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博鳌•第六届健康界峰会——
中国社会办医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8博鳌•第六届健康界峰会——中国社会办医大会将于2018年04月在琼海召开。

会议内容

2018博鳌·健康界峰会

将健康融入所有
熵量·医健投融资论坛
中国社会办医大会
中国医学创新峰会&大赛
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坛&QCC大赛
21世纪医院院长论坛&中国医院管理奖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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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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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学术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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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合作：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 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
协办：中国管理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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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合作：吴阶平医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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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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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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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办医大会；
三、中国医学创新峰会暨CMIA大赛；四、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坛暨QCC大赛；五、21世纪医院院长论坛暨
中国医院管理奖评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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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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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博鳌·健康界峰会总日程（4月25~26日）

序号

模块名称

2018/4/25

2018/4/26

（星期三）

（星期四）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餐

晚上

熵量私享会之闭门路

一

熵量·医健投融资论坛

5场平行沙龙

主论坛

3场平行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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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圈子沙龙

主论坛上

主论坛下

中国医学创新大赛

——

——

会前会

——

——

四

五

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
坛&QCC大赛

21世纪医院院长论坛

国际精英

&中国医院管理评选

六

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论

演

1场圈子沙龙

交流会

开幕式及主论坛

4场平行圈子沙龙

8场小组赛

——

——

——

——

坛

七

熵量汇——医健创新体验区

医健创新展示体验与洽谈

2018博鳌·健康界峰会总日程（4月27~28日）

序
号

2018/4/27（星期五）

2018/4/28（星期六）

模块名称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一

熵量·医健投融资论坛

——

——

——

二

中国社会办医大会

——

——

——

下午

晚上

——

考察、合作

——

洽谈
三

首届中国医学创新峰会&大
赛

——

主论坛
四

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
坛&QCC大赛

（国际专
场）

21世纪医院院长论坛
五
&中国医院管理奖评选

峰会总开幕
式及主论坛

——

主论坛

——

——

医健领袖汇

（国内专场）

暨

QCC大赛（12

荣誉盛典

QCC大赛（18圈）

闭幕式+颁奖

圈）

6场平行分论坛
6场平行分论坛
1场总决赛

——
考察、合作
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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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论坛上

主论坛下

医健创新展示体验与洽谈

2018博鳌·健康界峰会各模块日程

第一模块：熵量·医健投融资论坛
4月25日 19:00～21:00 夜话
夜话1 政策红利：新兴医疗机构崛起（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A）
夜话2 寻找蓝海：大健康领域商机洞察（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B）
夜话3 智连健康：物联网（IOT）与大数据的产业想象（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C）
夜话4 共治未病：布局健康管理、慢病管理与疾病早筛（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D）
夜话5 创业私塾：决胜商海之引力波（博鳌亚洲论坛孔雀厅1）
4月26日 09:00～12:15 主论坛：行知新生态 重构服务力（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前半场）
4月26日 14:00～17:30 分论坛

——

分论坛1 巨浪袭人：医疗AI与大数据驶向何方（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A）
分论坛2 精准医疗：个性化健康时代的机遇（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B）
分论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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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月26日 19:00～21:30 熵量私享会之闭门路演（东屿岛大酒店海景会议厅）

第二模块：中国社会办医大会
4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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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6日 08:30～12:10 主论坛：革新再起航（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
4月26日 14:00～17:30 分论坛
分论坛1 投融资专场：回归价值投资 助力社会办医（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1）
分论坛2 智慧医疗专场：技术革新浪潮（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多功能厅2）
分论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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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模块：中国医学创新峰会&大赛
4月25日 19:30～22:00 圈子沙龙：科研处处长（博鳌亚洲论坛凤凰1）
4月26日 09:00～12:00 主论坛上：医学创新 点燃健康中国加速器（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后半场）
4月26日 14:00～17:30 主论坛下：医学创新 点燃健康中国加速器（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后半场）
4月26日 19:30～22:00 中国医学创新CMIA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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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C大赛
4月26日 15:30～17:30 会前会（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4月26日 19:00～22:05 开幕式及主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4月27日 08:00～12:40 主论坛【国际专场】（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4月27日 14:00～15:00 主论坛【国内专场】（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4月27日 15:00～18:00 QCC大赛（12圈）（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4月28日 08:30～16:00 QCC大赛（18圈）（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4月28日 19:30～20:30 闭幕式+颁奖（博鳌亚洲论坛东方演艺厅）

第五模块：21世纪医院院长论坛&中国医院管理奖评选
4月26日 14:00～17:30 圈子沙龙
圈子沙龙１——院办主任（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D）
4月26日 18:00～19:30 国际医疗精英 交流会（博鳌亚洲论坛云亭国宴厅）

4月26日 19:00～21:00 圈子沙龙系列
圈子沙龙２：党委书记（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A）
圈子沙龙３：医务处处长（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B）
圈子沙龙４：众说联盟（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C）
圈子沙龙５：药剂科主任（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D）

4月27日 08:30～12:00 总开幕式及主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
4月27日 14:00～17:30 分论坛
分论坛1 医改专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城市楷模（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A）
分论坛2 医改专场：现代医院管理制度铿锵落地（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B）
分论坛3 国际专场：国际医疗服务模式转型与创新（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C）
分论坛4 智慧医疗：物联网、大数据和AI的医疗贡献（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D）
分论坛5 MDT前沿：以患者为中心的TEAM WORK时代（博鳌亚洲论坛凤凰厅2）
分论坛6 新领导力：互联网中国引领新管理变革（博鳌亚洲论坛孔雀厅1）
4月27日 19:30～21:30 医健领袖汇暨荣誉盛典（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
4月28日 09:00～12:15 分论坛
分论坛7 医改专场：新形势下医院运营管理新模式（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A）
分论坛8 医改专场：县域医改 筑底健康中国（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B）
分论坛9 国际专场：顶级医院的国际化战略实践与模式融合（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C）
分论坛10 最佳雇主：从满意到激励 医院人力发展新引擎（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厅D）
分论坛11 新价值链：从信息管理到金融杠杆（博鳌亚洲论坛凤凰厅2）
分论坛12 绩效前沿：整合RBRVS和DRG 构建精益绩效（博鳌亚洲论坛孔雀厅1）

中国医院管理奖评选
4月26日 14:00～17:30 8小组平行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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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鳌亚洲论坛孔雀厅1、孔雀厅2、孔雀厅3、凤凰厅1、凤凰厅4、天鹅厅1、天鹅2、天鹅厅4）
4月27日 14:00～17:30 总决赛:年度15强及年度金、银、铜大奖
（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后半场）
4月27日 19:30～21:30 医健领袖汇暨荣誉盛典（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

第六模块：健康中国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4月27日 14:00～17:30 主论坛上:区域卫生规划与健康城市猜想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厅多功能厅）
4月28日 09:00～12:15 主论坛下:城市慢病管理
（东屿岛大酒店万泉厅多功能厅）

第七模块：熵量汇——医健创新体验区
熵量私享会：顶级人脉之约
10位顶级投资人、10位知名企业家、10名医院掌门人的专属洽谈会
熵量汇——医健创新体验区
国际区、海南区、AI与大数据区、精准医疗区、制药区、器械区、
医疗与健康管理区、综合区

会议门票
优惠政策及价格
费用标准
会议模块

（单位：元/人）

（单位：元/人）
3月前

10人以上

报名缴费

团体报名

2018博鳌·健康界峰会（全程）

3800

3200

熵量·医健投融资论坛

1800

1500

中国社会办医大会

18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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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

2500

国际医疗质量与安全高峰论坛
&QCC大赛

21世纪医院院长论坛
&中国医院管理奖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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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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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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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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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