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
中健协字函〔2014〕13 号

关于召开第三届基层卫生大会通知
为贯彻落实“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
施方案，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分享各地在基层农村
/社区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健康促进与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切
实促进基层卫生服务健康发展。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将于
2014 年 11 月 21-23 日召开第三届基层卫生大会。现将论坛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 论坛时间
2014 年 11 月 22-23 日，21 日全天报到，会期 2 天。
二、论坛地点
（一）会议地点：西安吉源国际酒店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 555 号
电话：029-85730000
（二）报到地点：西安吉源国际酒店
三、主办、承办及支持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
支持单位：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陕西省农村卫生协会、陕西省健康促进与教育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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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健康界传媒
四、参会人员
全国各级卫生计生部门社区卫生服务主管同志；社区卫生服
务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社区卫生和全科医学相关领域的专
家学者。
五、论坛主题
资源下沉 共铸健康守门人
六、会议内容
（一）（21 日半天）
1.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年会
（二）（22 日上午主论坛）
1. 全国健康促进与教育示范基地授牌
2. 主论坛：政策·趋势
（三）（22 日下午分论坛）
1. 体系建设之分级诊疗
2. 体系建设之县域一体化
3. 服务模式之健康促进与签约服务
4. 服务模式之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
5.健康管理之中医药与适宜技术
6. 健康管理之大数据与移动医疗
7.基层医改大讨论
七、会务费
（一）标准
1. 普通参会代表：1180 元；
2.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理事、个人会员优惠 100 元；
（二）收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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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场报到：需以现金形式在报到现场支付。
2. 提前支付：可采取邮寄或电汇形式提前支付会务费。
八、住宿
费用自理，会议期间住宿统一安排。
九、学分
论坛结束后将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十、其他事项
1. 请报名人员于 2014 年 11 月 15 日前将报名回执以传真
或电子邮件形式反馈至健康界传媒。
2. 汇款时请注明：论坛会务费和姓名。如多人一同汇款，
请注明全部汇款人姓名。
4. 健康界账户信息：
户

名：北京尚医联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学清路支行
帐

号：0200148609100025490

5.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黄迎春 18611683371
李

骁 13811345213

附大会日程及路线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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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环节

时间

主要内容

11 月 21 日（周五）
10:30~22:00（全天注册）
17:00~19:30（自助晚餐）

11 月 22 日上午（周六）

开幕式

08：30~09：
10

主持嘉宾：
刘克玲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拟邀出席嘉宾：
殷大奎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
李长明 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副会长
李 滔 国家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薛 镭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医疗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习 红 陕西省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会长
赵 红 健康界传媒总编辑
1.致辞
殷大奎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
诸宏明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副司长
戴征社 陕西省卫生计生委主任
2.授牌
全国健康促进与教育示范基地授牌

09:10~09:15

主持嘉宾：
李长明 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副会长

09:15~09:45

主题：全科医生制度建设是医改成功的关键
发言人：曾益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
员、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

主论坛
政策•趋势
09:10~12:00

09:45~10:15

主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进展
发言人：梁万年 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司长

10:15~10:45

主题：加强健康促进顶层设计—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发言人：姚宏文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宣传司副司长

10:45~11:15

主题：基层卫生改革几个关键环节
发言人：刘利群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社区卫生处处长

11:15~11:45

主题：陕西省推进医疗服务县镇乡一体化改革
发言人：戴征社 陕西省卫生计生委主任

午餐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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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自助午餐

11 月 22 日下午（周六）
14:00~14:05

主持嘉宾:
陈宁珊 国家卫生计生委司法制司副司长

14:05~14:35

主题：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PPT 没有)
发言人：焦雅辉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资源处处长

14:35~15:05

主题：北京医联体新政(PPT 没有)
发言人：方来英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

15:05~15:35
分论坛一
体系建设•分级
诊疗
14:00~17:30

主题：“医生多点执业”与资源下沉(PPT 没有)
发言人：廖新波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

15:35~16:05

主题：武汉市医联体-上下互动(PPT 没有)
发言人：朱宏斌 湖北省武汉市卫生计生委主任

16:05~16:35

主题：社区首诊制度的建立与全科医生签约服务的实践
发言人：胡

16:35~16:55

玲 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处处长

主题：青海省分级诊疗的探索与思考(PPT 没有)
发言人：王心阔 青海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处处长

16:55~17:15

主题：分级诊疗管理平台新模式（待定）(PPT 没有)
发言人：曹源 湖北省宜昌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分论坛二
体系建设•县域
一体化
13:30~17:30

17:25~18:00

主题讨论：
好医生如何沉入基层？

14:00~14:05

主持嘉宾：
夏迎秋 江苏省农村卫生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14:05~14:50

主题：如何提升与加强基层卫生服务能力（缺 PPT）
发言人：苗艳青 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卫生研究室主任

14:50~15:20

主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发言人：丁凤深 山东省社区卫生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5:20~15:50

主题：上海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模式研究与应用
发言人：李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计生委医政管理处处长

15:50~16:20

主题：“三权”下放 增强活力 有效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改革与发展
发言人：邱道尊 福建省长汀县卫生局副局长

16:20~16:50

主题：陕西省乡镇卫生院案例分享（缺 PPT）
发言人：惠增龙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中医医院党支部书记 院长（辖
三个一体化卫生院）

16:50~17:20

分论坛三
服务模式•健康
促进与签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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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医联体框架下的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缺 PPT）
发言人:湖北省黄陂市卫生局（待定）

17:20~18:00

主题讨论 ：
县域/区域卫生改革的动力与阻力?

14:00~14:05

主持嘉宾:
陶 金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副秘书长

14:05~14:35

主题：遏制养生乱象，引领健康传播（缺 PPT）

13:30~18:00

发言人：刘克玲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14:35~15:05

主题：社区卫生服务内涵建设几点反思与建议（修改 PPT）
发言人：王家骥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教授

15:05~15:25

开展“五十佳”评比活动 提升社区卫生机构活力（缺 PPT）
朱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15:25~15:45

主题：社区医疗新世界--社区卫生服务培训示范中心方庄实践
发言人：吴浩

15:45~16:05
16:05~16:25

北京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主题：村医签约服务模式与做法
发言人：王靖元 江苏省连云港市农村卫生协会
主题：家庭医生标化工作量（缺 PPT）
发言人：宦红梅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16:25~16:55

主题：糖尿病患者食物交换份的快速估算与手测量
发言人：方跃伟 浙江舟山市健康教育所所长

自助晚餐

16:55~17:10

主题：创新中医药在基层卫生改革中的作用
发言人：庞保强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血管脉络专业委员会

16:55~17:10

主题讨论 百姓需要的基层卫生服务模式探讨?

18:00~20:30

11 月 23 日上午（周日）

分论坛四
服务模式•绩效
考核与激励机制
08:30~10:35

08:30~08:35

主持嘉宾：待定

08:35~09:05

主题：三明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实践
发言人：茅声禄 福建省三明市卫生局副局长

09:05~09:35

主题：公办民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探索
发言人：陶九胜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医改办主任

09:35~10:05

主题：发挥有效激励 提高执行力
发言人：赵辉 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10:05~10:35

主题: 陕西省安康市代表发言
发言人：

分论坛五
健康管理•慢病
管理与中医药
08:30~10:35

08:30~08:35

主持嘉宾：

08:35~09:05

主题：创新社区中医药服务的深圳模式
发言人：陈彬 深圳社区卫生协会副会长、深圳市蛇口医院党委书记

09:05~09:35

主题：骨质疏松社区防治适宜技术
发言人：赵翼洪 江苏省苏州市润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09:35~10:05

主题：热敏灸疗法——骨关节病社区治疗适宜技术
发言人：蔡萱 江西省新余市仙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

10:05~10:35

主题：
发言人：韩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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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8:35

主持嘉宾：薛
王

镭
峥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医疗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医疗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08:35~09:05

主题：
发言人：王才有 国家卫生计生委信息统计中心副主任

09:05~09:35

主题：运用医疗智能穿戴技术，开启云慢病健康管理新时代
发言人：何文杰 哈尔滨市南岗区卫生局副局长
主题：医患沟通与病人关系管理
发言人：赖光强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病人关系科主任

10:05~10:35

主题：
发言人：戴尔
主持嘉宾：王海涛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院管理处处长
对话主题：
“基层医改---统筹兼顾、能力建设、激励政策”的热点与难点
对话嘉宾：

闭幕式
前景•基层医
改大讨论

陈宁珊 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副司长
周子君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10 ： 40~12 ： 李延明 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处处长、陕西省农村卫生协会会
00
长
窦双祥 天津市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处处长
王家骥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教授
赵 红 健康界传媒总编辑
陕西省卫生计生委
及其他参会嘉宾

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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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第三届基层卫生大会·2014
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人

部门及

(必填)

职务
(

QQ/邮箱

手机

性别

必

(必填)

传真

填)
参会人

性别

(必填)

（必填)

部门/科室

及

手机号

职务/职称

1.吉源国际酒店（四星，主会场）

单间

间

400 元/间/夜（含早）

标间

间

单间

间

标间

间

单间

间

标间

间

2.西北饭店 1 号楼（三星）

住宿说明

370 元/间/夜（含早）
3.西北饭店 2 号楼（二星）
270 元/间/夜（含早）

费用合计

汇款账户

QQ/邮箱

(必填)

¥

元（会议费 1180 元/人）

提前汇款□

付费方式

现场交费□

户名： 北京尚医联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学清路支行

账号： 0200148609100025490

开户银行代码 ：102100014865

★拟付款日期：

年

月

日

付款金额：

元

1.请将此回执填好后及时传真至组委会(复印有效)。
2.通过银行付款时，务必在汇款用途中标明“基层大会”字样；标明付款单位的全称，
并及时将银行电汇凭证传真至组委会。
3.会议费发票，由北京尚医联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据。
参会说明

4.组委会联系人：

李 骁

13811345213

姜 歌

13501148881

传 真： 010-6236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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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lixiao@hmkx.cn

乘车路线
(一) 吉源国际酒店
（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 555 号，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正对面

电话：029-85730000 ）

火车站到吉源国际酒店：
1. 乘公交 600 路到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下车，过马路即到酒店，费用 2 元左右；
2. 乘出租车行驶时间约 30 分钟抵酒店，费用 30 元左右。
飞机场到吉源国际酒店：
1. 乘至长安区机场大巴，到智慧城下车，步行约 8 分钟左右抵达酒店；
2. 乘出租车至酒店，费用：大巴 27 元+出租车（长安区出租车 5 元，西安市出租车 7 元）。
北客站(高铁站) 到吉源国际酒店：
1. 乘地铁 2 号线至航天城下车，后乘坐出租车起步价至酒店，费用：地铁 3 元+出租车（长
安区出租车 5 元，西安市出租车 7 元）；
2. 乘出租车直抵酒店,费用 130 元左右。
（二）西北饭店（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 52 号 电话：029-85678888）
火车站到西北饭店
1.出火车站向南 500 米到五路口地铁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到北大街换成地铁 2 号线到航天
城站出站，步行 300 米即到；
2.在火车站西广场乘坐 K600，到绿园度假村下车，往东 200 米；
3.在火车站中广场乘坐 500 路，到东长安街西口下车，往西 200 米；
4.乘坐出租车大约 40 元。
从高铁站到西北饭店
1、乘坐地铁 2 号线到航天城站出站，步行 300 米即到。
从飞机场到西北饭店
1、在机场 2 号、3 号航站楼乘坐机场大巴至西北饭店。
2、乘出租车直抵酒店约 16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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