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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健业协〔2020〕16 号

关于举办 2020 第三届江淮论健

暨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大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分会、各级医疗机构及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安徽 2030”规划纲要》和《健

康安徽行动实施方案》，加快我省健康服务业发展，2020 第

三届江淮论健暨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大会定于 2020 年 12 月

11-13 日在安徽省阜阳市召开。大会以“后疫情时代，健康

长三角：共商·共进·共享”为主题，围绕健康服务业和大

健康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和重点问题,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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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健康服务业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着眼健康长三角高质量

建设，深入交流探讨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促进协同创新、

加快成果转化，为“健康安徽”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大会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

长刘新民、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王人颢、上海胸

科医院副院长侯旭敏、阜阳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冉献

贵等专家作专题报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组织

主办单位：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

承办单位：阜阳市人民医院

协办单位：安徽省护理学会、安徽省医管健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学术支持：《安徽医学》编辑部、《中医药临床杂志》社

媒体支持：中安在线、中安健康网、江淮大健康

二、大会时间

2020 年 12 月 11 日全天报到，12 日全天会议。

三、大会地点

报到地点：天筑豪生大酒店，地址：阜阳市颍州区淮河

路 666 号，酒店电话：0558-2699999。

会议地点：阜阳市人民医院南区，地址：阜阳市颍州区

三清路 501 号。

四、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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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邀省、市领导、两院院士及有关部门领导；

2.各市县（区）卫生健康委、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事业单

位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3.协会顾问、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

事、会员单位代表，各分会会长、副会长、常务委员、委员；

4.绩效考核分会、脑血管健康管理分会、影像诊断健康

分会候选委员；

5.2019 年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十佳”单位及个人获奖代

表；

6.第二届安徽省“江淮护理之星”获奖代表；

7.健康服务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媒体代表。

五、注册费用

1.注册费 600 元/人，含资料费、餐费，参会人员往返

交通费及住宿费用自理，回单位报销；

2.减免规定：参加援鄂抗疫医疗队队员参会免注册费；

已缴纳本年度会费的副会长单位免 3 名参会名额；其他会员

单位免 2 名参会名额（不得转让）。

六、注意事项

1.报名方式：请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前发送参会回执表

（附件 2）至组委会邮箱 jkah365@163.com，以便安排食宿。

通知及动态登陆协会官网 www.jkah.org.cn 下载查询。

2.会议要求：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参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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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均需出示安康码（绿码）及体温检测正常后方可入场，会

议全程须戴口罩，保持适当距离。

3.联系方式：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

联系人：余鑫，电话：0551-62837365，13605512890

地址：合肥市庐阳区红星路 1 号省委办公厅服务楼 9 楼

阜阳市人民医院

联系人：王伟，电话：0558-3011111，13805589690

地址：阜阳市颍州区三清路 501 号

附件：1.2020 第三届江淮论健暨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大会

议程

2.参会回执表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

2020 年 11 月 25 日

抄报：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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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第三届江淮论健暨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大会议程

时间 内容 主题 地点

09:30-21:30 12 月 11 日（星期五）注册报到 天筑豪生大酒店 大厅

10:00-20:00 健康服务业成果展布展（阜阳市人民医院） 会场外

17:00-17:30 参观阜阳市人民医院南区

17:30-18:00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会长办公会（天筑豪生大酒店纽约厅）

18:00-21:00 自助晚餐（天筑豪生大酒店 3 楼餐厅）

主持人：余华伍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8:00-19:00 绩效考核分会成立大会（天筑豪生大酒店波士顿厅）

12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主旨论坛

主持人：孙国平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轮值会长、安医大一附院副院长兼高新院区院长

门诊医技

楼 5 楼学

术报告厅

08:00-08:30 开幕式
领导致辞

第四届江淮论健交旗仪式

08:30-09:00 茶歇+全体合影（南区门诊楼前）

主持人：冉献贵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副会长、阜阳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09:00-09:30
主旨论坛

一

守正创新促人民生命健康

刘德培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持人：董辉军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大附一院副院长兼南区院长

09:30-10:00
主旨论坛

二

慢病管理

刘新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

主持人：陈 斌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副会长、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

10:00-10:30
主旨论坛

三

公立医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王人颢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

主持人：黄后宝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副会长、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10:30-11:00
主旨论坛

四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医疗精细化管理

侯旭敏 上海胸科医院副院长

主持人：王洪巨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副会长、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11:00-11:30
主旨论坛

五

以患者为中心的精细化管理

冉献贵 阜阳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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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孙 亮 安徽电视台

11:30-12:00 高峰对话 对话主题：“后疫情时代，健康长三角：共商·共进·共享”

12:00-13:30 自助午餐（医院南区后勤楼 3 楼职工餐厅）

12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 分论坛一

主持人：刘洪波 乔瑞 文刚 麻宏亮

门诊医技

楼 5 楼学

术报告厅13:30-16:30

首届江淮

绩效考核

高峰论坛

绩效考核助力学科建设

董辉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优化考核，强化绩效，深化管理

杨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基于 RBRVS 的医院绩效评价模型

崔蔚旻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绩效“国考”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刘洪波 阜阳市人民医院

12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 分论坛二

主持人：王幼萌 金 平 李宗友 汪 飞 苏西云

综合楼 16

楼 1 号

会议室

14:00-16:30

首届江淮

脑血管

健康管理

高峰论坛

国家高级卒中中心的创建体会

吴君仓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打破学科壁垒，提升卒中救治水平

杨 淼 亳州市人民医院

缺血性脑卒中抗栓治疗策略

胡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取栓串联病变处理策略

杨卫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颈动脉蹼的诊治进展

朱余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持人：余华伍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6:30-17:30 脑血管健康管理分会成立大会

12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 分论坛三

主持人：余华伍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门诊医技

楼 2 楼会

议室（超

声科）

13:30-14:30 影像诊断健康分会成立大会

主持人：尹传高 邱晓辉 汪建文

14:30-14:55
首届江淮

影像诊断

健康高峰

论坛

上半场

医学影像 AI 与区域化医疗

李传富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55-15:20
MRI 在颞下颌关节中的临床应用

刘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20-15:45
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

翟建 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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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16:00
碘对比剂安全性管理

通用电气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16:00-16:10 茶歇

主持人：吴宗山 李军 胡汉金

16:10-16:35

首届江淮

影像诊断

健康高峰

论坛

下半场

肝脏假性病变的诊断思路

吴兴旺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35-17:00
间质性肺炎病理及影像认识

赵红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7:00-17:25
心脏影像学-最后的堡垒

张俊祥 合肥平安健康检测中心

17:25-17:40
“爱加健康”影像专科联盟解决方案

朗森特科技有限公司

17:40-18:00
会议总结

邓克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8:00-19:00 自助晚餐（医院南区后勤楼 3楼职工餐厅）

12 月 12 日（星期六）晚上

一届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表彰大会

文艺汇演暨第二届安徽省“江淮护理之星”、2019 年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十佳”颁奖盛典

主持人：韩 勇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驻会副会长

门诊医技

楼 5 楼学

术报告厅

19:00-19:40

一届五次

会员代表

大会暨

表彰大会

工作报告

刘爱国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会长

财务报告

孙国平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轮值会长

轮值会长交接仪式

宣读表彰名单

冉献贵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轮值会长

年度表彰

主持人：沈诗华 阜阳市人民医院院感科主任 范俊鹏 阜阳信息工程学院播主班老师

19:40-20:30 文艺汇演

20:30-21:00
第二届安徽省“江淮护理之星”、2019 年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十佳”

颁奖盛典

12月 13 日（星期日）上午

08:30-12:00 “全民健康江淮行”走进阜阳大型公益义诊

阜阳市

人民医院

南区

备注：最终日程以现场公布为准，相关解释权在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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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姓 名 性别 科室/部门 职 务 手 机

指定账户

账户：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

账号：1302014109200144633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合肥三牌楼支行

汇款时请注明：单位名称＋姓名＋江淮论健

住宿要求 □单住 □合住 □自行安排

付款方式 □银行 □现金 汇款日期及汇款人

发票抬头 纳税号

报到地点：天筑豪生大酒店，地址：阜阳市颍州区淮河路 666

号，酒店电话：0558-2699999。

□预定数量标间 个，单间 个。

注：因参会人员较多，需提前预定住宿。请于 2020 年 12

月 4日前发送参会回执表至组委会邮箱 jkah365@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