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库邀请函 特殊

2018 年世界健康大会议程

主办单位：世界健康大会组委会

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2018 年 10 月 19 日：大会开幕及主题报告会

上午 地点：某某厅 发言人／主持

09:00-09:30 闭门会签到

09:30-11:30 闭门会 凭邀请函参加

11:30-12:00 博览会开幕式 凭邀请函参加

12:00-13:30 午餐会 凭邀请函参加

下午 地点：某某厅 主持：大会组委会

13:30-14:00 签到

14:00-14:40 领导致辞

大会组委会主席陈冯富珍

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

国家卫健委领导

大会智库代表武维华院士

14:40-15:20 企业健康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马云会长

15:20-16:00 信息技术带来医疗发展 Judy Faulkner

16:00-16:40 健康服务的协同与整合 Salman Rawaf 教授

16:40-17:20 未来医疗发展 Ada Yonath（2009 诺奖得主）

17:20-18:00 健康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陈竺院士

18:00-18:30

签约启动仪式

健康儿童管理系统（聚焦儿童白血病患者）上线仪式

浙商博爱基金项目启动

智库联系人：杨玉萍 手机 13564694265 电邮 yuping.yang@smidf.org.cn

mailto:yuping.yang@smidf.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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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0 日：平行论坛 A: 人类健康-未来医学以及医学会的作用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上海医学创新发展基金会、

哈佛大学医学院、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上 午 某某厅

08:00-08:30 签到 主持：李兰娟院士

08:30-09:00 医学会致辞 赵玉沛院士

09:00-09:40 科技创新在一带一路未来医学发展中的思考 詹启敏院士

09:40-10:20 医学会在医疗技术发展中的作用
横仓义武 Yoshiyake

Yokokura

茶 歇 主持：樊嘉院士

10:30-11:00 机器人技术在未来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杨广中院士（帝国理工）

11:00-11:30 未来医疗与医学教育及人才培养 Singh 院长（哈佛大学）

11:30-11:45 蛋白质芯片带来更好的健康 黄若磬（Emory 大学）

11:45-12:00 肿瘤早期筛查技术应用 Sven Skog（卡罗琳斯卡）

12:00-13:30 卫星会 凭邀请函参加

下 午 主持：沈岩院士

14:00-14:30 人工智能在未来医疗中的挑战和机遇 吴朝晖院士（浙大）

14:30-15:00 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的前程与挑战 王辰院士（协和）

15:00-15:30 现代技术在未来医疗中的转化和应用 企业家代表

15:30-15:45 茶 歇 主持：陈赛娟院士

15:45-16:45 嘉宾讨论 1–5 国医学会会长 郑树森院士+国际嘉宾 医学会代表

16:45-17:45
嘉宾讨论 2-2 位科学家+1 位院长+2 企业家

强伯勤院士、肖瑞平教授、王建安院长、
科学家与企业家对话

17:45-18:00 分论坛总结 饶克勤副会长

18:00-19:30 自助晚餐

论坛负责人：姜永茂 中华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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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会议 B+C：世界传统医药发展论坛暨第三届中国健康管

理产学研峰会

论坛时间：2018 年 10 月 20 日

论坛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301

专家学者：30人（政府官员、中、外院士、企业家、临床医学专家、国家千人计划科学

家）

参加人员：500 人

直播观众：5000 人

主办单位：世界传统医药发展论坛组委会；中国健康管理产学研联盟合作峰会组委会。

支持单位：寿仙谷；卫健科技；浙报传媒等。

世界传统医药发展论坛组委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浙江中医药

大学；浙商总会大健康委员会；浙江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

中国健康管理产学研联盟合作峰会组委会：中国健康管理产学研联盟；中国科学院北京

生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研究院；浙商总会大健康委员会；浙江省健康产

业联合会。

上午：首届世界传统医药发展论坛

主题：一带一路中的传统医药国际合作科技创新

上 午 301 主持：

08:00-08:30 签到

08:30-09:00 致辞

1.陈冯富珍 世界卫生组织

终身名誉总干事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

3.科技部国际司领导致辞

（拟）

4.哥伦比亚大使/公使致辞

（拟）

09:00-09:20

签约环节：

传统医药国际科技产业园落户富阳（拟）签约仪式

哥伦比亚大学与浙江中医药大学就传统医药教育合

作签约（拟）

传统医药健康产业地图及云平台签约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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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09:40 科技创新提升中医药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思考 张伯礼院士

09:40-09:55 西班牙对传统医药科研的支持政策
西班牙巴塞罗那加泰罗尼西

亚大区科技局局长

09:55-10:15 国际视野中的中医药科技创新 陈凯先院士

10:15-10:30 俄罗斯 204 号总统令对传统医药的促进作用

科佩利奥维奇·加林娜. 鲍里

索夫娜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谢

切诺夫第一医科大学传统医

学科学实践中心主任专家

10:30-10:45 中医药国际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 徐建光 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

10:45-11:00 传统医药在泰国的新进展
泰国卫生部辅助健康医疗厅

泰国卫生部中医管理局官员

11:00-11:15 针灸国际化进程与成果 方剑乔 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

11:15-11:30 国际中医药产业数字化地图构建 杨红飞 火石创造 CEO

11:30-11:45 中医药跨境科技合作的实践 寿仙谷

11:45-13:30 午 餐

备注：茶歇不安排特定时间，准备在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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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第三届中国健康管理产学研合作峰会

主题：创新健康管理实践 务实产业转化落地

下午 301 主持：邱大龙

13：30-14:00 签到

14:00-14:15
致辞

佘靖 中国健康管理产学研理

事长 卫生部原副部长兼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康乐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

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建华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

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

14:15-14:45
中国健康管理产学研合作转化项目启动介绍：

1、联盟+浙江卫健科技+美国梅奥诊所+浙江大学

2、欧亚医学联盟与中国健康管理联盟签约仪式

3、中科院生命科五个前沿项目发布中国健康管理产

学研联盟第三批专家委员聘书颁证

毛群安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

局长

14:45-15:10 中国健康管理产学研现状和展望 王占山 中国健康管理产学研

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15:35-16:00 待定
邹大挺 国家奖励办主任

或詹启敏 院士 北大副校长

或段树民院士

15:10-15:35
健康风险管理创新实践落地

林伟华 卫健科技 CEO

16:00-16:25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现况与展望 郭清 中国健康管理产学研

联盟副理事长兼学委会主委

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16:25-16:50 健康管理与健康保险融合发展 朱进元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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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

16:50-17:15 健康管理学科建设和发展 曾强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

分会主任委员

17:15-17:30 干细胞新技术应用及抗衰老 陈虎 全军基因与细胞治疗

中心主任

17:30-17:45 待定（预留，健康管理实践创新） 阿里健康

17:45-17:50 大会总结 杜兵 中国健康管理产学研

联盟副理事长

备注：茶歇准备，不安排特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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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0 日： 平行论坛 D: 分级诊疗与医院发展暨中国医院创新发展论坛
指导单位：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基层司、国家医保局、浙江省卫健委

主办单位：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上海医学创新发展基金会

上 午 某某厅

08:00-08:30 签到 主持：张振忠副会长

08:30-08:45 致辞 论坛主席、领导

08:45-09:15 分级诊疗下的医院发展 张宗久局长

09:15-09:45 分级诊疗在未来医疗中的机遇与挑战 葛延风

09:45-10:15 法国 DRGs（法国讲者） 张振忠副会长推荐

10:15-10:30 茶 歇 主持：医保局领导

10:30-11:00 上海分级诊疗的实践和思考 – 第六人民医院 陈方院长

11:00-11:20 上海分级诊疗的实践和思考-新华-崇明健康版医联体 孙锟院长

11:20-11:40 浙江分级诊疗的实践和思考 – 浙一医院 王伟林院长

11:40-12:00 浙江分级诊疗的实践和思考-邵逸夫医院 蔡秀军院长

12:00-13:30 卫星会 凭邀请函参加

下 午 主持：待定

14:00-14:30 题目待定 王兴鹏院长

14:30-15:00 题目待定（澳大利亚讲者） 张振忠副会长推荐

15:00-15:30 题目待定 李大川处长

15:30-15:45 茶 歇 主持：胡翊群副院长

15:45-16:15 现代医院管理 – 数据的力量 李为民院长

16:15-17:15 嘉宾讨论（5 位）于广军、郑宁、王树生、

17:15-17:30 分论坛总结 范先群书记

18:00-19:30 自助晚餐

论坛负责人：朱建征 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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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0 日：平行论坛 E: 健康管理 – 健康儿童管理模式探讨
指导单位：国家卫健委妇幼司、科技部社发司、浙江省卫健委

支持单位：中华医学会、上海健康医学院

主办单位：浙江省儿童医院、上海医疗质量研究中心

上 午 某某厅

08:00-08:30 签到 主持：舒强

08:30-08:45 致辞 论坛主席、领导（医院邀请）

08:45-09:05 国家对儿童临床医学中心的布局规划 科技部社发司（医院邀请）

09:05-09:25 《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解读 卫健委妇幼司（医院邀请）

09:25-09:45 儿童新生儿疾病筛查体系建设及管理模式 赵正言教授（医院邀请）

09:45-10:15 健康儿童以医疗质量为核心的信息系统 Judy Faulkner

10:15-10:25 茶 歇 主持：黄荷凤

10:25-10:45 四川儿童疾病分级诊疗试点实践经验分享 刘瀚旻

10:45-11:05 浙江儿童疾病分级诊疗试点实践经验分享 舒强（医院邀请）

11:05-11:25 重庆儿童疾病分级诊疗工作进展 李秋

11:25-11:45 广州儿童疾病分级诊疗工作进展

11:45-12:00 以医疗质量为核心同质化为目标的健康儿童管理模式启动式

12:00-13:30 卫星会 凭邀请函参加

下 午 下午主持：傅君芬/黄钢

13:30-14:00 医疗质量的同质化管理 Gareth Goodier

14:00-14:25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进展 乔杰院士（医院邀请）

14:25-14:50 新生儿重症肺动脉高压诊治技术进展 杜立中教授（医院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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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5:15 儿童肠道微生态研究进展 待定

15:15-15:40 儿童早期筛查与芯片技术 程京院士

15:40-15:50 茶 歇

15:50-16:10 题目待定 黄国英

16:10-17:00 健康儿童管理系统-医院和社区联动 社区代表每人 5 分钟

17:00-17:30 基层儿童医疗服务培训项目启动

18:00-19:30 自助晚餐

论坛负责人：舒强 浙江省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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