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健康界传媒
联合发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

间：2014 年 10 月 23 日～25 日

地

点：上海·松江开元名都大酒店

21 世纪，
“强调质量、安全、有效、及时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成为医疗持续改进的原动力。而多
学科协作（MDT）的核心理念恰恰是“以患者为中心”，因而，多学科协作必将成为本世纪乃至更久远的医学治疗
模式的大趋势。
近年来，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和药物、技术手段的新增，医学分科越来越细，各临床学科或亚专科水平普遍提
升。这一方面促进了医生细分专业水平的提升，但其不利的一面，则可能由于医生知识领域的限制而给患者治疗带
来不利影响甚至决策失误。
国际上多学科协作综合治疗小组（MDT）的建立为医疗模式和医院管理带来了新思路，旨在使传统的个体式经
验性医疗模式转变为现代的小组协作规范化决策模式，由此推动全方位专业化、规范化的诊治策略与合理化医疗资
源的整合配置，最终以质量控制系统来不断提高亚专业水平，并进一步推动多学科交叉发展。
也有业内权威人士预判，多学科协作是“通向医学未来的必经阶段”，它主要是针对特定疾病，依托多学科团
队，制定规范化、个性化、连续性的综合治疗方案。对患者而言，这种医疗模式可为其确定最佳的诊疗方案；从医
院角度，更可助其提升诊疗能力和具有竞争力的学术水平。
虽然多学科协作的诊疗模式已经在诸如美国的麻省总医院、梅奥诊所及约翰霍普金斯等国际顶级医院达成共
识，甚至有的医院已推行百年，但这种模式在中国仍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在推广过程中频频遭遇诸如概念理解、
理念推广、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等等现实的羁绊。
为推动我国医院临床专科的发展建设，由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和健康界传媒主办，并力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以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六家医院，联合发起“中国医院临床专科建设院长峰会”。
2014 年 10 月 23~25 日，主题为“多学科协作（MDT）时代”的“第三届中国医院临床专科建设院长峰会”将
于上海隆重召开。
鉴于贵院的影响力以及您在医院管理领域的卓越成就，组委会特别邀请您出席本届峰会！再次感谢您的信任与
支持！
第三届中国医院临床专科建设院长峰会组委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日程安排
10 月 23 日（星期四）
时间

环节/主题

出席及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自助晚餐（凭餐券用餐）

17:30～19:00

主持嘉宾：雷光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

19:00～21:30

沙 龙 1：
如何当好科主任
(四楼开元厅)

上半场：对话嘉宾
李军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
支修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肺癌诊疗中心主任）
江泽飞（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乳腺肿瘤科主任）
李兆申（上海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科主任现身说法

下半场：对话嘉宾
金哲虎（延边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高 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姚尚龙（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
陈肖鸣（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院长视角

10 月 24 日（星期五）
08:30～08:50

08:50～12:00

开幕式
(四楼开元厅)

主论坛：区域卫生规划与
医院多学科协作
(四楼开元厅)

12:00～14:00

致辞嘉宾:
刘希华（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

论坛主席：
王国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

红（健康界传媒总编辑）

徐卫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院战略管理研究所所长)

郑树森（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曾益新（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

研究型医院的专科建设

丛汇泉（法国社会福利卫生部主任研究员）

第五代医院的核心大科室建设

魏永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院长）

多学科协作中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自助午餐（凭餐券用餐）

论坛主席：潘义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分论坛 1：多学科诊疗模
式与发展趋势
(四楼开元厅 1)

秦环龙（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院长）

跨学科合作在大肠癌流调及相关研究中作用

胡

加强多学科联合诊疗 实践以病人为中心

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

闻大翔（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

内蕴于心，创新于行——百年老院的学科发展与建设

王

从国家基金管理看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

潘义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多学科协作（MDT）——通向医学未来的必经阶段

论坛主席：范先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医人民院院长）
分论坛 2：多学科协作与
人才队伍建设
14:00～17:30
(四楼开元厅 2)

范先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医人民院院长）

以多学科协作，打造人才高地，塑造医院品牌

唐其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长）

多学科协作与名医塑造

金昌晓（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党委书记）

MDT 与科学建设的思考

吴

医院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皓（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党委书记）

李兆申（上海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从胰腺病诊治困难，看多学科协作的进步

论坛主席：史兆荣（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院长）
分论坛 3：大数据时代的
转化医学
(四楼开元厅 3)

邓绍平（四川省人民医院院长）

转化医学的学科发展趋势及意义

黄国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

临床多中心研究的实践和体会

赵

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医学研究与转化应用的创新实践

刘

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主任）

转化医学研究与临床医师

李晓康（西京医院医教部主任）
自助晚餐（凭餐券用餐）

17:30～19:00
19:00～21:30

沙龙 2：

主持嘉宾：王海涛（北京协和医学院医院管理处处长）

危重病的多学科协作救治

医务处处长那些事
【此环节为定向邀请,
凭邀请函入场】
(四楼开元厅 1)

特邀嘉宾：
孙 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医务处处长）
徐 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务科科长）
莫 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务部主任）
杨 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蒋红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医务部副主任）
胥雪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质控办主任兼医务处副处长）
麻晓鹏（深圳儿童医院医务科副科长）
及特邀参会医院医务处负责人



医务处处长们的酸甜苦辣

10 月 25 日（星期六）
论坛主席：张晓东（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 VIP 病区主任）
分论坛 4：多学科协作在
肿瘤学科中的应用案例
(四楼开元厅 1)

08:30～11:30

陶凯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普外科主
任、胃肠外科主任）

胃肠道肿瘤多学科联合诊疗临床应用

张晓东（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 VIP 病房主任）

“个人英雄时代”一去不复返

高献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主任）

综合性医院肿瘤多学科协作模式(MDT)的探讨

彭宝岗（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原发性肝癌的多学科综合诊疗

论坛主席：于广军（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
分论坛 5：专科建设与管
理创新经典案例
(四楼开元厅 2)

王建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胸外科主任） 树立品牌意识，注重内涵建设
王志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

研究性医院肝癌多学科协作治疗模式

包玉倩（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

创新型疾病管理模式的探索——代谢手术治疗糖
尿病的实践

韩春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烧伤科主任）

杭州 7·5 公交车纵火成批烧伤多团队合作救治体会

12:00～14:00

注：以上日程最终解释权归峰会组委会所有

自助午餐（凭餐券用餐）

【参会对象】
关注医院学科发展、多学科协作模式与发展趋势等的医院管理者及学科带头人。

【参会方式】
医院参会：
1、登录健康界传媒官方网站（www.cn-healthcare.com）点击“第三届中国医院临
床专科建设院长峰会”会议专题并在线注册（享受优惠 100 元）。
2、加入健康界品牌活动 QQ 群 161249452（验证请备注“医院+姓名”），在群共享下载
并填写“第三届临床专科建设院长峰会”报名表后发给管理员（享受优惠 100 元）。
3、电话报名联系人： 张 超 18611081654 010-82736610 转 8828
赵 宁 13810012928 010-82736610 转 8830
卢利华 15010111923 010-82736610 转 8829
企业参会：
请咨询客户部联系人：董 岩 18601197112

【参会费用】
1、标准会务费：2800 元/人（含会议费、资料费及会议期间餐费。交通与住宿费用自理）。
2、团体报名会务费：2500 元/人（3 人及以上成团；网络团体报名者同样享受团体
报名优惠）。
3、免费参会名额：健康界医杰汇副理事长单位 3 名，常务理事单位 2 名，理事单位
1 名。
4、享受优惠价格参会的嘉宾需提前汇款。

【汇款帐号】
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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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户行账号：0200148609100025490

【温馨提示】
1、会场所在地：上海松江开元名都大酒店（上海松江区人民北路 1799 号，021-51015566）

2、报名参会时，请务必准确填写参会代表手机号码，论坛注册及会议期间服务信
息均以短信形式发送；
3、会议酒店房间有限，如确定参会并需预定会议酒店房间，务必请于 10 月 15 日
前将参会费及住宿费汇款至组委会指定账户，以保证入住会议协议酒店；
4、如有其他原因不能本次会议，需提前一周通知会务组；
5、如需开具会议发票，请务必在报名表相应处写明发票抬头；
6、会议内容丰富，建议同单位派多位代表出席。

【其他】
欢迎添加医院会员微信联系号（kaweika）为好友，经实名验证后（医院名称+
姓名+职务，非医院管理人士勿入）进入医院管理者专属高端讨论群，与业内同仁交
流与讨论。

第三届中国医院临床专科建设院长峰会报名表
基本信息栏
医院

医院名称

等级

医院地址

邮编

医院电话

传真
参会信息栏

参会嘉宾 1

职务

手机(必填)

E-mail

参会嘉宾 2

职务

手机(必填)

E-mail

参会嘉宾 3

职务

手机(必填)

E-mail

参会嘉宾 4

职务)

手机(必填)

E-mail

具体负责人
10 月 23 日
参加环节

职务

手机(必填)

□ 沙龙 1

□自助晚餐

10 月 24 日

（请在方框
内打“√”）

上午：

□ 开幕式

□ 主论坛

□自助午餐

下午：

□ 分论坛 1

□分论坛 2

□分论坛 3

10 月 25 日

□ 分论坛 4

□分论坛 5

□自助午餐

上海新晖大酒店
住宿安排

(请在方框
内打“√”)

上海松江开元名都

费用

2014 年 10 月

间（500 元/间/夜）

□双床房

间（600 元/间/夜）

会务费：2800 元/人 X
住宿费：
元/间/天 X
费用合计：
元

日

退房时间

人=
间X

天=
事项

1.
2.

2014 年 10 月

日

元

发票抬头

备注

□双床房
房间类型

大酒店
入住时间

□自助晚餐

元
□会议费□会务费□服务费

登录健康界传媒官方网站：www.cn-healthcare.com 在线报名或加入健康界品牌活动 QQ
群（161249452）
，享受 100 元/人优惠；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专科会会务费”及“单位名称”，汇款回执请传真至组委会以便查询；

垂询电话： 张 超 18611081654
赵 宁 13810012928
卢利华 15010111923
传
真：010-62368448

010-82736610 转 8828
010-82736610 转 8830
010-82736610 转 8829
E-mail：luntan@hmkx.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