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第九届中国医院院长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第九届中国医院院长大会将于2017年05月在重庆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中国医院院长大会”是我国知名医院院长年度盛会，已成功举办8届。大会会名由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两院院士吴阶平题写；大会宗旨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亲笔题写——弘扬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精神，倡导科
学务实和谐医患文化，培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团队，树立以人为本服务大众新风。《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理事会现
有成员单位430余家，来自全国各地。8 000余位知名医院院长及医院管理者、医疗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医院管理领
域专家和学者曾莅临大会。

      作为大会的主办单位编辑、出版的核心刊物——《中国医院管理》杂志，1981年创刊，作为我国卫生管理领域
创刊最早的学术理论类社科刊物和权威发布的三核心期刊，发行量和覆盖率在国内同类期刊中均为最高，具有着非
常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和业界竞争力，是名副其实的全国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院长案头必备刊物。

      《中国医院管理》杂志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在职教育培训中心，在连续两届（第七届、第八届）愉快合作的基础
上，再度强强联手，并邀约本次大会举办地——重庆当地极具影响力、且恰逢60周年院庆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作为协办单位联合办会，三方携手，并将本次大会主题定为“健康中国·创新管理·医改新纪元”。大会设主论坛和
若干场次分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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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医改向纵深发展。

      我们格外重视本届大会的筹备、召开，亦渴望借此机会梳理过去、聚焦当下、畅想未来。考虑到会议规模不断增
大、参会嘉宾不断攀升、分论坛涉猎内容不断拓展和丰富的实际情况，我们选取破题示意、点面沟通、百家争鸣、
论坛互动的呈现方式，旨在通过业界领导、专家学者以及知名医院院长和管理者所作出的最新、最权威的政策解析
和理论导引，将健康中国方略下、稳步推进中的公立医院改革与不断更新发展的医院管理创新理念进一步结合，以
求实现会议主办方与各参与方的全面资源合整、资源共享和信息对接，在会场内外形成多赢局面，彼此充分交融，
辅助推动新医改向纵深发展。

      本届大会定于本届大会定于2017年年5月月5—7日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日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届时有关部委领导、全国各地的院长和医院
管理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伴随我们走过8届大会的的新老朋友和广大读者们，将共聚盛会，同话新篇。

      感谢您对本届大会的鼎力支持，衷心期待您的莅临指导。您若因故不能与会，烦请委派或推荐其他相关人员参
会，感谢您的支持。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7年5月5—7日（5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重庆渝北区悦来滨江大道86号，距江北国际机场仅8公里）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医院管理》杂志  北京大学医学部在职教育培训中心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京龙康盛（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京盛龙康（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与会嘉宾：与会嘉宾：约2000位全国各地知名医院院长，约10位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及其他医疗卫生单位领导，约
100位在医疗卫生学术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学术修养的专家学者，约200位知名医疗投资机构、医药及医疗器械生产和
经销企业、医疗信息技术企业负责人。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5月月6日上午日上午 欣悦厅欣悦厅 主持人：黑龙江省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持人：黑龙江省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蔺刚蔺刚 主任主任 社长社长 总编辑总编辑

08:30-08:45  大会开幕式大会开幕式

黑龙江省卫计委领导讲话

重庆市卫计委有关领导讲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领导致辞

08:45-9:00  大会颁奖礼大会颁奖礼——暨首届中国医院管理杂志暨首届中国医院管理杂志2014-2016年度优秀论文颁奖礼年度优秀论文颁奖礼

9:00-12:00  大会主论坛破题演讲：健康中国大会主论坛破题演讲：健康中国·创新管理创新管理·医改新纪元医改新纪元                  欣悦厅欣悦厅

樊代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封国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理事长、党委书记，北京市卫计委原党委委员、副主任，

北京市医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梁万年：国家卫计委体制改革司 司长，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

5月月6日上午日上午 9:00-12:00  大会分论坛大会分论坛

医院成本核算与绩效考核体系构建医院成本核算与绩效考核体系构建                                                   喜悦厅喜悦厅

王文标：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党委书记 院长

王庆胜：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副院长

王新生：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院长

郑  伟：上海联众网络信息有限公司DRGs产品销售负责、江西省DRGs办公室工程师

曾  勇：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 院长

新形势下综合性医院发展机遇与挑战新形势下综合性医院发展机遇与挑战   点评嘉宾：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点评嘉宾：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罗杰罗杰 院长院长      欢悦厅欢悦厅

时  军：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金培生：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副院长

史志刚：上海柯林布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裁

黄东胜：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乔正荣：重庆医科大学附属长寿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午餐及午休

 

5月月6日下午日下午  14:00-18:00  大会分论坛大会分论坛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服务升级数据驱动医院管理服务升级                                                          欣悦厅欣悦厅

点评嘉宾：中国卫生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康虹医院管理公司总裁、解放军第二五一医院原院长点评嘉宾：中国卫生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康虹医院管理公司总裁、解放军第二五一医院原院长 王景王景
明明                                            

国家卫计委医管中心领导

王  洁：北京医院 总会计师、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卫生财会分会会长

陈海啸：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院长

车峰远：临沂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本部医疗区院长

王华松：兴城市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宋天罡：华润凤凰医疗集团项目 总经理

陈  冲：用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总裁

精细化、信息化、系统化助力医院管理分论坛精细化、信息化、系统化助力医院管理分论坛                                         喜悦厅喜悦厅A

许  速：上海市医改办 副主任、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李为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院长

王  勇：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副院长

何淑明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

陈  颂：北京至诚悠远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运用平衡计分卡驱动医院质量管理绩效分论坛运用平衡计分卡驱动医院质量管理绩效分论坛                                       欢悦厅欢悦厅B

应亚珍：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卫生经济学会财会分会副会长、福建省医改领导小组特聘顾问、

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特聘顾问

陈进堂：社团法人台湾医疗平衡计分卡管理协会创会理事长、台湾台中市政府卫生市政顾问、

元培医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台湾医疗质量策进会委员



元培医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台湾医疗质量策进会委员

孙  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院长

陈  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企业辅导部资深顾问、台湾电子业精实服务改善辅导顾问、

医疗业精实活动辅导顾问

汪荣华：信诺九州医院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社团法人台湾医疗平衡计分卡管理协会大陆执行总监

智慧医疗智慧医疗——新医改时代下的信息服务体系构建新医改时代下的信息服务体系构建                                      欢悦厅欢悦厅C

吴  昊：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医教部主任

潘  涛：武汉默联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范理宏：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王雪峰：杭州特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东风：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院长

面向未来的医院建设分论坛：全新理念设计，建设经验分享面向未来的医院建设分论坛：全新理念设计，建设经验分享                            喜悦厅喜悦厅B

夏慧敏：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院长

王  岗：山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分院 院长

殷  宏：北大医疗产业集团北大国际医院 物资部主任

朱道明：安朗杰中国区总经理、安防研究院副院长

张学强：邯郸市中心医院 院长

整合整合RBRVS和和DRGs  构建精益绩效分论坛构建精益绩效分论坛                                            欢悦厅欢悦厅A

秦成勇：山东省立医院 院长

孙树印：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沈崇德：无锡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

许建辉：天津北辰医院 院长

王志刚：上海蓬海涞讯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30-20:00  晚餐晚餐



 

5月月7日上午日上午  8:30-12:00  大会分论坛大会分论坛

传承传承 创新创新 发展发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医院管理探索与实践专场医院管理探索与实践专场 主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胡侦明胡侦明 副副
院长院长    欣悦厅欣悦厅

任国胜：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                           《医院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思考》

肖明朝：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                         《医养结合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徐  玲：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医务处处长                     《患者安全文化建设》

赵庆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护理部主任                     《护理安全生态圈构建与实践》

罗天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     《医教协调，培养合格临床医学人才——重医一院10年工作回顾与
展望》

吕富荣：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                         《分级诊疗与医联体》

共论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共论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的实践与未来分论坛）的实践与未来分论坛                                   欢悦厅欢悦厅A

刘远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院长

邓小虹：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DRGs质控中心 主任

张乐辉：国家DRGs质控中心费用控制组组长、医学博士、医院管理研究员

韩斌斌：河南肿瘤医院 总会计师

段成卉：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县市级公立医院改革分论坛县市级公立医院改革分论坛                                                         欢悦厅欢悦厅B

陈  宏：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院长

李宁宁：柳州市人民医院 院长

罗  勇：四川九阵集团 副总经理

郭绍根：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 院长

柏正群：江苏省大丰市人民医院 院长

信息化技术助力医联体建设分论坛信息化技术助力医联体建设分论坛                                                   喜悦厅喜悦厅A



温  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沈  嵘：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院长

袁海鸿：余姚市人民医院 院长

李盛华：甘肃省中医院 院长

张  宁：中国电信医疗行业信息化应用(兰州)基地 副总经理

医院软实力建设分论坛医院软实力建设分论坛                                                             喜悦厅喜悦厅B

李亚军：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刘章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韩忠厚：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 院长

余党会：《第二军医大学学报》总编、编辑部主任、博士、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副秘书长

“云时代云时代”的医疗质量持续改进和医疗安全提升分论坛（待定）的医疗质量持续改进和医疗安全提升分论坛（待定）                           欢悦厅欢悦厅C

5月月7日下午日下午  14:00-18:00 部分参会代表部分参会代表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参观考察参观考察

                    （个别嘉宾演讲顺序或调整替换，以会议当日日程为准）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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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大巴车费及市内活
动费等。团队参会可享受相应优惠。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酒店预订酒店预订

第九届中国医院院长大会第九届中国医院院长大会——重庆悦来会议中心周边重庆悦来会议中心周边酒店酒店（（2017年年5月月5-7日）酒店预订一览表日）酒店预订一览表

酒店名称酒店名称 价格（元价格（元/
间）间）

距会议中距会议中
心距离心距离

乘车时乘车时
间间

酒店地址酒店地址 前台电话前台电话

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
（五星）

房间已售罄 重庆市渝北区悦来滨江大道86号 （023）60358873

重庆华辰国际大酒店
（五星）

488元（含
双早）

全程约10

公里
约15

分钟

重庆市渝北区空港新城百果路33号

（渝北体育馆对面）
(023)63138888

重庆盈田酒店（四
星）

330元 (含双
早）

全程约12

公里
20分
钟内

 重庆市北部新区金福路35号

（红星力帆广场、爱琴海购物公园对面， (023)88726666



星） 早） 公里 钟内 （红星力帆广场、爱琴海购物公园对面，
棕榈泉上行右边）

(023)88726666

重庆傲霆睿尚酒店
（四星）

338元（含
双早）

全程约15

公里
20分
钟内

重庆市北部新区民安大道111号A栋 （023)88758000

重庆蓝钻精品酒店

(经济型酒店 类似如
家)

420元（含
双早）

700米
 步行
即达

重庆市渝北区悦来街道滨江路84号-28 (023)67283999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

尊敬的参会代表您好，感谢您对本次大会的支持，为了方便您的出行，我们专门聘请重庆景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全
权负责本次大会的以上酒店预订服务，如需预订，您可直接联系以下工作人员，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房间预留
请支付500元订金（统

一收费标准），视为您对于本次大会房间预留成功（如届时未能到会，该房间订金不予退回，因此，请慎重预订，
如未支付房间预订金，则视为未订房成功），支付订金后，烦请发送汇款凭证，我们将给您发送正式的确认预留短
信。您的订金将直接

转入您的预订酒店，并冲抵房费，离店时，由入住酒店根据您的实际入驻情况为您开具正式发票。我们只接受以下
账号收款，请注意核对账号信息。预订成功后，请在报到当天到悦来会议中心报到处办理余下手续，我们将给您直
接提供入住凭证，方

便您及时办理入住。酒店前台电话，是为了方便您核实酒店地址等有效信息，预订有关房间请直接联系我们的订房
专员（因酒店前台服务人员轮换频繁，未必都知晓大会有关信息，容易造成您的困扰）。

订房联系专员及电话：高敏：18375891693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