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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论坛会议日程

开幕式 09:00-10:00

时间：2020 年 10 月 23 日
时间

09:10-09:20

09:40-10:00

演讲嘉宾
刘

学术致辞

09:20-09:35

09:35-09:40

地点：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

内容

09:00-09:10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开幕式

主持嘉宾

谦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会长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领导

战略签约

中国医院协会 - 阿里巴巴战略签约仪式

信息发布

发布内容：
1.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质量安全管理团体标准（第六批）
2. 涉及人的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指南（2020）
中国医院协会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管理专家库
3. 中国医院发展报告（2008-2018）蓝皮书
4.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防控管理评估工作实施
发布人：
方来英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提
案委员会委员
李林康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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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
龙 斌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主论坛会议日程

主论坛 10:00-12:00

时间：2020 年 10 月 23 日
时间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开幕式

地点：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

内容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10:00-10:20

主诊医师负责
制：医院管理
的重要方向

王 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
医院协会副会长、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院校长

10:20-10:40

传染病防控与
医疗救治

李兰娟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

10:40-11:00

中国医疗质量
和技术能力发
展报告（2019）

郭燕红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

医院平台战略
与跨越发展

王建业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北京医院原院长

弘扬伟大抗疫
精神，加快疫
后重振高质量
发展

胡

中国医院协会
医院感染防控
管理评估

方来英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委员会委员

方来英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全国政
协委员、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
委员
黄祖瑚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江苏省
医院协会会长

主旨演讲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4:00

马伟杭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级
巡视员、浙江省医院协会会长
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

午餐 &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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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平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上海市
医院协会会长

主论坛会议日程

主论坛 14:00-17:30

时间：2020 年 10 月 23 日
时 间

内

14:00-14:30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开幕式

地点：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
容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公立医院转型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李卫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院长

14:30-15:00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机制

蔡秀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院长

唐金海
中国医院协会 副会长、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
书记、南京医科大学 副校长

15:00-15:30

大型医院绩效考核实践

金昌晓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党委书记

15:30-16:00

现代医院信息化管理与质量提升
（暂定）

赵

俊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16:00-16:30

绩效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邬

巍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副院长

16:30-17:00

大型公立医院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王建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党委书记

17:00-17:30

圆桌对话
主 持 人：韩光曙
对话嘉宾：王 平
刘丽华
何 强
王静成
陈 虹

潘义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党委书记
耿庆山
广东省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田家政
中国医院协会秘书长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院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医院协会标准化专委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
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中国医院协会地（市）级医院分会主任委员、苏北人民医院医疗集团理事长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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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日程

10 月 22 日

会前会一

DRG 支付改革与绩效管理
支持单位：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30-13:40

学术致辞

中国医院协会领导

13:40-14:00

DRG 的应用实践与思考

樊 嘉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14:00-14:30

政策解读 / 分享

郑 杰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主任、国家医保 DRG
付费技术指导组组长

14:30-14:50

DRG 改革下，新型信息化与财务管理模式

闫 勇
北京世纪坛医院 副院长

14:50-15:10

基于 DRG 医院绩效评价与管理

高敬龙
陕西省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15:10-15:30

DRG 助力医院管理创新

陈卫平
无锡市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15:30-15:50

DRG 在医疗管理中的应用

孙 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党 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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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唐金海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南
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南京医科大学
副校长记
胡三元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院长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

辉 甘肃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陈

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副院长

查文章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段广军 贵州省铜仁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
刘吉祥 邯郸市第一医院 党委书记
尚进平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党委书记
苏永超 邯郸市第一医院 主任
15:50-18:00

讨论 / 对话

汪

健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党委书记

王培安 徐州市中心医院 院长
王

东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徐

博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院长

夏

红 湘潭中心医院 党委书记

左

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副院长

张进夫 安阳市中医院 党委书记
张 刚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医务部主任
张文涛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办公室主任
曾建平 湘潭中心医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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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光曙
南京大学医学院
附属鼓楼医院院长

论坛日程

10 月 22 日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医院运行管理

会前会二

分论坛主席

平战结合 聚力创新 提质增效

支持单位：辉瑞普强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唐金海 中国医院协会 副会长、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南京医
科大学 副校长
李海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院长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时间

演讲题目

14:00-14:10

致辞

14:10-14:30

疫情防控双轨制运营的华西实践和探索

14:30-14:50

新形势下医院运营创新经验分享

闫 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副院长

14:50-15:10

当 DRG 遇到临床路径

陆 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副院长

15:10-15:30

医院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孙 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党委副书记

专题讨论：
话题一：后疫情时期医院在经济运营管理中面临的
变革与挑战是什么？
15:30-18:00

话题二：医院如何通过自身的经济运营管理提质增
效实现可持续发展？
话题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院与公卫如何更
好协同的思与变

唐金海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
程永忠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党委副书记

谢 文
张 强
张明林
高敬龙
袁 勇
蔡 辉
张 伟
冯革奇
章成国
姚 辉
周 纯
陈 翔
陈志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党委副书记
青海省人民医院 院长
马鞍山市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
陕西省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中山市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
甘肃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深圳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
武汉市中心医院 副院长、总会计师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
南京脑科医院 副院长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东阳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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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金海
中国医院协会 副会长、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
南京医科大学 副校长

孙亦晖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副院长
李海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院长
刘岳鸿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哈尔滨市
第一医院 副院长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论坛日程

10 月 23 日

卓越管理 创新实践

菁英沙龙

支持单位：三生制药集团
分论坛主席

赵 俊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院长

时 间

内

18:30-18:35

容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学术致辞

田家政
中国医院协会 秘书长

赵 俊

18:35-18:55

后疫情下的医院质量管理

鲁 翔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院长

赵 俊

18:55-19:15

创新推动医学发展

蔡秀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院长

赵 越

19:20-19:40

坚持生命至上的应急医院建设和新冠肺
炎防控

李观明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副院长

19:40-20:00

疫情防控新常态，医疗管理新挑战

王 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院长

李荣山
山西省人民医院 院长
夏家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副院长

20:05-20:25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医院院感防控

阎 雪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副院长

王海峰

20:25-20:45

DRGs 支付来临前的医务管理

应娇茜
中日友好医院 医务处负责人

苟建军

20:45-21:25

医务热点面对面

景抗震 南京鼓楼医院 医务处处长
吴剑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医务处处长
沈 波 湖北省人民医院 医疗部部长
段降龙 陕西省人民医院 医务处处长

21:25-21:30

会议总结

赵 俊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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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院长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院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副院长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陈

彤

北京医院 医务处处长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一

现代医院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协办单位：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支持单位：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
唐金海 中国医院协会 副会长、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
南京医科大学 副校长

分论坛主席

王建业 中国医院协会 副会长、卫生部北京医院 原院长
时 间

内

容

演讲嘉宾

08:30-08:35

大会主席致辞

唐金海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
南京医科大学 副校长

08:35-08:40

大会主席致辞

王建业 卫生部北京医院 原院长

08:40-08:45

企业领导致辞

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领导

08:45-09:10

《大数据 DRG 付费下医院药事管理的思考》

袁向东
广东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09:10-09:35

分层分级分流的应急救治体系

孙 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党委副书记

09:35-10:00

苟建军
后疫情时代大型公立医院发展的“变”与“不变”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

10:00-10:25

三引领四防线夯实医院公卫能力建设

肖宏韬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附属醴陵中医院 党委书记

10:25-10:50

智慧医疗的实践与创新

王美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

10:50-11:15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医院运营管理

袁 勇
中山市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11:15-11:40

DRG 在医院精细化管理中的应用

王 莉
四川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11:40-12:05

综合医院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建设实践思考

刘 云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12:05-12:10

会议总结

王伟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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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王昆华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王伟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院长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二

医院感染防控体系的建设

协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分论坛主席
时间

支持单位：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建军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党委书记
刘 云 江苏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陈晓虎 江苏省中医院 副院长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08:30-08:40

学术致辞

刘 云
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08:40-08:50

学术致辞

08:50-09:10

新冠肺炎防控救治策略及思考

09:10-09:30

华美抗疫 , 实践与思考

09:30-09:50

演讲题目：

09:50-10:10

医院感染防控体系建设

刘 云
江苏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李兰娟
中国工程院 院士
马伟杭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一级巡视员、浙江省医院协会 会长
叶红华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副院长
付 强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王 莉
四川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10:10-10:30

后疫情时代医院管理模式

王海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副院长

10:30-10:50

高峰对话

王卫华 武汉市中心医院 党委书记
茅月存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副院长
金 锋 山东省胸科医院 副院长

10:50-11:10

后疫情时代：学科建设与担当

11:10-11:30

重大疫情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应急管理

11:30-11:50

综合性定点救治医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体系建设

11:55-12:00

会议总结

12:00-12:05

会议总结

黄英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副院长
吴国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副院长
王昆华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陈晓虎
江苏省中医院 副院长
郑建军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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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军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党委书记

刘 云
江苏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陈晓虎
江苏省中医院 副院长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三

患者安全 : 系统改进 持续优化

协办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分论坛主席

支持单位：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韩光曙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院长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08:30-09:00

学术致辞

韩光曙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院长

09:00-09:30

项目管理提升医疗质量和安全

潘宏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副院长

09:30-10:00

待定

于成功
南京鼓楼医院 副院长

10:00-10:30

患者安全零伤害思考

肖明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

10:30-11:00

构建人人参与的患者安全体系

王 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院长

11:00-11:30

提升治理效能 保障患者安全

杨 薇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副院长

主题对话
11:30-12:00

对话主题待定

王 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院长
王晓东 江苏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马朝群 江苏省中医院 副院长
苏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00

会议小结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7

徐道亮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李小民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于成功
南京鼓楼医院 副院长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四

医共体医院高质量发展
支持单位：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论坛主席
时间

刘济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
演讲题目

8:30-8:35

大会主席致辞

8:35-9:00

演讲嘉宾
刘济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

主持嘉宾

医联体与医共体的有机结合

杨立新
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9:00-9:25

大学附属医院医共体发展思路

刘 罡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刘济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
王 莉
四川省人民医院副 院长

9:25-9:50

医共体建设中的学科建设

宋 超
安宁市医共体 院长

9:50-10:15

医共体建设实操和问题

楼晓昉
东阳市医共体管理中心 办公室主任

10:15-10:40

风景这边好

吴晓华
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 院长

10:40-11:05

院府合作医联体助力区域性高质量
慢病管理

熊亚晴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老年医院 副院长

11:05-11:30

医共体建设与思路

何宇生
成都新都区卫健局 局长

11:30-11:50

专题研讨：医共体建设实践与思考

杨立新 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刘 罡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宋 超 安宁市医共体 院长
楼晓昉 东阳市医共体管理中心 办公室主任

11:50-12:00

会议小结：

刘济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
18

刘 罡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宁建文
浙江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安吉分院 院长

刘济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
宁建文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吉分院 院长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五

重点学科与优势学科群建设

协办单位：甘肃省医院协会

支持单位：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分论坛主席

余勤
甘肃省医院协会会长，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原院长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8:30-8:40

学术致辞

刘福东
中国医院协会 副秘书长

8：40-9：10

明确发展方向，提升医院水平

任 勇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院长

9：10-9：40

加强五大中心建设，促力优势学科快
速发展

汤永红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院长

9：40-10：10

加速学科中心化 助推医院大转型

钟 森
十堰市人民医院 院长

10：10-10：40

学科建设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王 莉
四川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10：40-11：10

中山六院胃肠大学科建设之路

吴小剑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副院长

11：10-11：40

医教研协同破局：学科交叉融合

赵长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党委书记

专题研讨

候旭敏 上海胸科医院 副院长
潘曙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副院长
杨 薇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副院长
叶红华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副院长
陈 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副院长
张红光 镇江市医疗集团 副院长
李 强 本溪医疗中心 副院长

11：40-12：00

主持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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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庆山
广东省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陈卫红
湖南省医院协会 会长

徐道亮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六

效率医疗 - 效率与质量同频共振

协办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支持单位：默克医药健康中国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8:30-8:40

致辞

田家政
中国医院协会 秘书长

8:40-9:00

医疗效率管理需要用质量做基础，服务
做保障

王 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院长

9:00-9:20

效率医疗助推医院管理迈入新生态

王伟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院长

9:20-9:40

职业心态与科室团队打造

章成国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

9:40-10:00

医院运营管理实践

姚 麟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副院长

10:00-10:20

大型公立医院高值耗材集约化管理经验
分享

赵海平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 院长

10:20-10:40

医务处如何两手抓医疗效率和质量

黄 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副院长

10:40-11:00

高效构建医疗品质，创新打造服务品牌

方浩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 副院长

11:00-11:30

以智慧医院助推效率医疗

秦锡虎
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11:30-12:05

讨论：效率医疗实践分享

杨 薇
陈 虹
张秀来
兰美娟
叶小云

12:05-12:15

会议总结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副院长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助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医务部主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党政办主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客户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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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院长

王大庆
辽宁省人民医院 院长

赵小英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
原常务副院长

Visual Identity system 瀚晖企业形象视觉识别系统
基础部分

品牌标识规范

A2.04 标志与中英文简称首选组合
标志在各种环境和材质应用的过程中，为保持对外形象的高度一致
性，对标志的使用应保证标准化。标志制图体现了标志各部分的尺寸
比例关系。应用的过程中，为保持对外形象的高度一致性，对标志的
使用应保证标准化。标志制图体现了标志各部分的尺寸比例关系。

论坛日程

分论坛七

10 月 24 日

医院质量评价

注意事项

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标志，应尽量使用提供的光盘电子文件，不建议重
绘标志 , 避免在重绘中出现误差。

分论坛主席
时间

演讲题目

8:30-8:40

学术致辞

8:40-9:10

质量评价

9:10-9:40

DRG 热点问题介绍

9:40-10:10

DRG 在医院医疗质量管理中的运用

10:10-10:30

医疗质量的闭环管理

10:30-11:10

DRGs 时代下医院医务管理

11:10-11:40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下医院管理思考

刘新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院长
耿庆山 广东省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演讲嘉宾

12:20-12:30

专题研讨：

大会总结

0.4x

0.08x

HAN HUI PHARMACEUTICALS CO.,LTD.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主持嘉宾

耿庆山 广东省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马旭东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质量与评价处 处长

邓启文

潘宏铭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 院长

浙江大学医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副院长

单保恩

于爱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党委书记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华飞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王平

章成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院长

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

陈卫昌

钱申贤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党委书记

浙江大学医学院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务副院长
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党委书记

潘曙明

曹铭锋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院长

上海新华医院 院长

周

唐金海

典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宋西城 烟台市毓璜顶医院 副院长

中国医院协会 副会长、南京医科大

章成国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

学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南京医

华

科大学 副校长

飞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刘新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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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x

0.52x

刘新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院长

钱

11:40-12:00

0.02x

0.32x

支持单位：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0.02x

x

协办单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Brand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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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论坛日程

分论坛八

10 月 24 日

ERAS 与围术期安全管理

协办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分论坛主席

时间

支持单位：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蔡秀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院长

演讲题目

孙

晖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党委副书记

黄

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常务副院长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蔡秀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院长

08:30-08:40

学术致辞

孙

晖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副书记

黄

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常务副院长

08:40-09:05

围手术期 ERAS 管理邵医模式

蔡 斌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 双菱院区 副院长

09:05-09:30

微创技术与 ERAS

牟一平
浙江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09:30-09:55

麻醉视角践行围术期 ERAS 理念

王志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副院长

09:55-10:20

疫情时代外科的“变”与“不变”

刘志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副院长

10:20-10:45

快速康复、扬帆起航 -- 创新管理思维
引领 ERAS 探索实践

韩斌斌
河南省肿瘤医院 副院长

10:45-11:10

价值医疗视角下的 ERAS 推进实践

徐 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医务处处长

11:10-11:30

迈向新时代的科伦药物研究

张一伟
四川科伦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

11:10-11:50

专题研讨：ERAS 精准化管理

刘景丰 福建省肿瘤医院 党委书记
李海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院长
柳青峰 辽宁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11:50-12:00

会议小结

黄 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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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华
湖南省人民医院 常务副院长

黄 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常务副院长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九

新时期下的医疗质量安全高峰论坛

协办单位：中国医院协会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专业委员会
分论坛主席

支持单位：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以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专委会 主任委员

时 间

内

08:00-08:10

容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学术致辞

韩光曙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封国生
北京医学会 会长

第一模块

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与医院质量安全管理

08:10-08:30

十大病种分组思考及医疗管理策略

万 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副院长

08:30-08:50

通过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看医疗质量管理

姚 勇
无锡市人民医院 院长

08:50-09:10

后疫情时代改善医疗服务的顶层设计与落地实践

刘志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副院长

09:10-09:50

后疫情时代如何发展平战结合新战略，医防融合
新学科建设

王文标
吕金捍
李 俊
潘宏铭

第二模块

后疫情时代院感防控常态化新重任

10:00-10:20

新冠疫情常态化下医务人员个人防控策略

李六亿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委会 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控处 处长

10:20-10:40

院感防控—从病人到医务人员

柴文昭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副主任

10:40-11:20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如何更好地巩固防控成
果，寻找保障医院的感染防控工作的“抓手”

任 勇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院长
魏庆民
邢台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

11:20-11:30

会议小结

韩光曙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院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院长
广东省中医院 副院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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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亮
苏北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李小民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辛有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
谊医院 党委书记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十

医院精细化管理
支持单位：迈蓝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分论坛主席：
时 间

内

08:30-08:40

大会主席致辞

08:40-08:50

学术演讲

田家政
中国医院协会 秘书长

08:50-09:10

学术演讲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

09:10-09:30

DRGs 模式下的医院学科建设策略

阮列敏
宁波市第一医院 党委书记

09:30-9:50

国家考核及 DRGs 支付改革背景下医院精细化
管理的路径思考

陈俊强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9:50-10:10

预付费时代：MDT 模式落实大数据 DRG 付费

袁向东
广东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10:10-10:30

后疫情时代的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

李晓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副院长

10:30-10:50

以问题为导向，改进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许建刚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副院长

10:50-11:10

医用耗材精益化管理与实践

孙志坚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副院长

11:10-11:30

基于 DRG 的医疗质量精细化管理

万 军
湖北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11:30-12:00

专家面对面

陈俊强
李晓北
张 洪
叶红华
徐道绲
陈全福

12:00-12:10

会议总结

阮列敏 宁波市第一医院 党委书记

容

阮列敏 宁波市第一医院 党委书记
演讲嘉宾
阮列敏
宁波市第一医院 党委书记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副院长
苏州市立医院 院长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副院长
温岭市中医院 院长
广东省中医院 医教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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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刘 昉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
中心纪委书记

季国忠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党
委书记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十一

整合式医疗与精益 MDT
支持单位：雀巢健康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主持嘉宾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8:30-08:50

开场致辞

彭明强
中日友好医院 副院长

08:50-09:10

从肿瘤 mdt 临床实践中实现医疗整合和质量
提升 __ 以乳腺癌为例

黄 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副院长

09:10-09:30

推行 MDT 诊疗模式，提升精准医疗品质

华 飞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09:30-10:30

专家面对面

尚进平
刘也夫
刘志宇
高景利
陈志平

10:30-10:50

临床营养助力 MDT 管理

李增宁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副院长

10:50-11:10

11:10-12:00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党委书记
辽宁省肿瘤医院 副院长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副院长
开滦总医院 副院长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全覆盖 MDT 建立历程 - 山东省肿瘤医院经验

赵 磊
山东省省肿瘤医院 副院长

专家面对面

马晋峰
唐红梅
李雪松
温尔刚

山西省肿瘤医院 副院长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副院长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副院长
四川省人民医院 部长

上午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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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金海
中国医院协会 副会长、南京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南
京医科大学 副校长
徐 钧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院长

任 勇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院长

彭明强
中日友好医院 副院长

高敬龙
陕西省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十二

推进互联网 + 医疗 打造智慧医院
支持单位：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05

学术致辞

侯建全
苏州大学附属独墅湖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

14:05-14:30

疫情下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思考

侯建全
苏州大学附属独墅湖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

14:30-14:55

“互联网 +”打造智慧医疗新生态

阮列敏
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14:55-15:20

基于病种大数据专科管理

高关心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院长

15:20-15:45

共建共享互联网健康新机遇

陈国龙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副院长

15:45-16:10

智慧医疗与数字化管理

张丽敏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院长

16:10-16:35

互联网医院建设

潘云龙
苏北人民医院 副院长

对话 / 演讲

高关心
陈国龙
张丽敏
潘云龙
程宗琦

16:35-17:00

主持嘉宾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院长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院长
苏北人民医院 副院长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药学部副主任
26

陈德玉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施 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党务副书记、院长

姚麟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副院长
滕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渝北医
院 院长

曹洋
江苏省人民医院质管办 处长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十三

协办单位：广东省中医院
分论坛
李俊 广东省中医院 副院长
主席
时间
演讲题目
主席致辞：坚持公立医院定位 绩效管理
13:30-13:40
促进医改
13:50-14:15

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落实“两个允许”
研究报告

14:15-14:40

坚持公立医院定位，绩效管理促进医改

14:40-15:05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药学服务价值探讨

15:05-15:30

以绩效管理构建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的实践

15:30-15:55

医院信息化建设提升医院绩效管理

15:55-16:20

DRGs 支付来临前的医务管理

16:20-16:45

创新药学服务

16:45-17:30

专题研讨：

提升合理用药

医院绩效管理
支持单位：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演讲嘉宾
李 俊
广东省中医院 副院长
封国生
中国医院协会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
医学会会长
陈全福
广东省中医院 医务处长
哈维超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副院长
邢泉生
青岛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
张常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副院长
应娇茜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医务处长
李 俐
南京鼓楼医院药学部 副主任

主持嘉宾

王 飞
陈 彤
钟 帆
黄 莉
张伟旋

王 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院长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医务处长
北京医院 医务处长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务处长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院长
广东省中医院 审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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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勇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院长
刘 云
江苏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王 水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孙维佳
湖南妇女儿童医院 院长

李德发
深圳市儿童医院 副院长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十四

AMS 与合理用药
支持单位：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分论坛主席

徐长江 江苏省医院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05

主席致辞

徐长江
江苏省医院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14:05-14:30

DRG 时代医疗机构合理用药管理策略

杨 薇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副院长

14:30-14:55

科学用药管理

张国刚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院长

14:55-15:20

药学在 AMS 中发挥的作用

侯锐钢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药学部主任

15:20-15:45

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管理浅谈

应娇茜
中日友好医院 医务处处长

15:45-16:10

上海 AMS 的实践与探索

吴文辉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药政管理处 处长

16:10-16:35

以政策为导向的医院药事管理体系建设

谢升阳
浙江省中医院 药剂科主任

16:35-17:00

全生命周期药学服务提升患者就医获得感

陈 楠
郑州市人民医院 药学部主任

17:00-17:25

合理用药评价与处方点评

邵 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药剂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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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吴效科
黑龙江省人民医院 院长

张 铎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院长

陈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副院长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十五

VTE 防治体系建设专场

协办单位：全国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形成防治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
分论坛主席
时间

演讲题目

13:30-13:45

致辞

13:45-14:00

项目介绍与总结

14:00-14:15

质控管理引领医院 VTE 防治体系建设

14:15-14:30

信息化建设促进院内 VTE 防治高效管理

14:30-14:45

VTE 防治建设中心的区域建设——优秀区域经验分享

14:45-15:00

VTE 防治建设中心如何落地——优秀医院经验分享

15:00-15:10
15:10-15:25

讨论
VTE 多学科会诊制度如何有效维系

15:25-15:40

VTE 诊治中的患者管理及随访

15:40-15:55

VTE 防治实践 - 骨科经验与思考

15:55-16:10

肿瘤专科医院 VTE 防治体系建设实践

16:10-16:25

护理工作在医院内 VTE 防治实施中的价值

16:25-16:35

讨论与总结

支持单位：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演讲嘉宾
刘 鹏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
于成功 教授
南京鼓楼医院
关振鹏 教授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翟振国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
贾存波 处长
中日友好医院医改和医疗发展办公室
蔡 斌 教授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张铁山 处长
中日友好医院
符伟国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高 梅 处长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王宗强 教授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
关振鹏 教授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张 宇 处长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王 薇 护士长
中日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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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刘 鹏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
于成功 教授
南京鼓楼医院

关振鹏 教授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翟振国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论坛日程

10 月 24 日

分论坛十六

医院精益管理与 DRG

协办单位：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分论坛主席

王昆华 昆明医大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

时间

演讲题目

13:30-13:55

CHS-DRG( 国家医疗保障疾病诊断相关
分组 ) 解读与应对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郑 杰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 管理中心主任、国家医保 DRG 付
费技术指导组 组长
闭思成

13:55-14:20

DRGs 方式下的绩效分配探索

14:20-14:45

因应医改变革的创新医院运营管理

14:45-15:10

医院绩效管理如何实现效率与效益的平
衡发展

李海洋

15:10-15:35

新医改背景下医院数字化精益管理的方
向探索

何长彤

15:35-16:00

绩效改革实施经验分享

16:00-16:25

新医改政策下的创新医院全面精细化绩
效管理

王昆华

16:25-16:50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绩效考核经
验分享

鲁 翔

16:50-17:00

讨论 / 对话

邀请所有主讲嘉宾上台讨论 经验分享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党委书记

王昆华
昆明医大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

李维进
医院 管理专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运营管理顾问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院长
阿里云医疗健康行业 总监
王大庆

张振清
国家等级医院 评审专家、厦
门大学中山医院 原院长、厦
门弘爱医院 院长

辽宁省人民医院 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 / 南京医大附属逸夫医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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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鹏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书
记、常务副院长
李维进
台湾医院 管理专家、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运营 管理顾问

论坛日程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标准化专委会年会
标准化管理分论坛暨专委会年

专题论坛

10 月 24 日

支持单位：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月 24 日 周六上午
时间

内容

08:30-08:40
08:40-08:50

主持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法规司领导致辞

开幕式

中国医院协会领导致辞

08:50-09:20

医院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2020 年工作总结

09:20-09:30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杂志社副社长刘兰辉宣读获奖名单

09:30-09:40

颁发证书

09:40-10:00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杂志社为优秀编委、青年编委、
优秀作者颁奖

毛 羽
中国医院协会 副秘书长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杂志优秀编委致辞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00-10:30

国内外标准化发展

王益谊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化理论战略研究所 所长

10:30-11:00

医院耗材精细化管理

高敬龙
陕西省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11:00-11:30

绩效管理标准化

孙 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院管理研究所 所长

11:30-12:00

刘丽华
中国医院协会 副秘书长
医院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国考医疗质量核心指标的
分析与优化措施建议

主持嘉宾

王静成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医疗集团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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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小明
医院标准化专委会 顾问
湖北省医院协会常务 副会长

于晓初
医院标准化专委会 顾问
北京协和医院原副院长 原副院长

2020 中国医院质量大会

10 月 24 日 周六下午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30-14:00

医院风险管理标准实践

孙 义
内蒙古赤峰市医院 院长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环境设施保障》团体标
准的编制和应用
基于标准化的医院内涵建
设，助推国家绩效考核
《输液安全》团体标准的
编制和应用
质量管理在医院发展中的
作用
解放军总医院医疗质量管
理标准化介绍

16:30-17:00

医院患者安全管理介绍

17:00

离会

主持嘉宾

朱 夫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标准化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赵小英
医院标准化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原副院长

茅月存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副院长
龚志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副院长
赵国安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
姚 远
医院标准化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解放军总医院医院管理研究所 副所长
陈国强
广东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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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晶
徐州市中心医院 院长

施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