玩忽职守、推脱责任的人员进

行处罚，确保医务科在医疗质量管理中的作用得以

充分发挥。医务科是医务人员与院内领导连接的桥

梁，同时也是院内决策落实的主要途径，医务科通

常需要将临床各种情况以及问题汇报给院内领导，

并对院内纠纷给予有效处理。因此，在医院医疗管

理结构中，医务科有着不可替代的效用[9]。所以，

医院应充分挖掘医务科所具备的作用，推动医疗质

量的显著提升。 
3.2 推动创新，服务患者多元化需求 
医疗机构在发展过程中，若想在激烈的竞争中

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状态，需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

重视度，促进临床路径优化，只有这样才可以为医

院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环境。部分医疗机构在很长

时间内并没有对临床与医疗质量管理给予过多重

视，当患者需求向多元化发展时，致使医疗质量问

题频发，医患纠纷量也逐渐提升。所以在患者需求

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应不断优化和创新医疗机构质

量管理模式，使其与时俱进。在此过程中可对信息

技术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平台等加以使用，可有效

提升诊疗信息与医务科医疗质量管理之间的匹配

度，对医疗质量相关数据进行实时收集和分析，有

助于及时发现高危因素并制定和落实针对性的干预

措施。不可否认，医务科在开展工作中引进前沿的

技术，不仅可有效降低资源耗费，并且可强化工作

效率，满足患者服务多元化化需求。 
3.3 加强对医务科工作人员的培训，提升医务

科人员素质 
由于医务科工作量较大，若想确保各项工作的

有效开展，提升医务科人员自身素养以及优秀品质

非常重要。为进一步强化医院医疗质量，院内领导

以及相关人员应认识到医务科的重要性，意识到医

务科在医疗质量管理中存在的价值，将医务科人员

岗前培训作为切入点，强化医务科工作人员专业能

力以及综合素养。医务科工作人员应主动参与的培

训活动中，强化自身专业能力，提升知识储备量，

建立正向的价值观，将医患矛盾发生的风险最小化，

全面掌握各科室相关情况，高质量的开展协调工作。

另外，院内还应定期开展技能专项培训活动，使医

务科工作人员学习到更多关于安全管理的知识，纠

正以往错误的观念，增强其综合素养，使其可以全

身心的投入到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中，实现医院

医疗质量管理提升的目的。 
4 结语 
医务科作为医院医疗质量管理的核心部门，在

医院质量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现阶段

医务科在质量管理期间还存在相应的问题，导致医

疗质量管理效果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因此，各大

医疗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应加大对医务科重视力度，

找出工作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合理有效的解决策略，

为强化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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