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首届医生创新大会暨全国卫生
产业博览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首届医生创新大会暨全国卫生产业博览会将于2017年08月在长春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前言前言

  近年，鼓励临床医生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频频出台，明确了科研成果的归属权，医生的创新意识大大激发，临
床一线从业者研发的创新产品越来越受产业界和资本界的重视，以医生为主体的医疗创新时代悄然来临。

  大会旨在加速医学相关优秀成果转化，促进投资人与企业家跨界碰撞，实现医疗创新实践和相关产业的有效对接。
通过主题演讲、圆桌论坛、创新创业项目路演、产品展览等形式，汇聚国内外关注医生创新与医疗健康行业发展
的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两院院士两院院士、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健康产业投资机构投资机构、医疗企业领袖医疗企业领袖、财经财经媒体媒体等数千人参会。

  “2017首届医生创新大会暨全国卫生产业博览会首届医生创新大会暨全国卫生产业博览会”将于2017年年8月月17-20日日在吉林省长春国际长春国际会展会展中心中心隆重举行，“创
新交锋，跨界共赢”！

亮点亮点

8大论坛、50+创新成果、100+投资大咖、1000+优秀企业、5000+行业精英

最新政策解读、产业大咖云集、一线医生路演、高效资本对接、医疗产业盛会

机构机构

指导单位指导单位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长春市人民政府、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政府、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医疗器械商业分会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泰山汇、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国药控股吉林医疗科技发展、贝壳社、奥咨达医疗器械服务集团、武汉东湖高新
区……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世纪新龙（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吉林省吉和医疗产业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支持媒体

新华网、生命时报、 经济观察报、长春日报、 长春电视台、腾讯网、 搜狐网、网易、 新浪网、健康界、 丁香园、
医学界、 赛柏蓝、贝壳社、 亿欧网、动脉网、 奥咨达、小桔灯、 艾兰博曼、寻医问药网、 21世纪药店报、中国药

店、E药经理人、医药经济报 ……

特别支持特别支持

国药控股、国药集团药业、九州通、康德乐（中国） 上药科园信海、国科恒泰、 陕西中辉伟业、 山东海王银海医
药、 国药控股吉林医疗科技、 国药控股江苏药事服务 ……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7年年8月月17日日 全天注册签到

时间：时间：2017年8月18日 周五

大会开幕式，揭牌仪式大会开幕式，揭牌仪式 

地点：主会场（5号馆）

09:00-09:45 吉林副省长、长春副市长、卫计委、药监局等领导；张文周、窦熙照、华玉涛、华树成、夏天、吴杰。

主持人主持人：夏天 国药控股医疗器械总经理

开幕式，领导致辞

09:45-10:00 东北亚大健康产业基地揭牌仪式、分委会（吉林）授牌仪式、会员中心（吉林）教育培训中心启动仪式

创新交锋，跨界共赢主论坛创新交锋，跨界共赢主论坛

地点：主会场（5号馆）

10:00-10:20 科技引领协同创新助推研究型医院可持续发展 华树成 吉大一院院长

10:20-10:40 医生创新，如何跨越从理念到技术到产品的鸿沟？ 华玉涛 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化学药与医械
处长

10:40-11:00 民营医院发展现状与展望 赵亮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副秘书长

11:00-11:20 2016医疗器械蓝皮书&医疗器械未来展望 张峰 奥咨达医疗器械集团董事长

11:20-11:40 金融助推大健康产业发展 孔繁立 金茂资本投资总裁

国际创新大健康国际创新大健康心脑血管心脑血管产业论坛产业论坛

地点：主会场（5号馆）

13:30-13:50 开场、主办方致辞

13:50-14:20 高端心血管耗材在严厉监管下的机遇与挑战 钟志辉 奥咨达医疗器械集团董事总经理

14:20-14:50 人世间——在医院我们阅读社会 周全 上海广播电视台《人间世》总导演

14:50-15:20 封堵器PFO预防脑血栓：现状与发展 张玉顺 西安交大教授

15:20-15:50 心血管植入介入医疗器械简介 李勇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质量副总裁

15:50-16:20 结构性心脏病封堵器的现状与未来趋势 张瑾 Mallow Medical 总经理

16:20-16:50 中国心脑血管发展方向与投资机遇 达奇 TERUMO泰尔茂事业部经理

16:50-17:30 圆桌会议：中国心血管接轨世界 钟志辉等 主持人：张瑾 Mallow Medical 总经理

医生创新投资论坛（泰山汇主办）医生创新投资论坛（泰山汇主办）

地点：一会场（4号馆）

13:30-13:50 医疗投资人怎么看技术创新 宋龙涛 达晨创投医疗投资董事总经理

13:50-14:10 新形势下医疗器械法规变化对医疗器械产业创新的影响 张峰 奥咨达医疗器械集团董事长

14:10-14:30 医学成果转化的难题和解决方案 王弼陡 中科院医工所中科医疗总经理

14:30-14:50 临床需求发掘与医疗科技创新 胡铁峰 汇智赢华医疗科技研发（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14:50-15:10 资本助推下的医疗发展 施国敏 华盖资本董事总经理



15:10-15:25 丹密特-加拿大公司融资项目

15:30-17:30 创新创业项目路演

新政策下财务合规化论坛新政策下财务合规化论坛

地点：二会场（3号馆）

14:00-14:45 两票制背景下的税务规范性建设 宋键 杭州薪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

14:45-15:30 公司股权架构设计要点 郭广科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师

15:30-16:15 生物医药企业关联交易的危害和规避 董智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授薪合伙人

16:15-17:00 知识产权交易流程及注意事项 冯年群 浙江民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17:00-17:30 互动答疑

时间：时间：2017年8月19日 周六

社会办医社会办医投融资投融资论坛论坛

主会场（5号馆）

09:00-09:30 医保支付方式与医院管理 杨燕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双聘教授，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

09:30-10:00 基层诊所医疗服务创新 于莺 美中宜和综合门诊中心CEO

10:30-11:00 国际化竞争下的医疗服务市场投资逻辑与实践 杨磊 高特佳投资集团执行合伙人

11:00-11:30 圆桌论坛：资本助力社会办医

分会重点推广项目说明会分会重点推广项目说明会

主会场（5号馆）

14:00-14:45 东北亚大健康产业基地说明会

14:45-15:30 药事服务产业基地说明会

15:30-16:15 盒子医生项目说明会

16:15-17:00 医药物资协会家用医疗器械分会启动说明会

医用耗材高峰论坛医用耗材高峰论坛

一会场（4号馆）

09:00-09:20 代理商成功转型实操案例解析 彭丽 医疗器械商业分会副会长

09:20-09:35 企业路演（精美礼品附赠）

09:35-10:05 医疗器械渠道的三大变革 柯小芳 医疗器械商业分会副秘书长

10:05-10:20 企业路演 李志超（精美礼品附赠）

10:20-10:40 经销商与大型医疗器械流通企业的并购重组 张景南 医疗器械商业分会副会长

10:40-11:00 我的跨国梦之开拓海外医疗市场 王迅 南京美迪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11:00-11:15 企业路演（精美礼品附赠）

11:15-11:35 现阶段中国高值耗材的渠道的发展策略 宋宝石 国科恒泰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11:35-11:55 医械企业生存发展之路：升级 郦宏 贝壳社副总裁，贝壳大学负责人

11:55-12:05 花落谁家：抽奖揭晓



高端高端IVD产业临床创新论坛产业临床创新论坛

一会场（4号馆）

14:00-14:20 开场，主办方致辞

14:20-14:50 Diagnostic Support for Liver Disease Management 何川 日本富士瑞必欧首席代表

14:50-15:20 CFDA IVD临床核查及最新要求 孟茜 PerkinElmer Dx事业部法规临床研究高级经理

15:20-15:50 从临床应用角度看IVD行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张国军 北京天坛医院检验科主任

15:50-16:20 提升POCT的质量和性能 谭洪 星童医疗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

16:20-16:50 体外诊断2030 王加义 北京中生金域诊断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16:50-17:30 圆桌会议：国内外IVD的宏观                           

医疗设备高峰论坛医疗设备高峰论坛+分会分会康复康复产业创新管理中心成立、授牌仪式产业创新管理中心成立、授牌仪式

二会场（3号馆）

09:00-09:30 分会康复产业创新管理中心成立授牌仪式

09:30-10:00 医疗设备公司直销队伍建设 韦雨春 南京华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10:00-10:15 企业路演（精美礼品附赠）

10:15-10:45 云康复商业模式实践 吴浩 上海诺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0:45-11:00 企业路演（精美礼品附赠）

10:30-11:00 新形势下医疗设备创新营销模式探讨 峁顺明 上海诺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1:00-11:15 企业路演（精美礼品附赠）

11:15-11:45 康复诊疗提升的必经之路——肌骨超声引导下的冲击波治疗 张宇杰 北京泰瑞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1:45-12:00 企业路演（精美礼品附赠）

12:00-13:30 午餐

14:00-14:30 两票制下如何实现厂商和谐发展 冯炜 河南三浪医疗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14:30-14:45 企业路演（精美礼品附赠）

14:45-15:15 精准康复——让康复更有爱 芮志强 北京蓝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15:15-15:30 企业路演（精美礼品附赠）

15:30-16:00 浅析中医理疗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 张健 江苏兴鑫医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16:00-16:15 企业路演（精美礼品附赠）

16:15-16:45 医疗设备管理现状及创新模式 戴跃跃 江苏康医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16:45-17:00 花落谁家：抽奖揭晓

时间：时间：2017年8月20日 周天 

地点：地点：自选游玩 长白山/松花湖游，费用自理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MORE...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VIP早鸟票早鸟票 ：：688元元

8月13日之前报名有机会获取免费门票，包含大会会议资料，大会会议会场入场通行券。需主办方审核。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