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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慢病管理大会 
  

 

 

关于召开第十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0 年-2018 年，中国慢病管理大会成功举办了九届，是我国慢病管理领

域里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并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大会得

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司局和单位的指导及支持。 

为进一步推进慢病管理学术交流，发挥大会交流平台作用，新探健康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和慢病界拟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15 日在北京共

同举办“第十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在我国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

“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在慢病防控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弘扬丝绸之

路精神，开展健康丝绸之路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发挥世界强国影响力作用，

对我国和全球慢病防控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时代价值。本届大会将立足国内，

放眼国际，拟邀请国内外高级别政府管理者和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出席，通

过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举办大规模慢病产业展览会等形式多样的会议，融合

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抗击慢病，维护和保障公众健康。 

附 1：大会框架、日程 

附 2：报名回执 

 

中国慢病管理大会组委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大会组委会〔2019〕第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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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大会框架、日程 

一、时间 

2019年 6月 13日-15日（周四、周五、周六）（13日报到） 

二、地点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三、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慢病界 

（二）联合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大工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全国脑血管病防治研究办公室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心血管病分会 

    艾社康基金  

（三）联合支持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信息中心 

    中国农村卫生协会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  

（四）公益支持单位 

北京大医公益基金会  

（五）媒体合作 

中国网、新华网、中国日报、中国卫生画报、健康报、医学界、中国社区

医师杂志、医脉通、中国数字医疗网、E药经理人、华医网等媒体  

四、主题和口号 

主题：回顾与展望——新时期•新需求•新对策 

口号：应对慢病  我们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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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会人员 

卫健委系统、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健康教育和促进机构、各级医院、基层

医疗机构、学会协会、医学院校、媒体、企业等不同领域领导、专家及相关代

表。 

六、会议模块（拟邀，以会议现场为准） 

（一）14 日主论坛 

14日 主论坛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大会开幕式 

主持人：蔡 紫  著名主持人   杨洪伟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大会主席 

08:00-08:30 大会开幕致辞 

王陇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名誉主席 

毛群安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 

雷正龙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吉拥军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大工作部副主任 

高  力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 

新时期∙新需求∙新对策 

主持人：孔灵芝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 

08:30-09:30 

新时期新需求形势

下的慢病防治新策

略与体系 

焦雅辉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领导 

李新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 

费和平  决心工程项目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感恩十年 

主持人：蔡  紫  著名主持人   杨洪伟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大会主席 

09:30-09:50 
回首与展望 

嘉  宾：王文志 全国脑血管病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主任 

09:50-10:00 互动时间 

一带一路慢病防控 

主持人：张宏民 原中央电视台著名新闻主播、杨洪伟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大会主席   

10:00-11:3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健康促进规划与慢

病防控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机构代表 

对话嘉宾： 

朱林冠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王  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副主任 

赵文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 

11:35-11:50 
《基层慢病运动干预指导建议》发布仪式 

主持人：陶茂萱  原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 

11:50-13:00 午  餐 

科技赋能健康扶贫 

主持人：朱宝铎   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 

13:00-13:30 乡村医生慢病管理 朱宝铎   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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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现状 

四位一体智慧扶贫 陈启宇   复星国际执行董事、联席总裁，复星医药董事长   

乡村医生健康管理

智慧升级计划启动

仪式  

高  翔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鉴定指导

办公室副主任 

市长论坛 

主持人: 张晓楠  CCTV新闻频道主持人 

13:30-14:30 

健康城市规划建设

中的慢病防控体系

建设经验回顾与未

来展望 

3～4个相关城市市长 

观 点 

主持人：李长宁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   

14:30-15:30 上半场：专题报告 

以信息技术促进专科医联体发展 

王  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院校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糖尿病管理的中国方案 

翁建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临床医学院执行院长 

智慧血压管理 

王继光   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 

主持人：张晓龙  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   

15:30-16:00 下半场：情景访谈 

仲继寿   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 

臧海燕   中国建筑学会主动式建筑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王式功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环境气象与健康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 

16:00-16:10 休  息 

智慧医院与慢病管理 

主持人：廖新波  原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 

16:10-17:10 
互联网+慢病管理的

现状及前景 

张学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信息中心主任 

沈剑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大数据办

调研员 

胡瑞荣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医疗资源处副处长 

贾振华 河北以岭医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企业社会责任 

主持人：廖文科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 

 

 

17:10-17:45 

 

新时代背景下企业

参与慢病管理的责

任和形式 

滴露研珠写赤诚 

胡  蓉   英国利洁时集团旗下滴露品牌负责人 

创新.合作 改变中国糖尿病 25年 

何瑞克   诺和诺德大中国区糖尿病市场部副总裁 

第三方医学检验在慢病管理中的责任与实践 

谢江涛   金域医学集团副总裁 

18:30-20:00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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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5 日分论坛 
15 日  医疗中心引领下的重点慢病管理论坛 

主持人：黄二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院管理与改革研究室主任 

08:30-09:00 医联体公共卫生管理 

09:00-09:30 
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政策与要求 

王莉莉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资源处副处长 

09:30-10:00 
医联体的建设与慢病管理 

黄二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院管理与改革研究室主任 

10:00-10:10 休  息 

10:10-10:40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高血压专病医联体建设 

张伟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教授 

10:40-11:10 
地方医疗集团的建设实践 

邵  教  镇江市医疗集团理事长、党委书记、院长 

11:10-11:40 
医院信息化促进慢病管理 

陈卫平  无锡市人民医院院长 

11:40-11:45 会议总结 

 

 
15日  县域医共体慢病管理论坛 

主持人：陈  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农村卫生处处长 

08:30-09:00 
县域医共体的规划建设与试点案例解析 

江蒙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09:00-09:20 
肝病防治管理实践  

徐小元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09:20-09:40 
乙肝慢病管理实践经验分享 

周观林  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专家点评） 

09:40-09:50 休  息 

09:50-10:10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社区诊疗指导原则 

宋纯理  中国老年医学会骨与关节委员会第二届委员 

10:10-10:30 
双管齐下，探索县域慢病管理新模式 

赵焕东  永城市人民医院（专家点评） 

10:30-10:50 
医共体慢病管理实践与探索 

潘可平  瑞安市人民医院（专家点评） 

10:50-11:00 会议总结 

 

 
15 日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基层慢病管理论坛 

主持人：张并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基本公共卫生处处长 

08:30-09:00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评价 

尤莉莉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09:00-09:30 基本公卫与慢病医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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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雨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09:30-10:00 
三高共管在基层，提升心脑血管疾病防控水平 

王  蓓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外联部部长 

10:00-10:30 
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解读 

王增武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社区防治部主任 

10:30-10:40 休  息 

10:40-11:10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地方实践 

胡春霖  西安市莲湖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11:10-11:35 
东莞寮步高血压防控路径的探索 

汤松涛  广州东莞寮步社区卫生院主任 

11:35-11:40 会议总结 

 

 
15日  糖尿病防治论坛暨中国好血糖计划项目阶段总结会 

主持人：马吉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和老龄健康管理处副处长 

08:30-09:00 
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解读 

吴红花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09:00-09:30 
糖尿病社区管理 

吴  浩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09:30-09:40 中国好血糖计划项目阶段总结 

09:40-11:40 

优秀糖尿病管理案例征集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 

点评嘉宾： 

姜  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信  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内科及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吴  浩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吴红花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周灵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11:40-11:45 会议总结 

 

 
15 日  2019 年基层慢病共患病论坛 

主持人：李学旺 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教授 

        严晓伟 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教授 

08:30-08:45 李学旺主席致辞  

08:45-09:00 严晓伟主席致辞  

09:00-09:30 
ACS 伴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的治疗策略探讨  

刘文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重症监护室教授 

09:30-10:00 
糖尿病肾病的综合诊治  

郝传明  上海华山医院肾内科教授 

10:00-10:15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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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0:45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血压管理策略  

马锐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教授 

10:45-11:15 
从基础高血糖视角探讨 T2DM 的全程管理  

谷伟军  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副教授 

11:15-12:00 讨论与问答（全体） 

12:00-12:15 会议总结（主席） 

 

 
15日  疾控慢病管理论坛 

上半场：专题报告   

主持人：刘世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和老龄健康管理处政策评价室主任 

13:30-13:40 国家慢病防控示范区策略分析 

13:40-14:10 
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郭  欣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体改司综合处副处长    

14:10-14:40 
慢性病综合防控机制创新与实践探索 

张永青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病疾病防制所副所长、主任医师 

14:40-15:10 

慢病防控示范区地方经验分享 

张  培  湖北省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李  辉  浙江省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防所所长 

15:10-15:20 休  息 

下半场：热点对话——如何积极推进国家慢病防控示范区建设？ 

主持人：仲伟鉴  原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15:20-16:50 

对话嘉宾：周  刚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慢病防治研究所所长         

张  培  湖北省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李  辉  浙江省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防所所长 

16:50-17:00 会议总结 

 

 
15日  慢病健康教育论坛 

主持人：陶茂萱  原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 

13:30-14:00 
科普智库的规划与建设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相关部门负责人 

14:00-14:30 
湖北省慢病健康教育实践 

徐静东  湖北省健康教育所所长 

14:30-15:00 
四川省慢病健康教育实践 

刘兆炜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 

15:00-15:30 
山西省慢病健康教育实践 

董海原  山西省健康教育中心主任 

15:30-15:40 休  息 

15:40-16:00 
慢病健康教育与科普传播 

刘友良  人民卫生出版社健康传播中心编审、高级策划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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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20 
如何用微信做科普教育 

杨小明  健康时报新媒体部主任 

16:20-16:40 
新媒体时代的医学健康教育 

陈奇锐  医学界创始人 

16:40-17:25 热点讨论：新媒体时代，如何与健康教育“伪科学”过招？ 

17:25-17:30 会议总结 

 

 
15日  科技改变健康论坛 

主持人：陈瑞娟  IPSOS 商务咨询副总监 

13:45-13:50 主持人致辞 

13:50-14:10 
信息化手段在基层健康管理的应用与实践   

李晓东  西安市莲湖区社区卫生服务指导中心主任 

14:10-14:30 
科技助力基层健康管理的应用与实践 

顾  湲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教授 

14:30-14:50 
智慧提升社区高血压管理能力 

吴  浩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14:50-15:10 
社区视觉健康与眼病防治 

刘熙朴  北京视觉科学研究所所长 

15:10-15:30 
基于 IT+AI 慢病心身健康风险评估在老龄健康管理应用 

陈宗涛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科主任 

15:30-15:40 休  息 

15:40-16:00 
高血压病漫谈 

刘世儒  甘肃正学中医研究院院长 

16:00-16:20 
AI驱动的医学大数据安全共享 

钱大宏  上海交大医疗机器人研究院人机智能中心主任 

16:20-16:40 
科技提升公益效能 

张翼飞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16:40-17:20 

圆桌论坛：科技助力中国基层医疗数字化建设 

主持人：赵 峰  复上海复星星医通 VP 

讨论嘉宾： 

吴  浩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顾  湲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教授 

陈宗涛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科主任 

钱大宏   上海交大医疗机器人研究院人机智能中心主任 

乜英辉   中国医疗康复协会智慧社区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提问嘉宾： 

毓  星   中国医学装备学会超声装备技术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熙朴   北京视觉科学研究所所长 

刘世儒   甘肃正学中医研究院院长 

江金锋   福州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张翼飞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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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慢病自我管理专家科普讲堂 

主持人：管  军  天津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14:00-14:30 
五禽微运动    

胥  江  清华大学微运动推广大使、成都市青羊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14:30-15:00 
慢病养生 

洪昭光  著名健康教育专家 

15:00-15:30 
葛氏捏筋拍打疗法 

葛凤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骨伤科主任 

15:30-15:40 休  息 

15:40-16:10 
健康生活，除菌先行 

张涵健  英国利洁时集团北亚区医学事务经理 

16:10-16:40 
如何通过互联网社区创新糖尿病健康管理模式 

郭启煜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 

16:40-17:10 
中医药慢病防治 

代金刚  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央视健康之路特约专家 

17:10 活动结束 

 

 

七、参会须知 

本次会议费 1500 元/人（含会议费、资料和 14-15 日午/晚餐），住宿

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本次会议不安排接送站，请参会老师自行前往。（北

京国际会议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院 3 号楼） 

 

中国慢病管理大会组委会 

联系人：陈老师  13811298268（微信同） 

电  话：010-64262704         传  真：010-64243004 

邮  箱：ncd@ncd.org.cn       官  网：www.ncd.org.cn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9 号 608 室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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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2019 年第十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 

回执表 

*单位名称  

*发票抬头  

*纳税识别号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科 室 *手 机 电 话 *邮 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住宿需求 

五洲大酒店 

（四星） 

标准间：650 元间/天   标准双床单住（     ）  标准双床合住（     ） 

入住日期：2019 年 6 月     日 离店日期：2019 年 6 月     日 

房间数量：（      ）间 

北京民族园智选假
日酒店 

（四星） 

标准间：590 元间/天   标准双床单住（    ）  标准双床合住（    ）   大床房（    ） 

入住日期：2019 年 6 月     日 离店日期：2019 年 6 月     日 

房间数量：（    ）间 

亚运村宾馆 

（三星） 

标准间：400 元间/天    

请上网自行预定：http://huiyuangongyu.com.cn/e/order/morder.php?id=188  

无住宿 自行安排（     ） 

备注：因参会人数较多，组委会洽谈了会场附近价位不同距离不同的酒店，如参会代表无特殊要求，房间分配以报到先

后顺序安排。请在（√）内选择需要的房间数量并填写数量；入店、离店日期请务必填写。 

大会承办单位 
汇款信息 

需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请汇款至以下账户 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请汇款至以下账户 

账户名称：健康头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账户名称：欧瑞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账   号：1105  0138  5800  0000  0260 账   号：1100  1085  8000  5300  4607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燕莎东支行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温馨提示 

1、受营改增相关规定影响，现场缴费或 6 月 6 日后汇款的单位及个人，发票将于会后一个月内挂号信

寄出，需现场取得纸质发票的单位及个人，请提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缴费，以免影响报销流程。 

2、汇款前，请注意根据开票需求选择相对应的汇款账户。 

3、汇款请备注“慢病大会”字样，通过个人账户汇款请标注开具发票单位名称。 

 

注：报名请回复：ncd@ncd.org.cn 

 

http://huiyuangongyu.com.cn/e/order/morder.php?id=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