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二届世界医疗旅游与全球健
康大会（中国-博鳌）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二届世界医疗旅游与全球健康大会（中国-博鳌）将于2016年06月在琼海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6 世界医疗旅游与全球健康大会（中国-博鳌）—— 2016 WMTC-Boao大会将于2016年6月3-6日在中国海南
省琼海市——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举行。

        2016 WMTC-Boao大会以”跨界与跨境， 跨越与共赢”为主题，以”聚焦全球医疗旅游资源跨界合作，促进
丝绸之路健康产业跨越发展”为大会主要议题，紧紧抓住国内外现代服务贸易新的发展机会，以“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为契机，探讨创新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先试的新思路，拟在通过对国际医疗服务和健康养生旅游产业的经验
介绍和资源合作，积极推动中国国际医疗旅游、中医药国际化、国际医疗保险、健康养老服务、产业金融、医院与
医疗服务国际投资”等跨境服务贸易领域带来先行先试的政策引导与发展创新。 
        世界医疗旅游与全球健康大会– WMTC 每年9月份在美国举行，至今已连续举办了8届。2014年第7届WMTC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8届WMTC于2015年9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行。2016年6月首次在中国的海
南-博鳌举办 WMTC全球性级别的大会，届时至少有100多位来自世界2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VIP嘉宾出席本届大
会。 
        世界医疗旅游与全球健康大会- WMTC由许多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领域的创新论坛、峰会和展览组成，包括：
医疗旅游、健康与养生、全球利益与运营流程、 医疗旅游案例研究，全球医疗网络高层会议、 全球部长级会议、医
师专业峰会、全球医疗保健与数字健康峰会等。每届有多达300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行业领袖和专家出席大
会，10000多人的会议参与者与交流活动，多达300家医疗旅游和健康养生领域的买家和投资。 
        在此， 2016 WMTC-Boao大会组委会热情地邀请中外医疗服务产业与健康养生旅游领域的专家和行业领袖前
来海南-博鳌共享国际盛会。

参会国际与规模参会国际与规模
2016 WMTC（中国-博鳌）大会 规模
2016 WMTC-Boao 大会以国际、高端、项目资源合作为主，
定向邀请VIP嘉宾人数约300人，普通参会嘉宾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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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行业领袖与国际嘉宾：150人（VIP嘉宾）；
■   境内行业专家和企业高管：150人（VIP嘉宾）；
■   其它参加大会的相关企业高管：300人。
主要涉及的重点项目及行业：主要涉及的重点项目及行业：
医院与专科诊所、健康与养生、商业保险、高端度假、养老护理、规划设计、
医疗信息化；产业园区和产业地产开发商；银行、保险、产业基金和投融资
机构；产业园区和运营服务商；行业认证、教育与专业培训机构等。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6年6月3日

大会全天报到、预热研讨会、B2B意向项目对接洽谈、定制闭门会议、领导与VIP嘉宾见面会、欢迎晚宴

时 间 主要议程 活动内容

08:00 - 16:00 国际和国内VIP嘉宾报到
GI-MTA团队将为所有国际参会者和国内VIP
嘉宾办理报到

15:00 - 16:00 新闻发布会
南省政府、世界医疗旅游协会、WMTC大会
组委会、主流新闻与网络媒体

15:00 - 17:00 国际医疗旅游与继续健康教育 研讨会
医疗旅游认证与继续教育研讨会 （由医疗旅
游行业认证和继续医疗教育专家主讲）

15:00 - 17:00 B2B意向合作项目对接洽谈（需事先预约）
企业定制闭门会议、会前建立意向合作的中
外企业进行项目深入合作对接

17:30 - 19:00 国家部委与海南省资源领导 VIP嘉宾见面会
政府官员会见国际和国内VIP，双方开
展 B2G及B2B交流

19:00 - 21:00 欢迎招待会与晚宴 国际国内VIP嘉宾欢迎招待会与晚宴

   

2016年6月4日 上午 09:00 –12:30

大会开幕式：跨界月跨境 跨越月共赢

主题大会：全球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 与 中国健康旅游的创新发展

高峰对话：议题1：跨界与跨境— 海南国际医疗旅游的全球商机 ； 议题2：跨越与共赢— 丝绸之路健康旅游

时 间 主要议程 活动内容

07:00 - 08:00 酒店商务早餐
GI-MTA团队、国际嘉宾 与 事先预约的国内
VIP嘉宾

07:00 - 08:00 中外VIP嘉宾酒店报到 为晚到的中外VIP嘉宾办理报到手续

08:00 - 08:30 嘉宾统一转至大会会场 在酒店与会场间提供大巴供嘉宾往来交通

08:00 - 08:50   

09:00 - 10:00 大会开幕式
海南医疗旅游示范区视频介绍，4名中国部
委、海南省领导和世界医疗协会主席 致辞环
节

10:00 - 10:30 领导参观展区 和 茶歇交流 领导参观展示区、嘉宾茶歇与展示区交流

10:30 - 11:30 主题大会

主题：全球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与中国健康
旅游的创新发展
（2位中外主讲嘉宾各15分钟，3位中外VIP
嘉宾各10分钟）

11:30 - 12:30 高峰对话

议题1：跨界与跨境—海南医疗旅游的全球
商机（主持人+3位对话嘉宾--30分钟）
议题2：跨越与共赢—,丝绸之路健康旅游
（主持人+3位对话嘉宾--30分钟）

12:30 - 13:30 商务午餐 自助午餐

   

2016年6月4日 下午 13:30 –18:30

闭门会议：
1、中国-亚太 医疗合作圆桌高峰会议； 2、中国-美洲 医疗合作圆桌高峰会议； 3、健康金融
与医疗投资圆桌会议

主题大会：
全球资源合作与中国机会（全体大会 — 主题：聚焦全球医疗旅游资源跨界合作，促进丝绸之
路健康产业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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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会议： 分会场-1：健康养生旅游专题； 分会场-2：远程医疗与患者服务专题

时 间 主要议程 活动内容

13:00 - 14:30 闭门会议1：中国-亚太 医疗合作圆桌高峰会议

亚太国家医疗机构嘉宾与中国和海南省市官
员在主持人引导下进行发言与合作对话（仅
限医疗机构高管和MTA与博思商通预先邀请
的意向合作企业嘉宾参加此环节）

13:00 - 14:30 闭门会议2：中国-美洲 医疗合作圆桌高峰会议

美洲国家医疗机构嘉宾与中国和海南省市官
员在主持人引导下进行发言与合作对话
（仅限医疗机构高管和MTA与博思商通预先
邀请的意向合作企业嘉宾参加此环节）

13:00 - 14:30 闭门会议3：健康金融与医疗投资圆桌会议
定向邀请上市公司、健康保险与产业基金公
司、寻求投资合作的产业园区、医疗与健康
养生机构

13:00 - 14:30 参会嘉宾交流时间 非闭门会议嘉宾在展览展示区交流

14:30 - 16:00
主题大会：全球资源合作与中国机会
（全体大会）

主题：聚焦全球医疗旅游资源跨界合作，促
进丝绸之路健康产业跨越发展（2位中外主
讲嘉宾各15分钟，2位中外VIP嘉宾各10分
钟，主持人与3位对话嘉宾围绕主题展开对
话-40分钟）

16:00 - 16:30 茶歇与自由交流 咖啡、茶、水果、点心

16:30 - 18:00 分会场一：健康养生旅游专题

主题：旅行患者与健康养生 案例分析（2位
中外主讲嘉宾各15分钟，主持人15分钟，在
主持人引导下8位中外VIP嘉宾各分钟圆桌发
言）

16:30 - 18:00 分会场二：远程医疗与患者服务专题
主题：远程医疗与健康服务创新（2位中外
主讲嘉宾各15分钟，主持人15分钟，在主持
人引导下8位中外VIP嘉宾各分钟圆桌发言）

18:00 - 18:30 统一将嘉宾送至入住酒店 在酒店与会场间提供大巴供嘉宾往来交通

18:30 - 20:00 商务交流晚餐 酒店自助餐

   

2016年6月5日 上午 09:00 –12:00

第二天开场：MTA - GI & WMTC 全球领袖峰会 （全体大会—主题：跨越与共赢 ）

专题会议：分会场三：医疗与健康 投融资峰会

专题会议：分会场四：中医药健康旅游合作论坛

09:00 - 10:30 第二天开场：MTA –GI & WMTC 全球领袖峰会

全体大会—主题：跨越与共赢（医疗旅游协
会主席与MTA特邀知名嘉宾主题演讲各15分
钟，6位中外行业领袖作案例发言各10分
钟）

10:30 - 11:00 茶歇与交流时间 茶歇展示区交流

11:00 - 12:30 分会场三：医疗与健康 投融资峰会

主题：中国的医疗健康改革与海外直接投资
的机会（2位中外主讲嘉宾各15分钟，主持
人15分钟，在主持人引导下8位中外VIP嘉宾
各5分钟圆桌发言）

11:00 - 12:30 分会场四：中医药健康旅游合作论坛

主题：影响中医健康旅游国际化发展的经
济学因素（2位中外主讲嘉宾各15分钟，主
持人15分钟，在主持人引导下8位中外VIP嘉
宾各5分钟圆桌发言）

12:30 - 13:30 商务午餐 自助午餐

   

2016年6月5日 下午 13:30 –21:00

专题会议：分会场五：国际医疗旅游与保险 专题论坛； 分会场六：慢性病对健康旅游行业的影响与对策

闭门会议：4、中国-欧洲医疗旅游合作圆桌高峰会议； 5、中国-中东非洲医疗合作圆桌高峰会议

合作项目路演与ONE ON ONE 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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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考察：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示范区

大会签约仪式 与 闭幕招待晚宴

13:00 - 15:00 分会场五：国际医疗旅游与保险 专题论坛

主题：掌握中国增长中的保险市场（2位中
外主讲嘉宾各15分钟，主持人15分钟，在主
持人引导下8位中外VIP嘉宾各5分钟圆桌发
言）

14:00 - 15:00 分会场六：慢性病对健康旅游行业的影响与对策

主题：非传染疾病在医疗健康旅游中的影响
与对策。（2位中外主讲嘉宾各15分钟，主
持人15分钟，在主持人引导下8位中外VIP嘉
宾各5分钟圆桌发言）

15:00 - 16:00 闭门会议：中国-欧洲医疗旅游合作圆桌高峰会议

欧洲国家医疗机构嘉宾与中国和海南省市官
员在主持人引导下进行发言与合作对话 （仅
限医疗机构高管和MTA与博思商通预先邀请
的意向合作企业嘉宾参加此环节）

15:00 - 16:00 闭门会议：中国-中东非洲医疗合作圆桌高峰会议

中东非洲国家医疗机构嘉宾与中国和海南省
市官员在主持人引导下进行发言与合作对话
（仅限医疗机构高管和MTA与博思商通预先
邀请的意向合作企业嘉宾参加此环节）

15:00 - 16:00 参会嘉宾交流时间 非闭门会议嘉宾在展览展示区自由交流

16:00 - 17:30 国际医疗旅游合作项目路演与对接
仅限国际嘉宾、部分特邀中方嘉宾和会前申
请路演与项目对接的企业参加此环节

17:30 - 18:30 参观参考
统一安排中外VIP嘉宾参观考察：海南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示范区

18:30 - 21:00 大会签约仪式 与 闭幕招待晚宴
中外VIP嘉宾统一回酒店出席项目签约仪
式、海南省市主管领导讲话、闭幕招待晚宴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麦克•版纳 康民国际医院 首席执行官
克利夫顿•奥姆 国际医院管理公司 总裁&首席运营官
法尔扎娜•哈菲珠娜 美国医学妇女协会 会长
西比尔•博加德斯 中心国际保险服务公司 首席合规官
哈里•雷诺兹 IBM健康行业 转型总监
蕾妮•玛丽•斯蒂芬诺 医疗旅游协会 总裁
布鲁斯•罗根博士 克利夫兰诊所员工健康计划 首席医疗官
凯莉•米洛奇 加拿大国际卫生保健公司 创始人
侯赛因•阿松 约翰霍普金斯国际 全球服务医疗总监
丹尼尔•理查兹 环球救援公司 首席执行官
加里•奥斯特 美国旅游协会 执行副总裁
约翰•阿诺尼 美国冷冻干细胞公司 主席&首席执行官
卡洛斯•鲁斯•帕拉修斯 西班牙医疗旅游协会 秘书长
罗恩•埃德曼 美国商务部国家旅游局 副研究局长
罗谢尔•西尔维拉 库洛特尔养生医疗与水疗中心 董事会董事
本杰明•飞利浦 瑞士健康银行 联合创始人&常务董事
约翰•卡西拉斯 世界银行 全球健康信息技术研究员
岷秀•帕克 韩国驻美国大使馆 健康与福利公使
罗伯特•华 美国医疗协会 总裁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4 月 15 日之前，每位参会嘉宾收取注册费人民币 6000 元。 �

4 月 16 日---5 月 20 日，每位参会嘉宾收取注册费人民币 6500 元。 �

5 月 21 日---6 月 2 日，每位参会嘉宾收取注册费人民币 6800 元。

(备注：参会费包括：WMTC 博鳌论坛会刊，所有议程，交流午餐，鸡尾酒会和会议茶点招待。组委会 将提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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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翻译，对 WMTC 博鳌论坛的全部内容进行同声传译（英译中及中译英）。交通和住宿由一般参会 嘉宾自理；在
所有大会活动和会刊上显示企业信息。)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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