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中国社会办医与医院管理高峰论坛

开放融通 变革创新

一．会议背景

变革创新，无疑是当今时代的关键词。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

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

滚向前。”“当今世界，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医疗健康领域莫不如此。

回望过去，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眺望未来，我们仍需不断跋山涉水。

怎样变革？大方向早已明确——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语言表述简单，行动内涵丰富。摆在你我面前的变革创新任务千头万绪：提供多

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推动医院管理规范化、精细化和

科学化；促进规范化诊疗，持续改进医疗质量与安全；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

显然，医院管理、医健生态、学科建设、服务模式、科技创新等都是亟待适

时而变的重点。行动的过程中，汇聚行业智慧至关重要。素来注重与时俱进的北

京大学国际医院，联合友好机构联合策划此次论坛，聚焦医疗健康领域的变革创

新思维和路径。现邀约志同道合的磅礴力量彼此启迪，探索答案，随后风雨同舟，

携手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二．会议安排

会议时间：2018 年 8 月 24 日--26 日

会议地点：北京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

会议规模：1500 人

签到注册：8月 24 日 12：00--14：00

8 月 25 日 08：00--17：00



议 程：

8 月 24 日（星期五）会前会

环节名称 时间 演讲主题 拟邀嘉宾

【标杆课堂】

主持嘉宾：冯岚（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副院长）

13:00-15:00 医师组模式/绩效管理
刘 鹏（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

刘智纲 （厦门清华长庚医院总经理）

15:00-17:00 运营管理/能力建设交流培训
程永忠（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吴 昊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运营部主任）

【圈子夜话 1】

主持人：王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助理、医务处处长）

19:00-21:00

医务处处长专场： 演讲 1：修炼三种内功和谐医患（医务处处长李志远）

医疗质量与安全新攻略
演讲 2：以服务管理助推医疗质量和安全（北大国际医

院医务处处长刘宇）

圆桌讨论：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的点与面

【圈子夜话 2】

主持人：陈航（北京地坛医院党委书记）

19:00-21:00

党院办主任专场：
演讲 1：借力资源创新医院活动（北大国际医院院办主

任王磊）

全能型院办主任养成记 点评嘉宾：张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演讲 2：院办主任要有“六个新”（华西医院院办主任

徐才刚）

点评嘉宾：刘洋（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党委书记）

圆桌讨论：院办工作中的智与巧

【圈子夜话 3】

主持人：桂克全（健康界传媒总编辑）

19:00-21:00

医院宣传人专场：
演讲 1：医疗服务与品牌建设（北大国际医院公关部主

任续岩）

医院品牌建设与管理
演讲 2：和睦家医院品牌的创新之道(北京和睦家医院院

长助理及市场销售总监 孙迪）

演讲 3：媒体人眼中的医院品牌宣传（生命时报副社长

丁文君）

圆桌讨论：医院品牌宣传的情与商

8月 25 日（星期六）

环节名称 时间 演讲主题 拟邀请嘉宾

开幕式

主持嘉宾：陈仲强（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

09:05-09:10 领导致词 韩启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09:05-09:10 主办方致词 刘 谦（中国医院协会会长）

09:10-09:15 主办方致词 生玉海（北大方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09:15-09:20 主办方致词 赵 红（健康界传媒总裁）

主论坛

主持嘉宾：刘远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09:20-09:40
构建 PCIC 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战略

思考
梁万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司长）

09:40-10:00 新医改时代的分级诊疗建设 雷海潮（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10:00-10:20 医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路径探索 王 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

10:20-10:40 现代医院管理优化与创新 詹启敏（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10:40-11:00 洞察医疗服务市场化创新 王发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会长）

11:00-11:20 整合医疗实践经验分享
Michael Nochomovitz MD（纽约长老会医院（NYP）前首

任高级副总裁、首席临床整合与网络发展官员）

11:20-11:40 “互联网+医疗健康”如何脱虚向实 常 佳（腾讯医疗总经理）

11:40-12:00 医疗集团的现在与未来 宋金松（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CEO）

12:00-12:20 社会办医呼唤战略耐心 陈仲强（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

分论坛 1

主持嘉宾：辛友青（北京友谊医院执行院长）

13:30-14:00 现代医院领导力升级密码 潘义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14:00-14:30 做精管理，用准资源 彭明强（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党委常委）

14:30-15:00
重新思考“院长职业化” 廖锡尧（香港医院管理局原总监、美国医疗管理学院终

身院士）

15:00-15:30 精益管理与临床实践分享 董军（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

15:30-16:00 智慧医疗建设与服务创新 顾建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16:00-16:30 国际视野的医院管理智慧 李碧菁（和睦家医疗集团总裁）

16:30-17:20

高峰对话：

论坛主持人及演讲嘉宾
现代医院精益化管理与创新

1.标准化管理的协同与效率

2.管理流程优化的成本控制

分论坛 2

主持嘉宾：杨雪松（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副院长）

13:30-14:00 专科联盟建设的“天坛标准” 王拥军（北京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

14:00-14:30 多学科战略协同与个性化学科建设 张抒扬（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

14:30-15:00 MDT 诊疗模式发展的管理智慧 杨雪松（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副院长）

15:00-15:30 读懂民营医院学科建设恒量和变量 伍冀湘（中美医疗集团院长）

15:30-16:00 激活集团优势提升学科实力 朱正宏（泰康拜博口腔医疗集团首席执行官）

16:00-17:00

高峰对话：

论坛主持人及演讲嘉宾
学科建设图强密码

1.公立与民营医院差异化竞争路径

2.公立与民营医院学科合作可能性

分论坛 3

主持嘉宾：孙建（北大医疗产业集团副总裁）

13:30-13:55 医疗行业的投资机会与挑战 施国敏（华盖资本董事总经理）

13:55-14:20 医疗投资如何寻找高质量标的 任甄华（北大医疗产业集团副总裁）



14:20-14:45
民营医院管理如何助力学科建设与人才

培养
张阳（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董事长）

14:45-15:10 路在何方-中国医生集团发展之道 刘智立（北京北医泰然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15:10-15:35
新形势下社会办医机构如何实现跨越式

发展
顾国明（北大医疗鲁中医院院长）

15:35-16:00 医疗企业上市方式与地点的选择智慧 李 响（ 中金公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

16:00-17:00

高峰对话：社会资本办医的投管退之道

论坛主持人及演讲嘉宾

1.社会资本办医由量变到质变的几个要

点

2.如何破解社会资本在标的选择、投后

管理难、退出途径等方面的难题

【圈子夜话 4】

主持人：吴昊（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运营部主任）

19:00-21:00

运营部主任专场：
演讲 1：精细化管理缩短术前平均住院日（北医三院运

营部主任）

医院运营管理新思维
演讲 2：构建多部门全方位单病管理模式（华西医院运

营部主任）

圆桌讨论：医院精益化运营管理的谋与略

【圈子夜话 5】

主持人：邓江波（北大国际医院人力资源部主任）

19:00-21:00

人力资源专场：

演讲 1.医院人才队伍建设要点与体会（原浙江大学邵逸

夫医院院长助理、人事部主任、浙江大学明州医院院长

郭杏雅）

医院搭班子与建队伍
演讲 2.医院人才培训体系的搭建与实施（北京大学国际

医院副院长冯岚）

圆桌讨论:社会资本所办医院如何吸引人才和保留人才

8月 26 日（星期日）

环节名称 时间 演讲主题 拟邀请嘉宾

分论坛 4

主持嘉宾： 刘洋（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党委书记）

09:00-09:25 解读改善医疗服务新三年计划 王 毅（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资源处处长）

09:25-09:50 国际顶级医疗机构服务理念和内涵
Caroline Mascarenhas（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运营副院

长）

09:50-10:15 未来医院诊疗流程和诊疗行为的变革 秦环龙（同济大学上海第十人民医院院长）

10:15-10:40 日间医疗服务转型升级要略 程南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

10:40-11:05 一站式全程辅助医疗服务模式 王晋豫（北大国际医院门诊部、特需/国际医疗部主任）

11:05-11:30 打造以爱为主题的医疗服务创新 王 东（爱康集团董事长）

11:30-12:30

高峰对话：

论坛主持人及演讲嘉宾
创造更好患者体验的中外经验

1. 医疗质量与医疗效率再平

2.患者体验可衡量路径探索

分论坛 5 主持嘉宾：刘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疗工交叉创新研究院院长）



09:00-09:30 电子病历系统应用现状与规范标准
舒 婷（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信息标准部主

任）

09:30-10:00
探索医疗 AI 从“智变”到“质变”的新

路径

李 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 ）

10:00-10:30 唤醒大数据：驱动医学研究与服务 于广军（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

10:30-11:00 畅想物联网的医疗应用场景
李晓康（西京医院院长）；王以朋（协和）；王振常（北

京友谊医院副院长）

11:00-11:30 打造基于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疗平台 邰从越（心医国际创始人）

11:30-12:10

高峰对话：

论坛主持人及演讲嘉宾
信息医疗服务改革

1.信息医疗服务迭代空间

2.临床实践智能化

分论坛 6

主持嘉宾：王 昱（北大医疗健康管理中心总经理）

09:00-09:30 新形势下健康管理中心的转型发展模式曾 强（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主任委员）

09:30-10:00 健康体检质量控制模式探讨 张静波（北京市体检中心\体检质控中心主任）

10:00-10:30 健康管理全科医学服务模式探索 迟春花（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系主任）

10:30-11:00 健康管理大数据应用研究平台构建思考张露霞（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11:00-11:30 北医三院整体运动管理模式 王鹏（北医三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11:30-12:00 高端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实践与探索 王昱（北大医疗健康管理中心总经理）

参观 14:00-15:00 北大国际医院

三．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健康界传媒（北京华媒康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

协办单位：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社会办医分会

北大医疗怡健殿健康管理中心

战略合作：北京北医医药有限公司

媒体合作： 健康界、健康点、搜狐健康、财新、南方都市报、39 健康、澎湃英

文版等。



四．参会办法

报名通道：可登入健康界官网及论坛会务通及 H5 报名通道（可拨打会务咨询电

话）

参会报名费:

1. 单人票：980 元/人，含注册费，会刊资料、含 24 日晚餐、25 日中餐、25 日

晚餐。

2. 10 人以上团体票：800 元/人，含注册费，会刊资料、含 24 日晚餐、25 日中

餐、25 日晚餐。

3. 30 人以上团体票：700 元/人，含注册费，会刊资料、含 24 日晚餐、25 日中

餐、25 日晚餐。

4. 套票 A类：1780 元/人，含注册费，会刊资料、含 24 日晚餐、25 日中餐、25

日晚餐，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一晚（含早）

5. 套票 B类：2580 元/人，含注册费，会刊资料、含 24 日晚餐、25 日中餐、25

日晚餐，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两晚（含早）

五．会务联系人

会务咨询：

王欣桐 15201374989

张欢欢 18612745812

商务合作：

赵 静 15210260179

媒体合作：

王欣桐 15201374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