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博鳌•第六届健康界峰会——
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8博鳌•第六届健康界峰会——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将于2018年04月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8博鳌博鳌·健康界峰会健康界峰会

将健康融入所有将健康融入所有
熵量熵量·医健医健投融资投融资论坛论坛

中国中国社会社会办医大会办医大会

中国医学创新峰会中国医学创新峰会&大赛大赛

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坛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坛&QCC大赛大赛

21世纪医院院长论坛世纪医院院长论坛&中国中国医院管理医院管理奖评选奖评选

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主办：健康界传媒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海南省卫生计生委主办：健康界传媒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海南省卫生计生委

联合主办：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 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联合主办：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 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媒体合作：中国媒体合作：中国互联网互联网新闻中心新闻中心

国际合作：美国梅奥医疗集团  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国际合作：美国梅奥医疗集团  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

法国巴黎公立医院集团  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  法国巴黎公立医院集团  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  

协办：博鳌医学创新研究院  中国管理协办：博鳌医学创新研究院  中国管理科学科学学会医疗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学会医疗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社会办医分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社会办医分会  

  公益合作：吴阶平医学  公益合作：吴阶平医学基金基金会会

时间：2018年4月25日（周三）～28日（周六）时间：2018年4月25日（周三）～28日（周六）

地点：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地点：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东方崛起，健康先行。“将健康融入所有”，乃时代使命。

中国医院发展与大健康产业第一品牌会议——第六届健康界峰会，继最具盛誉的2018博鳌亚洲论坛之后，健康界传



媒将携手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海南省卫生计生委共襄盛举，以“博鳌·健康界峰会”的全新面貌，于2018年4月25日
至28日在海南博鳌盛大召开，期待您的参与！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堪称21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策，人民健康权被置于史上最高处。2016年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iAP），这既是履行我国对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
展议程”所做承诺，也是中华民族的时代使命。

以健康为目标的中国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将重组所有从政治到经济、从医学到健康的重要资源。同时，基于对生命
的最高尊重，以人为本的文化构建成为核心。

大健康产业，正以科技、创新、创业、链接为特征，以先进创新国度的实践为参照，在全国各地、各个领域里崛
起。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的理论和实践，将构成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相互支撑、结局美好的大健
康产业生态格局。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物联网、远程医疗、生物制剂、西药中药、精准医学、城市建
设、养老养生、健康保健、环境生态等等领域均现生机。百舸争流，百年宏业尽展！

医疗健康服务，则以多元、连续、可及、品质为特征，以公立医院改革为根本，区域规划、社会办医、健康管理、
医养结合、分级诊疗、医联体、学科发展、质量安全、改善服务、筹资支付、智慧医疗、科研转化、精准医疗、预
防康复、   海外医疗等领域整合在即。千帆竞渡，千载大计开局！

基于上述，本次峰会主题确定为：将健康融入所有。

据此，峰会由“６（论坛）＋１（体验区）”七大模块构成：

一、熵量·医健投融资论坛（4月25～26日）；

二、中国社会办医大会（4月25～26日）；

三、中国医学创新峰会&CMIA大赛（4月25～26日）；

四、首届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坛&QCC大赛（4月26～28日）；

五、21世纪医院院长论坛&中国医院管理奖评选（4月26～28日）；

六、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4月27～28日）；

七、熵量汇——医健创新体验区（4月25～28日）。

本次峰会的举办地为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其环境得天独厚，每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和经济名人，众所瞩
目。一个品牌盛会，就是一个生态平台。

“2018博鳌·健康界峰会”，将让历史记住，在这个时点上，健康开始融入所有。

2018博鳌·健康界峰会组委会

                                       2018年1月22日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82018博鳌·健康界峰会总日程（4月25~26日）博鳌·健康界峰会总日程（4月25~26日）

序号序号 模块名称模块名称
2018/4/25

（星期三）（星期三）

2018/4/26

（星期四）（星期四）

晚上晚上 上午上午 下午下午 晚餐晚餐 晚上晚上

一 熵量·医健投融资论坛 4场熵量私享会 主论坛 3场平行分论坛
国际精英

交流会
——



二 中国社会办医大会 常务理事会 主论坛 3场平行分论坛 ——

三 中国医学创新峰会&大赛
1场理事会

1场CMIA私享会
主论坛上 主论坛下

中国医学创新CMIA大

赛

四
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

坛&QCC大赛
—— —— 会前会 开幕式及主论坛

五
21世纪医院院长论坛

&中国医院管理评选
—— ——

2场热点专场

8场小组赛

2场热点专场

1场改善医疗服务专场

六
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
—— —— —— ——

七 熵量汇——医健创新体验区 医健创新展示体验与洽谈

20182018博鳌·健康界峰会总日程（4月27~28日）博鳌·健康界峰会总日程（4月27~28日）

序序
号号

模块名称模块名称 2018/4/27（星期五）（星期五） 2018/4/28（星期六）（星期六）

上午上午 下午下午 晚上晚上 上午上午 下午下午 晚上晚上

一 熵量·医健投融资论坛 —— ——

医健领袖汇

暨

荣誉盛典

——
考察、合

作洽谈
——

二 中国社会办医大会 —— —— —— ——

三
首届中国医学创新峰会&

大赛
—— VIP乐城考察 —— ——

四
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

论坛&QCC大赛

主论坛

（国际专场）

主论坛

（国内专场）

QCC大赛（12圈）

QCC大赛（18圈） 闭幕式+颁奖

五
21世纪医院院长论坛

&中国医院管理奖评选

峰会总开幕式

及主论坛

5场改善医疗服务专场

3场医院运营专场

1场总决赛

2场改善医疗服务专

场

3场医院运营专场

考察、合

作洽谈
——

六
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

论坛 —— 主论坛 3场平行分论坛 ——

七
熵量汇——医健创新体验

区
医健创新展示体验与洽谈



20182018博鳌·健康界峰会各模块日程博鳌·健康界峰会各模块日程

第一模块：熵量第一模块：熵量·医健投融资论坛医健投融资论坛 

时间时间 环节环节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4月月25日日

19:00～21:00

熵量私享会熵量私享会1  

政策红利：新兴医疗机构崛起政策红利：新兴医疗机构崛起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A））

新兴医疗模式的战略构想和政策现状

新兴医疗服务业态的投资逻辑

独立医学检验：深水区竞技靠什么

独立医学影像：全产业链平台构建

从联盟走向实体：医生集团再定位

高端对话：解决落地难题：新兴医疗服务模式的政策分析与经典案例

熵量私享会熵量私享会2  

精准医疗：个性化健康时代的机遇精准医疗：个性化健康时代的机遇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B））

投资策略：产品技术或服务规模权衡

精准医疗分化下的测序市场空间

寻找下一个NIPT

数据价值再定义：查询、管理、存储和共享

遗传病的临床决策辅助

肿瘤精准检测和精准治疗的全时全程管理

高峰对话：“基因+临床”模式下的精准医疗数据库搭建

熵量私享会熵量私享会3

智连健康：物联网的智能想象智连健康：物联网的智能想象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C））

物联网的医疗应用场景畅想

物联网与智慧医疗的融合空间

专业级可穿戴数据的深度挖掘

药店智慧销售系统关联潜力

生物传感下的健康服务模式探索

区块链的医疗猜想

高峰对话：物联网的产业想象：细医疗与泛健康+商业模式实践

熵量私享会熵量私享会4

CEO私塾：资本运作私塾：资本运作“三重奏三重奏”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D））

三人行：创业与IPO

4月月26日日 09:00

追求美好生活 构造健康新生态

大健康生态价值再造与保险使命

全球医健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12:15 主论坛：行知新生态主论坛：行知新生态 重构服务力重构服务力

（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前半场）（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前半场）

纵论中国的大健康愿景

让创业精神助力健康中国

高峰对话一：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锻造

高峰对话二：生态创新者的未来

4月月26日日 14:00

～～17:30  

分论坛分论坛1

巨浪袭人：医疗巨浪袭人：医疗AI驶向何方驶向何方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A））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数据智能与产业经济构想

扎堆影像科是AI首选吗

价值多元化：单中心临床向多临床中心

人工智能赋能慢病防治

算法与数据标准取舍

高峰对话：信息技术的战略转变－医疗AI变现的N种可能+医疗服务的场景选择

分论坛分论坛2

  寻找蓝海：健康服务业商机洞察寻找蓝海：健康服务业商机洞察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B））

医疗保险闭环打造

创新药与生物医药前沿趋势分析

跨境医疗服务平台构建

康复医疗投资升温

跨界医疗重塑健康产业生态

高峰对话“瞄准多元化市场

分论坛分论坛3

永续经营：医疗集团外延扩张与内生增长永续经营：医疗集团外延扩张与内生增长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C））

供给侧改革提速医疗集团发展

赶考企业医院改革，如何成为“模范生”

资产证券化：医疗服务集团化路径抉择

专科连锁的区域规划与战略协同

外延并购与内生增长再平衡

高峰对话永续经营秘诀：发现医疗集团支撑力与凝聚力

第二模块：中国社会办医大会第二模块：中国社会办医大会

时间时间 环节环节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4月月25日日 19:30

～～22:00
会前会：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一届七次常务理事会（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1）

支持社会办医 发展健康产业

改革开放40年：社会办医再思考



4月月26日日 08:30

～～12:10

主论坛：革新再起航主论坛：革新再起航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

台湾社会办医的实践与思考

双评介绍及颁奖——宣布全国首批社会信用服务能力医院评价结果、授证颁牌

公立与非公立联动的N种可能

医院规模化发展与精细化运营要略

高峰对话：问计永续经营1.社会办医由多到强密码2.多元化社会办医格局畅想

4月月26日日 14:00

～～17:30

分论坛分论坛1  

投融资专场：回归价值投资投融资专场：回归价值投资 助力社会办医助力社会办医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1））

大变局：国际视野下的大健康产业机会

大健康产业的生态构建

医疗资产证券化的时机与路径

医疗及健康服务业投资新趋势

投后管理：规模与效益再平衡

一带一路 跨国投资

海南省肿瘤医院投资及运营实践

高峰对话：投资良善 永续经营

1.投资硬实力与医疗软着陆  2.并购整合管理与退出规划

分论坛分论坛2  

智慧医疗专场：技术革新浪潮智慧医疗专场：技术革新浪潮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2））

医院信息化迭代趋势与生态模式建设（武汉实践）

远程医疗与智慧医院打造

基于临床需求的人工智能潜力

医协体：互联互通与医院闭环管理

DRG时代的非公信息化建设应对思考

健康大数据与信息共享展望

高峰对话：智能应用 运筹未来

1.医疗信息化改造：成本与效率

2.医疗信息化创新与联网安全

3.区域共享与非公医疗

分论坛分论坛3  

学科与品牌专场：集聚发展势能学科与品牌专场：集聚发展势能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3））

非公立医院学科发展战略

强院之本：学科建设

医生执业模式的创新与医疗共享平台的合作

医生集团——医生自由执业的新业态

争星创优、塑造品牌医院

打造优势突出的“标签化”明星医院

打造非公立医疗品牌之路



夯实基层党建 增强医院发展动力

第三模块：中国医学创新峰会第三模块：中国医学创新峰会&大赛大赛

时间时间 环节环节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4月月25日日 19:00

～～21:00

理事会：博鳌医学创新研究院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闭门会）理事会：博鳌医学创新研究院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闭门会）

CMIA私享会私享会：医创先锋：医创先锋“加油站加油站”（博鳌亚洲论坛（博鳌亚洲论坛

凤凰凤凰1））

公立医院如何激活医生科技成果转化

我和海信的创新故事——医研企合作模式如何实现三赢

3D打印从医院到产业化的实现路径

中国医学创新成果转化难点与突破

打通临床创新与产业转化的认知不对称

智能医疗影像机器人的临床探索

生物医药知识产权运营模式创新

4月月26日日 08:00～～

08:30
开场嘉宾致辞及博鳌开场嘉宾致辞及博鳌医学创医学创新新研究院揭牌仪式研究院揭牌仪式

4月月26日日 09:00

～～12:00

主论坛（上）：主论坛（上）：

中外分享：医学创新的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中外分享：医学创新的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

（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后半场）（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后半场）

中国医学创新的现状、挑战与机遇

肿瘤生物治疗创新机遇与华西探索

全球生殖医学创新转化方向与实践

内分泌领域慢病管理的医学转化机遇

医疗创新：以色列经验

培养未来的创新型外科医生（美国）

中外高峰对话：中国之路—为健康2030而设计：把脉医学创新重点

4月月26日日 14:00

～～15:30

主论坛（下）：主论坛（下）：

学科先行学科先行  创新样本创新样本

（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后半场）（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后半场）

如何培养顶级科研型医学人才

肝胆胰医学创新转化

学科带头人如何发挥创新总设计师的作用

全院学科建设当以PI（学科带头人）创新为引擎

4月月26日日 15:30

～～17:30

主论坛（下）：主论坛（下）：

产学研企产学研企  平台共赢平台共赢

（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后半场）（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后半场）

政府、大学、医院如何打造“思南医学创新园区”

医工“梦工场” 促进医学创新

企业与医院联手创新的模式与实践

民族医药的原研梦想如何实现



高峰对话医学创新成果转化生态痛点与解决方案

4月月26日日 19:00

～～21:30
首届中国医学创新首届中国医学创新CMIA大赛总决赛（博鳌亚洲论坛孔雀厅大赛总决赛（博鳌亚洲论坛孔雀厅1））

第四模块：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坛第四模块：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坛&QCC大赛大赛

时间时间 环节环节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4月月26日日 15:30

～～17:30
会前会（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会前会（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4月月26日日 19:00

～～22:05

开幕式及主论坛开幕式及主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课题研究型QCC展示

课题研究型QCC展示

中国医改成效与展望

中国医疗事业发展成就概况

国家患者安全报告和学习系统介绍

国际医疗品质与安全管理进展

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工作成效

4月月27日日 08:00

～～13:30

主论坛【国际专场】主论坛【国际专场】

（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国外经验分享

4月月27日日 14:30

～～15:30

主论坛【国内专场】主论坛【国内专场】

（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QCC全面、持续提升医院管理与服务质量中山模式解析

強化规范医院内部评价的成效与经验分享

应用QCC提升全国医院急诊服务质量的效果初探

4月月27日日 15:30

～～18:30
QCC大赛（大赛（12圈）（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圈）（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4月月28日日 08:30

～～16:00
QCC大赛（大赛（18圈）（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圈）（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4月月28日日 19:30

～～20:30
闭幕式闭幕式+颁奖颁奖（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第五模块：第五模块：21世纪医院院长论坛世纪医院院长论坛&中国医院管理奖评选中国医院管理奖评选

时间时间 环节环节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热点专场热点专场1

医院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及其发挥机制医院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及其发挥机制 医院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及其发挥机制



4月月26日日

14:00～～17:30

（东屿厅（东屿厅D））

热点专场热点专场2

百济创盈百济创盈：找准医院经济管理：找准医院经济管理“七寸七寸”

（闭门会）（闭门会）

圆桌圆桌讨论讨论（上）（上）：

医院经济管理变革与挑战

话题一：新形势下医院在经济运营管理中面临的变革与挑战是什么？

话题二：医院如何通过自身的经济运营管理，提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

可持续发展？

圆桌圆桌讨论讨论（下）（下）：：

找准医院经济管理“七寸”

话题一：医院经济管理的“七寸”是什么？如何把握？

话题二：医院经济管理如何设计组织架构、决策机制与风险控制？

中国医院管理奖中国医院管理奖8小组平行决赛小组平行决赛
质量组、学科组、科研组、信息化组质量组、学科组、科研组、信息化组

运营组、药学组、护理组、后勤组运营组、药学组、护理组、后勤组

17:40～～19:00 国际医疗精英交流会（闭门会）（云亭国宴厅）国际医疗精英交流会（闭门会）（云亭国宴厅）

4月月26日日

19:00～～21:00

热点专场热点专场3

院办主任院办主任：：2018想新想新 写新写新 说新说新

（东屿厅（东屿厅A））

圆桌讨论：院办主任如何把苦活儿干成事业

热点专场热点专场4

众说联盟：十八般武艺玩转医院传播众说联盟：十八般武艺玩转医院传播

（东屿厅（东屿厅 C））

医院传播新使命、新任务

医院传播团队建设与全院参与

新媒体、新策划、新运营

医院传播经典案例

改善医疗服务改善医疗服务1

药学部主任：药学部主任：  药学服务转型突围药学服务转型突围

（东屿厅（东屿厅D））

利用信息化手段个性化用药指导

医联体内医疗机构药学服务整合

药学服务的慢病管理模式

4月月27日日

08:30～～12:15

开幕式及主论坛开幕式及主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

健康界峰会开幕式

卓越医院的医疗创新使命、战略与实践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总动员

改善医疗服务改善医疗服务2

智慧医院内涵与外延

一体化智慧医疗服务

智能诊疗技术与诊疗管理



4月月27日日

14:00～～17:30

智慧医院扩容医疗服务能力智慧医院扩容医疗服务能力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B ））

智能影像识别

智慧健康管理

全院物联网管理

改善医疗服务改善医疗服务3

MDT前沿前沿:以患者为中心的以患者为中心的TEAM WORK时代时代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C））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案例分享

瑞金医院案例分享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案例分享

改善医疗服务改善医疗服务4

以质量效益为目标的医疗模式创新以质量效益为目标的医疗模式创新

（东屿厅（东屿厅B））

医联体间构建医疗服务一体化

围手术期的患者质量控制

急危重症体系建设与跨专科协作创新

日间服务开展与医联体资源利用

患者质量安全与快速康复

改善医疗服务（国际）改善医疗服务（国际）5

国际医疗服务模式创新与中国机会国际医疗服务模式创新与中国机会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B））

医疗服务的数字化-纽约长老会医院经验分享

顶级癌症照护服务之UPMC的协同模式

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

法国巴黎公立医院集团

法国驻华大使馆

改善医疗服务改善医疗服务6

患者安全与隐私保护患者安全与隐私保护 助推和谐医患助推和谐医患

（医务处处长专场）（医务处处长专场）

（博鳌亚洲论坛孔雀厅（博鳌亚洲论坛孔雀厅2））

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

患者隐私保护及相关法律问题

医院运营医院运营1

整合整合RBRVS和和DRGs构建精益绩效构建精益绩效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C ））

医院绩效评价与关键指标关系

绩效驱动的医院学科建设

医院全面绩效改革的实践 

构建绩效考核体系 提升医院精细化管理 

按病种付费下的绩效改革与成本管控

医院运营医院运营2

新形势下医院运营管理新模式新形势下医院运营管理新模式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D））

新形势下公立医院成本管理与风险管控

医院科学预算管理

成本核算与控制

效率提升路径



医院运营医院运营3

精细化管理：一分钱梦想精细化管理：一分钱梦想

（博鳌亚洲论坛凤凰厅（博鳌亚洲论坛凤凰厅1））

医院流程再造

运行成本控制

信息化助推成本管控

中国医院管理奖总决赛中国医院管理奖总决赛

（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后半场）（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后半场）

年度年度15强及年度金、银、铜大奖总决赛强及年度金、银、铜大奖总决赛

4月月27日日

19:00～～21:30

致敬攀登的力量：思想致敬攀登的力量：思想·健康健康·价值价值

——2018医健领袖汇医健领袖汇

（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

著名钢琴家孔祥东

央视原健康之路主持人钱婧

2018全国医院春晚秀获奖节目

中国医健领袖50人大型诗歌朗诵会

中国医院管理奖、致敬攀登的力量评选及中国医学创新大赛获得者颁奖

品茗品茗·悦读悦读——健康界悦读达人年度分享会健康界悦读达人年度分享会

4月月28日日

09:00～～12:15

改善医疗服务改善医疗服务7

全程全方位撬动患者满意度全程全方位撬动患者满意度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B））

你可能不知道的患者满意和不满意

后勤服务转型升级“新支点”

住院患者衣食住行由良到优

医院人文建设与医患沟通

志愿者服务与公益救助系统

改善医疗服务改善医疗服务8

健康浪潮催生健康浪潮催生护理服务新业态护理服务新业态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C））

健康中国呼唤护理服务业

医院护理管理转型

护理学科发展与创新

护理服务业的国际经验

护理人才培养

医院运营（国际）医院运营（国际）4

顶级医院国际化战略实践与模式融合顶级医院国际化战略实践与模式融合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B））

上半场：顶级医院的国际化战略实践

UPMC视角下的国际医疗合作

湘雅医院的国际化战略实践

华西医院的国际化战略实践

下半场：医疗运营模式的国际化融合

高质量产科和女性癌症照护服务线的建立

邵逸夫模式介绍

医院运营医院运营5

优势专科的规划与遴选

优势专科的资源配备与政策支持



优势专科锻造新起点与新模式优势专科锻造新起点与新模式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C））

临床诊疗能力持续提升

优势学科科研创新

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

医院运营医院运营6

医院供应链管理与医院供应链管理与金融金融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D））

新医改后医院供应链挑战

医院ERP与采购管理

基于信息化的医院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管理的金融解决方案

第六模块：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第六模块：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时间时间 环节环节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4月月27日日

13:30～～17:30

主论坛：共创健康红利主论坛：共创健康红利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厅（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厅

多功能厅）多功能厅）

“新医改成就巡礼”启动仪式

深化医改谋划健康中国未来

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划与构建

全球大健康产业走势解析

健康海南规划与乐城国际医疗畅想

健康中原五年关键期的图景与路径

美国顶级医院梅奥的大健康布局

中法医疗合作经验及前景

以色列的医疗投资（ Investment in Healthcare）

擘画医疗健康全产业链

高峰对话：健康目标公益性与健康产业经济性的融合路径

分论坛一（上半场）分论坛一（上半场）

健康中国与医药产业健康中国与医药产业

民族医药的创新与发展

跨国医药企业的本土化布局

高峰对话：健康中国与全球医药

分论坛一（下半场）分论坛一（下半场）

健康中国与供给新业态健康中国与供给新业态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厅多功能厅（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厅多功能厅A））

互联网重构医疗资源配置／商保的健康险时代

从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向健康服务体系转变

健康管理的入口与平台构建

高峰对话：产业创新浪潮



会议模块会议模块
费用标准费用标准

（单位：元（单位：元/人）人）

优惠政策及价格优惠政策及价格

（单位：元（单位：元/人）人）

3月前月前

报名缴费报名缴费

10人以上人以上

团体报名团体报名

2018博鳌博鳌·健康界峰会（全程）健康界峰会（全程） 3800 3200

4月月28日日

  09:00～～12:15

分论坛二分论坛二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城市楷模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城市楷模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厅多功能厅（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厅多功能厅B））

北京医改：医药分开周岁答卷

福建医改：医务人员薪酬制度迭代

上海医改： 用大数据给医院“画像”

协和样本：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探索

罗湖模式：打造三大“共同体”

高峰对话：城市医改的分级诊疗之痛

分论坛三分论坛三

县域医改新县域医改新路径路径与与新新榜样榜样（东屿岛大酒店万泉（东屿岛大酒店万泉

厅多功能厅厅多功能厅C））

广东：分级诊疗重在基层

山西：“县乡一体化”的改革突破

浙江长兴：真正读懂“双下沉两提升”

河北巨鹿：重调医务人员薪资与编制／江西新余：独立医疗机构落地

宁夏盐池：包干预付制出场

安徽天长：以医保基金为纽带的“天长医共体方案”

余庆县人民医院： 管放结合冲击波

高峰对话：县域发展的大健康时代机遇

第七模块：熵量汇第七模块：熵量汇——医健创新体验区医健创新体验区

熵量私享会：顶级人脉之约

参会机构自行定制专属洽谈间，与特邀嘉宾进行正式或非正式会谈

熵量汇——医健创新体验区

展位区、展示区、体验区

第二模块：中国社会办医大会第二模块：中国社会办医大会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熵量·医健投融资论坛 1800 1500

中国社会办医大会 1800 1500

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坛

&QCC大赛
1800 1500

中国医学创新峰会&大赛 1800 1500

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1800 1500

21世纪医院院长论坛

&中国医院管理奖评选
2800 2500

一、说明：一、说明：

1、以上费用包含参会、资料及会议期间用餐，交通与住宿请自理；

2、优惠政策不可叠加使用。

二、会议与住宿酒店二、会议与住宿酒店

1、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 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650元/750元）：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东屿岛远洋大道1

号。

2、（熵量私享会之闭门路演、中国社会办医大会、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会议地点）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博鳌亚洲论坛东屿
岛大酒店岛大酒店（550元/600元）：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东屿岛远洋大道2号。

（两处地点沿远洋大道步行（两处地点沿远洋大道步行400余米）。余米）。

三、温馨提示三、温馨提示

1、 报名参会时，请务必准确填写手机号码，会议注册及会议期间服务信息均以短信形式发送。

2、 会议酒店房间有限，如需预订，请务必于4月15日前付款，以保证入住会议酒店（如预订已满，将不再另行
安排，未提前交住宿费的房间不预留）；不接收超出会期（4月25日至28日）的住宿预订。

3、 如有其他原因不能参加本次会议，需提前一周通知（否则按所有费用的50%退款）。

4、 如有需(酒店)单独开具住宿费发票及其他特殊开具发票的要求，请提前联系说明。

5、 会议内容丰富，建议同单位派多位代表出席。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