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会议时间：9 月 23 日下午、9 月 24 日全天、9 月 25 日上午。
三、会议地点：广州长隆酒店国际会展中心（地址：广东省广
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东 299 号）
四、会议内容：
（一）卫星会：9 月 23 日 15:00～18:00、9 月 24 日 12:00-12:30
（二）开幕式与主论坛：9 月 24 日 9:00～17:00
1.会议致辞
2.院士讲坛：绿色发展
3.主旨报告
(1)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内涵
(2)新形势下卫生健康强省建设
4.行业实践
(1)医院信息化建设
(2)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实践
(3)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三）分论坛一：“一带一路”国际论坛（闭门会议）9 月 24
日 16:00～18:00;
分论坛二:医院院感防控管理 9 月 24 日 15:30～18:00；
分论坛三至分论坛八：9 月 25 日 8:30～12:00
分论坛三 高水平医院建设
分论坛四 新形势下医院运营与绩效管理
分论坛五 智慧医院建设探索与实践
分论坛六 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分论坛七 医院新基建建设
分论坛八 护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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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会对象
1.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行业协会领导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医院院长及管理人员
3.各级医院院长及管理人员
4.医药行业专家、学者
5.医药企业管理者
六、参会事项
（一）会议费：广东省医院协会会员单位 1200 元/人，非会员
单位 1500 元/人，企业代表 2000 元/人(均包括会议资料及用餐)；
司陪人员 300 元/人（只含用餐）。
（二）汇款方式：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江湾支行
账户名称：广东省医院协会
开户账号：3602047919200092726
（三）特别提示：
1.汇款时请务必注明联系人及手机号码、
“粤”，如：张三 139****6688
粤；
2.汇款发票及会议资料请在大会现场凭汇款单据领取；
3.大会不办理注册费退款，9 月 15 日起不再接受汇款，参会代
表可在现场注册缴费；
4.现场注册地址：广州长隆酒店国际会展中心
（四）住宿酒店预订：会务组不负责预定酒店，请各代
表根据自身需自行预订。会议酒店：广州长隆酒店，标准单
间 550 元/房·天（含单早）、标准双间 650 元/房·天（含
双早）,可扫描二维码预定。

长隆酒店住宿
预订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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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医学界领导者羊城大会
暨“一带一路”医院合作国际论坛议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嘉宾

08:00-09:00

签到

09:00-09:40 致欢迎辞
演讲嘉宾：张宗久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原局
长、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茶歇

09:40-12:00

新形势下卫生健康强省建设 演讲嘉宾：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
上海医改经验

演讲嘉宾：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

12:00-12:30

卫星会

12:00-13:30

工作午餐
演讲嘉宾：吴士勇 国家卫健委信息统计中心主

医院信息化建设
9月
24 日

任

大型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拟邀请嘉宾：樊嘉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14:00-17:00 实践与思考
演讲嘉宾：黄二丹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
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心医院管理与改革研究室主任主任
主题待定

拟邀请嘉宾：盛京医院院长

智慧医院建设

演讲嘉宾：夏慧敏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党
委书记

外国专家
待定
16:00-18:00
演讲嘉宾：何晓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
分论坛一：” 现代医院管理
一带一路“国 讨论交流: 1.信息化设推动
际论坛
医院发展的关键要素；
2.围绕患者满意度及患者体 外国专家、国内专家
验进行讨论；
3.自由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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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

省卫健委领导、广州市卫健委领导

演讲主题待定

演讲嘉宾：李六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

15:30-18:00
演讲主题待定
9 月 分论坛二：医
24 日 院院感防控 演讲主题待定
管理

演讲嘉宾：吴安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教授
演讲嘉宾：邓子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教授

新冠疫情救治思考

演讲嘉宾：崇雨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教授

演讲主题待定

演讲嘉宾待定

合力推进公立医院经济运营 演讲嘉宾：何伟明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财务
管理高质量发展
处一级调研员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演讲嘉宾：余学清 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

高校直属医院高质量发展

演讲嘉宾：匡
长

铭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演讲嘉宾：刘连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8:30-12:00
展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
分论坛三：高
演讲嘉宾：雷 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院长
水平医院建 高层次人才培养
设

9月
25 日

高水平医院学科建设

演讲嘉宾：刘章锁 郑州大学副校长、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医院高质量发展

演讲嘉宾：左 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邵凤民
访谈环节：公立医院高质量 冯继锋
发展
董 蒨
曾 仲

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
江苏省肿瘤医院书记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精细化运营管理支撑医院可
演讲嘉宾：程永忠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
持续发展
8:30-12:00
分论坛四：新
形势下医院
绩效管理（医
院运营）

医院医联体运营与绩效管理 演讲嘉宾：蔡

林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

数字化管理助推医院高质量
演讲嘉宾：刘雅娟 上海新华医院总会计师
发展
医院运营与管理

演讲嘉宾：黄锦坤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

医疗风险防范与管理

演讲嘉宾：王
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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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 广东和谐医疗纠纷人民调解

8:30-12:00
分论坛四：新
形势下医院 讨论环节
绩效管理（医
院运营）

苏全喜
郭伟强
余薇佳
韩冬青

云浮市人民医院院长
粤北人民医院院长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经营管理部科长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总会计师

智慧医院发展趋势与挑战

演讲嘉宾：王才有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化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

智慧医院建设

演讲嘉宾：陈玉兵 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院长

8:30-12:00 数字化转型，开创智慧医疗 演讲嘉宾：胡伟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副院长
分论坛五：智 新模式
慧医院实践
演讲嘉宾：张 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演讲主题待定
与探索
属协和医院副院长
演讲嘉宾：洪
长

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

智慧医院建设：挑战及我们 演讲嘉宾：李
的实践
记

兵 广西柳州市工人医院党委书

演讲主题待定
9月
25 日

医共体建设与绩效考核政策 演讲嘉宾：董四平 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解读
医疗政策研究部主任
演讲嘉宾：罗玉双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卫健局党
委书记

三明模式

全国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
8:30-12:00 之高州实践：建立与县域百
演讲嘉宾：王茂生 高州市人民医院院长
分论坛六：县 姓需求侧相适应的健康服务
域医疗服务 体系
能力建设
县市医院高质量发展展望与
演讲嘉宾：吕 忠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医院院长
挑战
县域医疗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演讲嘉宾：洪家文 阳西县总医院院长
新时期及国考下县市级医院 演讲嘉宾：张
绩效考核的思考与探索
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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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医院党委

国家医学中心多院区规划思 演讲嘉宾：祁少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
路及学科布局
长
BIM 技术推动医院建设工程
管理

演讲嘉宾：张建忠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研究
分会主委、上海申康发展中心医院建设中心主任

新基建时代,智慧医院建设
发展趋势

演讲嘉宾：沈崇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
医院副院长

8:30-12:00
分论坛七：医
院新基建建 医院智慧停车综合解决方案 演讲嘉宾：崔

勇 珠海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设
既有综合医院更新设计策略 演讲嘉宾：张春阳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智慧医院后勤建设的实践和 演讲嘉宾：杨敏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

9月
25 日

探索

助理

基于物联网的医院后勤建设

演讲嘉宾：陈晓怡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后
勤部部长

湖北荆州抗疫经验分享

演讲嘉宾：彭刚艺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调研
员

Nursing management and

演讲嘉宾：Nutcharee Jungvanichar

changes under COVID-19

护理部主任，泰国
茶歇

8:30-12:00 主题待定
新加坡专家
分论坛八：护
凝心聚力，多领域专科护理 演讲嘉宾：杨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护
理管理
融合在抗疫中的价值
理部主任
护理管理在新冠疫情防控中 演讲嘉宾：陈祖辉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科教
发挥的作用
部主任
会议小结

嘉宾：陈伟菊 暨南大学护理学院院长

注：会议最终议程以现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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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交通乘坐指南
一、各地铁站乘坐指南：
1.乘坐地铁 1 号线可在体育西路站换乘地铁 3 号线抵达汉溪长隆站，走 E 出
口，乘坐免费穿梭巴抵达酒店。
2.乘坐地铁 2 号线可在昌岗站换乘地铁 8 号线，到客村站转地铁 3 号线抵达
汉溪长隆站，走 E 出口，乘坐免费穿梭巴抵达酒店。
3.乘坐地铁 3 号线，到汉溪长隆站走 E 出口出，乘坐免费穿梭巴抵达酒店。
4.乘坐地铁 4 号线可在万胜围站换乘地铁 8 号线，到客村站转地铁 3 号线抵
达汉溪长隆站，走 E 出口，乘坐免费穿梭巴抵达酒店。
5.乘坐地铁 5 号线可在珠江新城站换乘地铁 3 号线抵达汉溪长隆站，走 E 出
口，乘坐免费穿梭巴抵达酒店。
6.乘坐地铁 8 号线可在客村站换乘地铁 3 号线抵达汉溪长隆站，走 E 出口，
乘坐免费穿梭巴抵达酒店。
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乘坐指南
1.可乘坐机场快线巴士直达至长隆酒店；
2.直接乘出租车走机场高速、华南干线至迎宾路长隆景区，全程约 45 分钟；
3.在机场南乘坐地铁 3 号线直达汉溪长隆站
三、广州火车/高铁站乘坐指南
1.广州火车站可乘坐地铁 2 号线，到达昌岗站换乘地铁 8 号线，到客村站转
地铁 3 号线抵达汉溪长隆站。
2.广州火车东站可乘坐地铁 3 号线直达汉溪长隆站。
3.广州南站乘坐地铁 7 号线直达汉溪长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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