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题目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时间 主持人

9:00-9:40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梁万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体改司司长 40分钟

9:40-10:10
全面深化上海综合医改 力推亚洲医学中心
建设

邬惊雷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30分钟

10:10-10:30 20分钟

10:30-11:00 医联工程助力市级医院完善现代医院管理 王兴鹏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 30分钟

11：00-11：30 智慧医院的建设和展望 乔杰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院长

30分钟

11:30-12:00 临床医学研究与创新 樊嘉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院长

30分钟

陈义汉
贾伟平

   茶歇

8:30-9:00 开幕式 30分钟 丁强

2、2018年上海市医院新媒体宣传节获奖作品表彰

俞卓伟
瞿介明

第十一届上海市医院管理学术大会议程

主办：上海市医院协会                       时间：2018年12月15日

主   论   坛     （三楼国际厅）

1、领导讲话

   上海市医院协会陈建平会长致欢迎词

   上海市人民政府翁铁慧副市长讲话

主题报告



第十一届上海市医院管理学术大会议程

13:00-13:10 10分钟

13:10-13:45 日间手术和麻醉 闻大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麻
醉科主任医师

35分钟

13:45-14:20 浙江省日间手术相关政策解读及实践经验 俞新乐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处长 35分钟

14:20-14:55
日间手术管理规范（上海市地方标准解读）
及上海日间手术实践进展

赵蓉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医疗事业部主
任

35分钟

14:55-15:30 日间手术的必由之路 钟力炜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35分钟

15:30-16:15 如何在中国创建独立日间手术中心？ 友成雅敏
上海优仕美地医疗中心日间手术部主
任

45分钟

16:15-16:25 10分钟 赵蓉

16:25-17:00

艾开兴
张继东

会议总结

 
黄旭元
潘曙明

周华副会长致词

日间手术管理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承办：日间手术管理专业委员会

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日间手术规范管理论坛

分论坛1（七楼明珠厅）



第十一届上海市医院管理学术大会议程

13:00-13:05 5分钟

13:05-13:35 移动互联网+满意度调查 助力改善医疗服务  翟晓辉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管中心质量评
价处处长

30分钟

13:35-14:05
绩效考核与评价对北京市属医院精细化管理
的引导作用

吕一平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副局长 30分钟

14:05-14:35 深圳市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实践与思考 林汉城 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副主任 30分钟

14:35-15:05 上海市级医院绩效评价 郭永瑾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 30分钟

15:05-15:50 45分钟

15:50-16:00 10分钟

16:00-16:30 绩效管理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秦环龙

会议总结

分论坛2（三楼国际厅）

精细化医院绩效管理论坛

承办：医院绩效管理专业委员会

互动讨论：围绕医院绩效管理热点、难点展开讨论
讨论嘉宾：翟晓辉、吕一平、林汉城、瞿介明、钟海忠、潘常青、马骏、吴炅

于德华
钟海忠

孙锟副会长致辞

潘常青
马骏



第十一届上海市医院管理学术大会议程

13:00-13:05 5分钟

13:05-13:35 临床医学重点专科建设的实践 吴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院长

30分钟

13:35-14:05 医疗质量政策要点解读 刘勇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处长 30分钟

14:05-14:35 上海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分析及思考 吴宏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处
长

30分钟

14:35-15:05 新形势下医院和医疗服务质量管理的思考 汪志明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 30分钟

15:05-16:35
多学科诊疗模式促进医疗质量安全精益化管
理

陈尔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
院长

30分钟

15:35-16:05 信息化助力医院医疗质量管理 范小红 上海市胸科医院副院长 30分钟

16：05-16:40 35分钟 谭申生

16:40-16:45 5分钟 汪志明会议总结

分论坛3（三楼黄河厅）

新形势下的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论坛

承办：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

瞿介明副会长致词

互动讨论：多院区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实践与探索/医疗质量管理与学科建设
讨论嘉宾：汪志明、陈尔真、陶敏芳、王长谦、刘华、范小红、李钦传

 余波
陶敏芳

刘华
李钦传



第十一届上海市医院管理学术大会议程

13:00—13:10 10分钟

13:10-13:20 10分钟

13:20—13:50 上海市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发展展望 陈  昕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处处长 30分钟

13:50—14:20 社区非自愿医疗工作介绍 谢  斌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 30分钟

14:20-14:40
《远离毒害》——精神卫生系列影视科普内
容项目

赵  敏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副书记 20分钟

14:40-15:00
综合医院精神卫生：关注心身健康，提高医
患沟通技能

季建林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学心理科主
任

20分钟

15:00—15:45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下的院长角色和职责 高解春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 45分钟

15:45—16:15 现代精神专科医院管理制度建设指南 徐一峰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 30分钟

16:15—16:45 30分钟 谢斌

16:45—17:00 15分钟 赵敏

宋立升
汪作为

精神专科医院现代化管理论坛

承办：精神卫生中心管理专业委员会

徐一峰副会长致辞

征文颁奖仪式

陆峥
占归来

互动讨论：心理健康促进与精神专科医院现代化管理
讨论嘉宾：高解春、徐一峰、陆峥、赵敏、李春波、占归来、孙忠、汪作为

会议总结

分论坛4（九楼浦江厅）

赵敏



第十一届上海市医院管理学术大会议程

13:00-13:05 5分钟

13:05-13:35 转化医学与智能化装备创新应用 郝永强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 30分钟

13:35-14:05 对于医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一些思考 贺  奇 上海市经济与信息委员会电子信息产
业处

30分钟

14:05-14:35 建设中国协调开放的药品器械追溯系统 严  樑 上海浦东医疗器械贸易行业协会会长 30分钟

14:35-15:05 创新智能医学装备在医院的应用发展 钱  英
江苏省医院协会设备管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30分钟

15:05-15:15 10分钟

15:15-15:45 全栈式医疗影像AI 廖  术 上海联影智能研发副总裁 30分钟

15:45-15:55 优秀论文交流 10分钟

15:55-16:05 QCC获奖项目汇报演出 10分钟 郑蕴欣

16:05-16:35 30分钟 李斌

16:35-16:50 15分钟
尹远芳
陈诚军

16:50-17:00 10分钟 李斌

郑兴东副会长致辞

会议总结

互动讨论：智能化时代背景下医院医学装备管理
讨论嘉宾：周斌、殷善开、沈永昌、胡凯伟、张宇、陈雪凡、崔琪、邱涛

茶歇

QCC获奖项目团队

优秀论文获奖者

张坚
龚纯贵

QCC颁奖、优秀论文颁奖仪式、颁发学组证书

分论坛5（五楼长江厅）

智能化时代的现代医院医学装备管理论坛

陈刚
丁峰

承办： 医学装备管理专业委员会，上海市医疗设备器械管理质量控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