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第八届中国医院院长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5第八届中国医院院长大会将于2015年04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中国医院院长大会中国医院院长大会”是由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社（《中国医院管理》杂志、《中国卫生经济》杂志）主办的知名医
院院长的精神盛宴，已成功在京举办7届。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社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在职教育培训中心，在 2013 年秋
天成功合作主办第七届院长大会的基础上，再度强强联手，并特将本次大会主题定为“医院·医学·人文与生命”。

本次大会定于2015年4月24—26日在北京世纪金源大酒店举行，届时各级（国家、省市）卫生计生主管部门领导、
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医院管理者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聚盛会，同话医院改革发展新篇。大会组委会现诚挚邀
请您莅临本次大会，共同开拓本领域创新研究，为医院改革献计献策，共谋发展。

2015第八届中国医院院长大会
(2015第八届中国医院院长大会)

大会设主论坛和 12 场分论坛。
分论坛主题分论坛主题：
（1）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分论坛——主题：以信息化为支撑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2）城市医院改革与发展分论坛——主题：管理、技术、服务创新（以“法人治理结构、绩效薪酬制度、人事分
配制度、补偿机制”等管理范畴内制度化的东西为核心内容）；
（3）和谐医患分论坛——主题：如何化解医患矛盾；
（4）县级医院改革分论坛——主题：服务能力提升；
（5）医疗联合体建设分论坛——主题：实践经验共享；
（6）数字化医院建设分论坛——主题：思路、方法与趋势；
（7）中国特色现代医院管理体系建设与实践——主题：相关政策解读、企业管理借鉴、管理与IT 的融合与创新；
（8）医学影像管理分论坛——主题：学科建设与信息共享；
（9）专科医院发展分论坛——主题：数据分析利用与医院专科建设；
（10）北大医学部社会资本办医分论坛——主题：当医疗遭遇资本，社会资本办医趋势分析；
（11）北大医学部医者尊严与职业精神探讨分论坛——主题：关注医疗卫生行业从业者的尊严与价值；
（12）北大医学部医养融合分论坛——主题：探索医养结合模式，延伸医疗服务内涵。大会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践结
合、上下沟通、点面交流的方式，助力医院管理者实现创新管理和实践参照，推动新医改向纵深持续发展。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社、北京大学医学部在职教育培训中心
承办单位：京龙康盛（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医大时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时间地点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5年4月24—26日
会议地点：北京世纪金源大酒店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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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主任  

高国兰
航空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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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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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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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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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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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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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毛羽
北京市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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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国生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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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费用参会费用：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理事会成员单位享受免费参会待遇，其他非理事单位参会嘉宾2000 元/人，此费用包
括会务费、资料费、报告费、场租费、餐费、市内活动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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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4月24日 全天报到

4月25日
08:30-09:00

大会开幕式暨



09:00-12:00

大会主题：医院•医学•人文与生命大会主题：医院•医学•人文与生命
主论坛讲课嘉宾：
刘玉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
赵玉沛 北京协和医院院长
高解春 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
袁 钟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博士
易中天 中国知名作家、学者、教育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12:00-13:30 

分论坛：社会资本办医分论坛分论坛：社会资本办医分论坛
陈 一 中信医疗投资管理中心总经理
陈林海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投融资服务部主任
邢立萍 普华永道中国医疗行业咨询服务合伙人
辛 红 新世纪儿童医院运营总监

分论坛：医养融合分论坛分论坛：医养融合分论坛
嘉宾推介：谢 红 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学院副教授
嘉宾推介：关晓立 北京英智康复医院院长（康复中心）
嘉宾推介：卢艳丽 北京隆福医院院长（老年病）

分论坛：医学影像管理分论坛，主题：学科建设与信息共享分论坛：医学影像管理分论坛，主题：学科建设与信息共享
嘉宾推介：陈海泉 上海胸科医院院长
另外几位讲课嘉宾待确定。

分论坛：分论坛：大数据大数据分析利用在医改中的作用分论坛，主题：基于医院核心竞争力的专科建设分析利用在医改中的作用分论坛，主题：基于医院核心竞争力的专科建设
嘉宾推介：季加孚 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院长
推介演讲主题：专科建设与医院发展
嘉宾推介：郭小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推荐演讲主题：信息系统在医改中的作用
嘉宾推介：王以朋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
推荐演讲主题：如何利用数据模型分析，合理运用医疗资源，提高效率
嘉宾推介：罗 毅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院长
推荐演讲主题：专科建设与临床质量控制

分论坛：中国特色现代医院管理体系建设分论坛分论坛：中国特色现代医院管理体系建设分论坛
嘉宾推介：张振忠 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所长
嘉宾推介：郝义彬 郑州中心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董家鸿 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
嘉宾推介：蔡秀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王华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管理研究所长、
卫计委医疗机构标准委员会委员

分论坛：医疗联合体建设分论坛，主题：实践经验共享分论坛：医疗联合体建设分论坛，主题：实践经验共享
嘉宾推介： 毛 羽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副局长
嘉宾推介： 辛有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执行院长
嘉宾推介： 瞿介明 上海瑞金医院院长院长 （或杨伟国书记）
嘉宾推介： 于布为 上海瑞金医院卢湾分院院长

18:30-20:00  晚餐

分论坛：主题：以信息化为支撑的质量安全与管理体系建设分论坛：主题：以信息化为支撑的质量安全与管理体系建设
嘉宾推介：朱春生 济南军区总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许 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王建昌 空军总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周胜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嘉宾推介：李文源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院长

分论坛：县级医院改革分论坛，主题：服务能力提升分论坛：县级医院改革分论坛，主题：服务能力提升
嘉宾推介：王昭宝 安徽省泾县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汪开保 安徽省无为县人民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张雨雷 重庆市开县人民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郭 伟 重庆市梁平县人民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马明炎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郭正辉 广东省增城市人民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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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
08:30-12:00

分论坛：患者至上分论坛，主题：给患者有温度的医疗，给医者有尊严的职业分论坛：患者至上分论坛，主题：给患者有温度的医疗，给医者有尊严的职业
嘉宾推介：王 岳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教研室副主任、法律事务小组负责人
嘉宾推介：盘仲莹 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杨长青 清华长庚医院总执行长助理
嘉宾推介：罗如澍 惠每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执行CEO(美国梅奥诊所与高瓴资本集团携手成立
合资机构——惠每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嘉宾推介：徐 梅 昆明瑞奇德医院院长

分论坛：远程医疗应用与发展分论坛，主题：模式构建分论坛：远程医疗应用与发展分论坛，主题：模式构建
嘉宾推介：周国鹏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信息中心副主任
嘉宾推介：王 韬 北京天坛医院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嘉宾推介：刘 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助理、信息中心主任

分论坛：数字化医院建设分论坛，主题：思路、方法与趋势分论坛：数字化医院建设分论坛，主题：思路、方法与趋势
嘉宾推介：高国兰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陈肖鸣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张 杰 黄石市中心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吉建伟 无锡市人民医院院长

分论坛：和谐医患分论坛，主题为：如何化解医患矛盾分论坛：和谐医患分论坛，主题为：如何化解医患矛盾
嘉宾推介：吴世政 青海省人民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孙东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嘉宾推介：翟理祥 广东省中医院书记
嘉宾推介: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临床医学院院长、医患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嘉宾推介：王发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

分论坛：城市医院改革与发展分论坛，主题：管理、技术、服务创新（以“法人分论坛：城市医院改革与发展分论坛，主题：管理、技术、服务创新（以“法人
治理结构、绩效薪酬制度、人事分配制度、补偿机制”等管理范畴内制度化的东西为核心内容）
嘉宾推介：阚全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王国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史兆荣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李卫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
嘉宾推介：温 浩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12:00-14:00 午餐

14:00-18:00 参观清华长庚医院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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