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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加强医院人事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莫佳琳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西桂林 

【摘要】伴随着新时期社会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我国传统的医疗人事管理模式遭受了明显的挑战，自

身的弊端也显得越发明显。任何事物均在不断的发展，在新时期环境之下新事物必然会替代旧事物当中不

合理的成分，医院的人事管理只有在跟随时代步伐，积极客服自身的缺陷才可以在变化发展大环境下立足。

人事管理本身也是影响医院服务质量的关键，所以改进人事管理也是医院管理层的必然工作内容。对此，

为了进一步提高现代医院人事管理综合水平，本文简要分析新时期加强医院人事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希

望能够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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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the new era, China’s traditional medical 
personnel management model has been facing obvious challenges, and its own shortcoming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Everything is constantly developing. Under the new environment, new things will inevitably 
replace the unreasonable elements in the old things. The hospital’s personnel management only follows the pace of 
the times, active customer to overcome their own shortcomings can be in the context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ersonnel Management itself is also the key to affect the quality of hospital services, so improving personnel 
management is the inevitable work of hospital managemen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modern hospital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several considerations on strengthening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hospitals in the new era, hoping to provide help for relev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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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医院的经营压力不

断提高，针对医院而言管理工作非常重要，相关领

导人员需要正确意识到医院人事管理工作的重视

度，并基于提高自身管理能力提高经营。随着医疗

市场的改革，医院人事管理的改革创新成为了医院

经营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也是提高医院市场经济

效益以及社会形象的基本体现。目前来看，大多数

医院仍然存在管理相对落后的问题，管理方式与社

会发展不符合现状，想要在激烈医疗市场中占据一

席地位，医院需要强化自身管理，特别是人事管理，

基于人事管理条例做好法制化管理，从而明确人事

管理制度，完善用人机制并创建更加完善的奖惩制

度，从而推动医疗事业持续发展。对此，探讨新时

期加强医院人事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具备显著实践

性价值。 
1 现代医院人事管理常见问题 
1.1 管理目标问题 
针对医院经营发展而言，其核心目标在于设定

问题的主要表现在于收入增加和成本管控工作的协

调与统一性，这一种目标的设定会导致医院在具体

经营过程中过于侧重成本的管理与控制，另一方面

医院可以通过相关技术手段，提高对于资源的获取

总量，但是这样的经营方式只能够确保短期发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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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于长期发展和管理存在明显的阻碍，导致医

院在短期获得管理水平与管理质量无法持久体现，

显然不利于医院财务的长远经营，无法满足管理需

求。 
1.2 绩效管理问题 
医院人事管理工作中，绩效管理非常重要，其

主要体现在医护人员以及科室绩效两个方面，在具

体工作中，基于新医改角度对于医护人员工作内容、

工作素养以及精力投入等情况提出了比较高的要

求，同时还需要基于个人素养与道德水平，同时基

于工作量进行绩效评价[1]。传统的绩效管理模式无

法确保人员积极参与各种新技术的研制与应用，其

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日常工作，无法发挥个体价

值，特别是个人科研能力与思考方面的培养效果比

较差。对此，在医院人事管理工作中，需要高度重

视绩效管理问题，借助有效的绩效管理提高人员的

工作水平。 
1.3 评估过于注重形式 
当代医疗事业管理模式相对比较传统，这一种

传统人事评估模式显然无法调动医疗事业工作人员

的工作热情，但是在大多数的医疗机构中仍然采用

这一种传统工作模式，这也就导致工作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相对检查[2]。单纯基于合格或不合格的方式

进行医疗工作者工作能力的评价显然不恰当，而量

化评估的实施也缺乏具体标准，医疗事业评估模式

的改进便显得非常重要。 
2 新时期加强医院人事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2.1 构建高素质人才医疗队伍 
医院属于医疗专业人员聚集的机构，要求每一

位医疗人员应当保持高水平专业知识，同时需要在

知识方面保持与时俱进原则，持续实现自我价值的

展现，强化使命感并构建以人为本的中西理念，完

善各种制度与体制，提升职工参与积极性[3]。人才

属于医疗事业单位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在工作中

需要提高对专业人才的建设重视度，按照医院发展

的基础需求提高对重点专科人才以及技术骨干的引

进工作，基于高层次毕业生，可以以高薪招聘高水

平离休专家参与指导、监督与管理工作，及时吸引

各种新的医疗技术巩固自身的综合水平。针对性提

升医疗人员做好职业素养管理，坚持救死扶伤的基

本原则，以解决患者的痛苦为基准改善医患关系，

提高职业素养并服务群众，在长期工作中总结经验

积极探索人事管理改进环节，做到智能职务、服务

形式的规范落实，同时需要坚持相关政策理论学习，

随时掌握国家和国内外医疗技术新发展水平，努力

做好实验研究并虚心交流学术经验，构建团队科研

合作理念，促使临床工作与医院建设保持协调化发

展，实现共赢发展效果。 
2.2 设置管理目标 
针对医院经营现状设置具体的管理目标，根据

医院现阶段及今后的一段时间发展重点、研究难点

进行科学设计，如医院应当从现有管理制度的基础

出发，将主要的工作精力投入到对日常成本的管控

中，并且不管是对各科室还是行政办公室也需要在

日常运行过程，结合所有工作信息处理方案、管理

制度，完成对相关成本的独立性管控[4]。无论是从

长期的规划思想来看还是现阶段的工作方法，正是

因医院本身对运营能力未得到充分体现，才使得即

便医院可在短期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而自身的营

收也能以从负变为正。因此在后续工作方式中，公

立医院内，就需要加强对相关软件及硬件设施的建

设，如允许患者及家属可通过网络预约及实地预约

等方式享受更好的服务；此外也可投入更多资金用

于新型医疗技术升级及改善，从而提高管理水平。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的发挥医院人事管理综合

水平，在今后应当进一步尝试改进人事管理职能，

基于人力资源为主的管理与开发职能转变，按照医

院特征与岗位要求设计相应体制，保障员工的权利

得到保障，同时发挥最大工作才能，推动医院持续

发展[5]。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建设，应当建立

在公平、平等、竞争、择优基础上，做到定编定岗，

明确岗位职责制度并设置领导职位竞争体制，取消

领导“无忧虑”工作常态，并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

另外，需要结合精神和物质、教育与惩罚，做到奖

惩分明迸发工作积极性，拓展职工个人发展空间，

明确自我发展目标与规划。在医务人员培训管理方

面，可以积极开展在职继续教育学习班，邀请专家

或其他名医开展讨论会，在培养人才与引进人才方

面设置专用经费，并用人才、建设以及业务骨干的

引进，强化认识管理综合水平，为医院经营发展提

供更多的人力资源。 
2.3 加入信息化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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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院人事管理工作而言，想要进一步提高

人事管理工作水平与效率，就需要基于信息化技术

的引进强化人事管理综合水平[6]。一方面需要积极

引入信息化技术做好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人事档案

主要是针对不同类型事件进行记录，但是因为不同

类型的人事档案涉及到不同的主管部门，归属的差

异导致数据资源存在过度分散表现。在信息化背景

之下，人事档案应当保持资源的共享以及协同化的

传播，基于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协调，最大程度

发挥人事档案数据资源的广泛传播，满足人事档案

的信息化管理需求，提高数据资源的集中化控制与

共享，为人事档案的信息化时代发展奠定基础。另

一方面在信息化管理背景下需要做到准确定位。管

理人员需要从利用便利性角度着手，从人事档案保

护的角度和成本效益进行综合考虑，并保持高度经

济、文化、科技水平，同时突出特色与保存价值，

维持高度利用率、需求人事档案信息的优先信息化

时代体现。纸质人事档案的信息化时代工作发展可

以引入流程管理的重要方式与基本理念，同时对不

同环节做好整体优化设计。按照流程管理的纸质人

事档案信息化时代需要将纸质人事档案纳入到流程

化管理体系当中，并构建流程管理基本理念，应用

流程管理的技术方式，针对纸质人事档案的信息化

时代实现对不同环节的有效控制，针对性提升纸质

人事档案信息化时代的工作效率与质量。流程管理

方面需要基于纸质人事档案的信息化时代成果以标

准化方式体现，同时基于信息化时代人事档案的信

息资源以共享化方式奠定基础，从而推动信息化时

代人事档案的信息资源有效共享，为医院人事定位

提供良好支撑。另外，为了更好的发挥人事档案对

于人事管理的支撑作用，想要更好的实现医院生产

相关人事档案资料的及时使用，应当积极构建人事

档案的信息查询网络，基于医院和业务主管部门、

人事档案专题数据库之间采用专线支持，连接不同

部门之间的人事档案数据库，实现部门之间人事档

案目录数据的有效共享与传输。同时基于不同的数

据类型采取相应的网络查询途径，让使用者随时查

询到招生数据与人事档案信息数据，基于医疗服务

方式为使用者人事档案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支持，

从而保障人事档案的利用率得到有效提高。 
2.4 明确绩效管理重点 

在绩效管理推陈出新中，需结合现阶段以及今

后一段时间的具体情况，且对于医护人员工作重难

点，健全对绩效的评测标准及建立完善制度。如公

立医院的运行过程需要医护人员将更多精力投放至

对于新型医疗技术开发过程，新建立的绩效管理制

度，需要将原本的绩效管理制度投入至新的工作体

系中，其中也应加入对于医疗技术的升级及改造的

绩效制度。如将现有技术研制过程相关创造力技巧

权重配比提高，具体考核上依据管理人员取得的专

业结果、工作方案本身分析获得的内容，各时间段

均对相关人员进行素质考核，确保管理成效。 
2.5 明确劳动分配 
论资排辈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比较常见的人事管

理问题，在医院分配期间这一种分配方式也存在明

显的不合理现象，对于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打击比较

明显，个人的收获应当与付出相当，年轻医疗工作

者任劳任怨，专心参与医疗科研事业，虽然获得了

许多的成果但是工资并不高，而老一辈工作者因为

资历、人脉关系，可以在无明显成果的基础上获得

更多的利益，相比之下年轻工作者便会出现懈怠工

作情绪，此时便会影响团结并影响医院的发展。对

此，在人事管理工作期间，需要严格落实按劳分配

工作模式，基于公平公正方式进行工作评价，在按

劳分配期间辅助其他的要素进行奖励，做到多劳多

得、优劳优得的管理模式，针对性提升医务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从而鼓励员工积极学习并创新。 
2.6 完善绩效考核管理机制 
正因为考核机制不完善，所以许多医疗机构员

工长期处于不思进步的状态，这也间接影响到了医

院的运营效益。在新时期环境之下，医院认识管理

工作需要在考核机制方面也应当积极改进，做到技

能与劳动付出之间的积极反馈，同时还需要注重薪

金的参考依据，确保薪金的发放可以直接体现医疗

工作者工作认真态度、付出成效，能够展现职工的

总结与反馈效果。伴随着医疗市场的持续发展，考

核内容也需要基于临床特征进行合理的分类，不仅

需要保障整体化还需要确保考核内容的具体化，将

考核结果当做是奖励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针对职

工需要从德、能、绩、勤等不同方面进行考核，严

格落实不同考核标准针对性推动医疗人员的工作积

极性，在这一前提下持续创新、积极进步，争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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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能力的发展并保持良性循环竞争关系，激励所有

人可以共同成长，从而达到相互促进的管理效果。 
3 小结 
综上所述，伴随着医改的全面落实以及医疗市

场的持续性发展，医院需要基于经营发展需求不断

的完善与优化管理措施。基于医院所面临的目标建

设问题、绩效管理问题，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及未

来发展需求，制定出合理的管理策略，针对性改进

人事管理措施与策略，确保医院人事管理的安全运

行及促进医院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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