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８ 中国社会办医大会日程
会议地点：海南博鳌东屿岛酒店万泉厅（海南省琼海市远洋大
道 2 号）
会议时间：2018 年 4 月 25——26 日
会议交通信息：
乘坐飞机的参会嘉宾最佳选择是直接坐飞机到琼海博鳌机场，
再搭乘免费的机场巴士，方便快捷。
如没有直飞琼海博鳌机场的航班，请从全国各地机场到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出站后乘坐会议接站大巴。或按照到达厅的指引牌，
步行到达美兰火车站（大概 3 分钟），从美兰站乘坐环岛高铁到博
鳌站（大概需要 35 分钟）下车。
乘坐高铁/动车的参会嘉宾请乘车到海口东高铁站后，可直接换
乘环岛高铁继续从海口东乘车至博鳌站。
温馨提示：2018 年 4 月 25 日，2018 博鳌·健康界峰会会务组
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和博鳌高站提供接站服务，在机场和车站的出
站口大厅可以看到接站人员和接站指示牌。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站时间表： 10：00 ~ 22：00 之间，每 1
小时整点发车。
博鳌车站接站时间表：11：00 ~ 22：00 之间，每 2 小时整点
发车（后期根据报名情况会适时调整接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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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论坛：革新再起航（4 月 26 日 8:30—12:30）
时间

主要内容

拟邀嘉宾

08:30-08:35 主持嘉宾开场

赵书贵（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驻会副会
长）

08:35-08:40 主办单位领导致欢迎词

郝德明（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

08:40-08:45 主办单位领导致欢迎词
08:45-08:50 主办单位领导致辞

赵 红（健康界传媒总编辑）
海南省卫生计生委领导

08:50-08:55 协会名誉会长致辞

李兰娟（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名誉会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08:55-09:00 领导讲话

殷大奎（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顾问、原卫
生部副部长）

09:00-09:05
09:05-09:25
09:25-09:30
09:30-09:35
09:35-09:40
09:40-10:00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10

领导讲话

海南省政府有关领导

支持社会办医 发展健康产业

梁万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司长）

领导致辞

孙志诚（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

领导致辞

张玉中（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

领导致辞

薛晓林（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改革开放 40 年：社会办医再思考

李少冬（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台湾社会办医的实践与思考

朱益宏（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理事长）

非公医疗产业升级的挑战与应对

陈奕琪（GE 非公医疗事业部总经理）

双评介绍及颁奖——宣布全国首批社会
协会领导及 20 家参评医院代表
信用服务能力医院评价结果、授证颁牌
主持嘉宾：桂克全（健康界传媒执行总编）

11:10-11:30 社会办医的经验体会
11:30-11:50

路 阳（陆道培医疗集团首席执行官）

危机的馈赠：危机中转型并实现规范化管
理和规模化发展的经验

王世宾（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山
东市立医院控股集团董事长）

主持嘉宾：
闫东方（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上
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对话嘉宾：
王为（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副总裁）
陈旺枝（东莞康华医院董事长）
郭 斌（东北国际医院总经理）
李方军（安徽和天医疗集团董事长）
陆文佐（上海杨思医院院长）
沈法荣（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院长）

高峰对话
问计永续经营：

11:50-12:30 话题 1：
社会办医由多到强密码
话题 2：
多元化社会办医格局畅想

12:30—13:30 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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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一：投融资专场—回归价值投资助力社会办医（13:30—17:30）
参会人员：医疗上市公司、医院、产业投资/PE 机构、证券/法务/金融从业者
主持嘉宾：韩 涛（中金智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时间

主要内容

拟邀嘉宾

13:30—14:00

大健康产业的生态构建

俞 熔（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董事长）

14:00—14:25

医疗资产证券化的时机与路径

李 响（中金公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

14:25—14:50

医疗及健康服务业投资新趋势

郑玉芬（约印医疗基金 CEO 兼管理合
伙人）

14:50—15:15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下的提效、赋能、增
刘效杰（上海威泰医疗总经理）
收、节支解决方案

15:15—15:40

深耕健康管理 抢滩亿万蓝海

赵松青（北京益医移动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

15:40—16:05

一带一路 跨国投资

王重光（绿叶医疗集团首席执行官）

16:05—16:30

海南省肿瘤医院投资及运营实践

蒋会成（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董事
长、海南省肿瘤医院理事长）

高峰对话：
投资良善 永续经营
16:30—17:30

话题 1：
投资硬实力与医疗软着陆；
话题 2：
并购整合管理与退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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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易 琳（德福资本副总裁）
对话嘉宾：
单俊葆（中金智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
林 盛（弘毅资本董事总经理）
王 为（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副总
裁 ）
张建斌（IDG 资本中国基金负责人）

分论坛二：智慧医疗专场—技术革新浪潮（13:30—17:30）
参会人员：医院信息、医务、药剂、护理、行政等部门从业者以及信息服务提供商
主持嘉宾：郭源生（工信部电子元器件中心总工程师）

时间

主要内容

拟邀嘉宾

13:30—13:50

健康大数据与信息共享展望

张学高（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
心主任）

13:50—14:10

医院信息化迭代趋势与生态模式建设

马黎汉（武汉市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会长）

14:10—14:30

智能医疗体系整体解决方案

宋

14:30—14:50

医院管理、智慧医疗与大健康城发展 郭守仁（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名誉
新模式
理事长）

14:50—15:10

医协体：大专科大协作助力分级诊疗

赵晓冬（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信
息中心医协体技术主管）

15:10—15:30

DRG 时代的非公信息化建设应对思考

李海玲（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
会长、河北燕达医院院长）

15:30—15:50

多元医疗云服务
——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探索

徐伟民（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教授）

15:50—16:10

物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手卫生依从性 史皆然 [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
智能提醒系统”
学）西京医院 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

16:10—16:30

大象善舞——非公医疗集团管控之路

高峰对话
智能应用 运筹未来

16:30—17:30

话题 1：
医疗信息化改造：成本与效率；
话题 2
医疗信息化创新与联网安全；
话题 3
区域共享与非公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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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百洋医药集团总裁）

赵翊（用友医疗资深咨询顾问）
主持嘉宾:
龙 虎（四川省卫生信息学会会长）
对话嘉宾：
傅 罡（中国疾控中心信息安全办公
室主任）
李安民 （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王 畅（IHE China 副理事长）
潘艺琼（锐珂医疗大中华区医疗 IT 事
业部总经理）
刘 洪（IBM 医疗卫生行业总经理）

分论坛三：学科与品牌专场—集聚发展势能（13:30—17:30）
参会人员：医院管理者、学科带头人、医生集团创始人等
主持嘉宾：黄卫东（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新疆佳音集团董事长）

时间

主要内容

拟邀嘉宾

13：30—13:50 非公立医院学科发展战略

潘红（泰禾医疗总经理）

13:50—14:10

强院之本：慈铭博鳌国际医院共享医疗的探
索

胡波（协会常务理事、慈铭韩博士医疗服
务创新平台负责人）

14:10—14:30

医生集团——医生自由执业的新业态

冯晓源（中国非公医协医生集团分会筹建
负责人、复旦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14:30—14:50

让人人享有和睦家式的医疗—以人为本医疗
服务理念赋能品牌价值

孙迪（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助理及市场销
售总监）

14:50—15:10

全球医疗制度与医务管理的新趋势

邱文达（台湾卫生福利部原部长）

15:10—15:30

争星创优、塑造品牌医院打造优势突出的“标
签化”明星医院

王玉林（深圳龙城医院院长）

15:30—15:50

口腔医疗发展的创新之路

朱丽雅（美维口腔联合创始人）

15:50—16:10

创新健康管理人才培训模式助力健康中国

刘军保（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常务
副院长，海南科学养生协会副会长）

16:10—16:30

民营医院的建设和运营

Peter Richard（英国英慈医疗(IHG)首席
咨询师）

高峰对话：
夯实基层党建 增强医院发展动力

16:30—17:30

话题 1：
非公立医疗机构建立党组织的必要性；
话题 2：
党员如何在非公立医疗机构中发挥两个作
用；
话题 3：
党建工作对医院运营整体价值助力提升的经
验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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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郭齐祥 教授/主任医师（中国非公立
医疗机构协会）
对话嘉宾：
赵锡银（协会医院管理分会副会长、北京
非公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世宾（协会副会长、山东市立医院控股
集团董事长）
徐大勇（协会副会长、武汉市普仁医院院
长 ）
肖正权（协会副会长、北京北亚骨科医院
院长）
王玉林（协会基层医疗分会会长、深圳市
民营医院联合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