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第二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5第二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论坛将于2015年04月在苏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小县域承载着大医改。现有的改革模式是否能为未来的县域医疗改革指明方向？新的改革模式又将在哪里
产生？这也是摆在所有县域医疗卫生管理者的政府、学界和医院管理者面前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2015第二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论坛）

为此，中国县域卫生杂志联合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中国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等于2015年4月24～262015年4月24～26
日日在江苏省苏州市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主题为“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深化县级医院改革”的第二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论第二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论
坛坛。

【会议亮点会议亮点】

1.通过广泛调研、资料收集与会议演讲，此次论坛将着重塑造和传播各区域重点医院的医改标杆形象（医
院/院长品牌）；

2.围绕新医改的桥头堡阵地，此次论坛将邀请行业领袖（政府官员/行业研究员/医院管理者/专业媒体评论
员/跨界精英），对中国医疗健康事业的新发展与新机遇进行开放式讨论（政府事务+创新互动）；

3.对广域市场大数据应用、慢病管理、上下联动机制、合理用药、提高诊疗水平及基层院长/医生的职业
化规划等热门话题，同时启动平行分论坛，以提高会议内容的针对性和参与度（细分领域的个性化维护）；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6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2015第二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论坛）

【会议展望会议展望】

1、参会规模：1000 ；2、讲者规模：50+ ；3、参会层次：院长/副院长高于50% ；4、大会目标：打造
中国县域卫生第一大会；

【会议收益会议收益】

1.深化品牌传播：全面的展示+组合的传播（会议+纸媒+网站+微信）

2.定制客情维护：个性化论坛 个性化讲题 个性化讲者（充分参与以提高参会感受）

【参会对象】本论坛参会对象为县（市）医院院长、副院长、书记、科主任以上医院管理者，县（市）卫
生局局长、副局长、书记、处长以上管理者，资本、投资机构以及其他关心县医院改革与管理的相关人士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5年4月24日  全天报道注册2015年4月24日  全天报道注册  

17:30 -19:00 欢迎晚餐  

19:00-21:00

晚间沙龙

沙龙主题：县级医院如何拥抱移动互联网？

主持人：医药互联网研究 总编辑 王军

沙龙演讲：孟  超   先健医疗掌上医院总经理

      王运霞  上海健康物联网促进中心副秘书长

 

2015年4月25日 2015年4月25日  

08:30-09:10

邀请国家卫计委、江苏省政府、中国医
院协会领导致辞

 

邀请国家卫计委、江苏省政府、中国医院协会领导致
辞              

主持人：白剑峰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致辞嘉宾：

梁万年  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司长

王咏红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主任

唐维新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江苏省医院协会会长

陈珞珈  中国信息研究会 副会长、 中国中医药信息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09：15-09:30 集体合影  

主题演讲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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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12:30

主持嘉宾：白剑峰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庄一强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

廖新波   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   著名医疗改革研究专
家

庄  宁   国家卫计委规划信息司规划处处长

傅鸿鹏   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药物政策研究
室主任

尹  岭   农村医疗卫生关键技术集成示范项目组组长

圆桌论医改

白剑峰、廖新波、庄一强、庄  宁、傅鸿鹏、尹  岭

 

12:30-13:30 午餐  

13:30-17:00主论坛

 

 

分论坛一：小县域大医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热分论坛一：小县域大医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热
点模式分享交流  点模式分享交流   

大会特约主持人：
庄一强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

主旨演讲：

詹积富 三明市委宣传部部长、三明医改办负责人
演讲题目：三明医改实践得失

毕玉华 青海省医政医管局局长
演讲题目：青海分级诊疗改革实践

张月林  苏州市卫生局局长
演讲题目：大医院全面带动强基层实践

韩晓芳  北京医改办主任
演讲题目：北京医疗资源合理化配置实践

许  速  上海市医改办副主任（待确认）

圆桌论道：庄一强、许  速、韩晓芳、毕玉华、 詹积
富、张月林

 

13:00--17：00

分论坛二 全国中医信息化研讨会   分论坛二 全国中医信息化研讨会                        
     
主持人：陈伟 或朱佳卿   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副秘书长

演讲嘉宾：

沈崇德  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演讲题目：基层医疗物联网应用技术

丁宝芬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演讲题目：县级医院电子病历建设与方案

杨建兰  福建省泉州市正骨医院副院长
演讲题目：县级医院信息系统建设推广与应用

陈 勇     身心康国际中医研究院院长
演讲题目：中医协同智能诊疗系统示范研究

 



 

 

13:30--17：00

 

 

 

分论坛三 打造区域医疗中心分论坛三 打造区域医疗中心

主持嘉宾：王玲玲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

徐卫东   浙江衢州柯城区人民医院院长

丛海波   威海文登中心医院院长

周广明   安徽明光市人民医院院长

赵永红   河北抚宁县人民医院院长

 

17:30 -19:00 庆祝晚餐  

19:00--21:00

晚间沙龙

县级医院医疗质量管理该怎么做？

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质量管处长

待定分享院长两名

 

26号上午26号上午

8：30-11：30

分论坛四 家庭医生契约式服务与分级诊疗分论坛四 家庭医生契约式服务与分级诊疗
            
主持人：
尹  岭 全国乡村医生签约服务指导工作组指导专家
演讲嘉宾：
顾  湲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我国全科医学奠基人
        演讲题目：待定

尹  玲  全国乡村医生签约服务指导工作组指导专家
       演讲题目：乡村医生签约与农村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马福刚  基卫（北京）医学科技研究中心执行总监
          演讲题目：新医改下基层医生的业务变革

徐向东   江苏大丰市卫生局局长
          演讲题目： 大丰个性化乡村医生签约服务探索与实
践（初拟）

韩铮铮  北京市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演讲题目：德胜社区“家庭医生式”服务创新模式
（初拟）

点评嘉宾：张并立 国家卫计委基层卫生司农卫处处长

 

 

 

 

26号上午26号上午

8：30-11：308：30-11：30

分论坛五 百强医院论坛---论道县级医院强能分论坛五 百强医院论坛---论道县级医院强能
力 力             

主持人：王兴琳

演讲嘉宾：

张  华      江阴市人民医院院长

冯全林      江苏昆山中医院院长 

葛孟华      浙江绍兴二院院长

杨琼        山东滕州县人民医院院长

王兴琳      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圆桌论道： 张  华  冯全林 葛孟华 徐卫东  王树生、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66/


赵永红

26号上午26号上午

8：30-11：308：30-11：30

分论六 基层慢病管理论坛 分论六 基层慢病管理论坛 

主持人：关晖   中国社区协会顾问

支修益 中国胸外科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
演讲题目：基层慢性病管理现状及对策

高  颖  东直门中医院副院长
演讲题目：慢病管理

闫小萍 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病科主任
演讲题目：尪痹在风湿骨病治疗中的应用

吴启富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风湿科的主任医
师
演讲题目：基层风湿骨病现状与诊疗

 

26号上午26号上午

8：30-11：308：30-11：30

分论七 基层分论七 基层肿瘤肿瘤防控论坛防控论坛

陈万青  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贾利群  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科主任

刘利群  国家卫计委基层卫生司社区处处长

关晖    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发展部主任

 

 

12:00退房 参观张家港市卫生亮点   

18：00 会议结束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院长刘远立

刘远立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公…

院长  

副秘书长庄一强

庄一强
中国医院协会

副秘书长  

会长唐维新

唐维新
江苏省医院管理协会

会长  

主任韩晓芳

韩晓芳
北京医改办

主任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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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王晓勤

王晓勤
青海省卫计委

副主任  

副主任许速

许速
上海市医改办

副主任  

副主任马伟杭

马伟杭
浙江省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  

白剑峰
人民日报经济中心

主任 高级记者

主任于德志

于德志
安徽省卫生计生委

主任  

主任王咏红

王咏红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主任  

副会长陈珞珈

陈珞珈
中国信息研究会

副会长  

司长毛群安

毛群安
卫生计生委宣传司

司长

司长梁万年

梁万年
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

司长  

负责人尹岭

尹岭
中国农村三级医疗卫…

负责人  

常务副会长李洪山

李洪山
中国医院协会
常务副会长  

主任傅鸿鹏

傅鸿鹏
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

主任

副秘书长管燕

管燕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

副秘书长  

主任王兴琳

王兴琳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

主任  

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副所长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费（不含住宿）1980元/人参会费（不含住宿）1980元/人；3人以上同时报名（不含住宿）1680元/人。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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