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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红色胸牌绳：嘉宾 /讲者       佩戴黄色胸牌绳：台湾嘉宾          佩戴蓝色胸牌绳 : 参会代表

佩戴紫色胸牌绳：工作人员         佩戴橘色胸牌绳：企业参展人员

注：胸牌是参会的唯一凭证。进入住宿区、会议区请务必佩戴胸牌。无胸牌或未佩戴者，大会有权拒绝并禁止进入住宿区和会议区。

会议退房时间为中午 12:00，超过 12:00 加收半天房费，超过 18:00 加收全天房费（退房后可将行李寄存）

会议指南  CONFERENCE GUIDEBOOK

关于胸牌标识

关于住宿

关于会场

时 间 使用时间 会议主题 会议地点

6月 14日

13:00-18:00 分会场一：医院安全和医疗服务品质 二楼中国汇A厅

14:00-17:10 分会场二：全科医学培训与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二楼中国汇B厅

14:00-18:00 分会场三：食品安全与营养 三楼格物ABC厅

14:00-17:30 分会场四：现代社区康复与医养结合 二楼格致AB厅

6月 15日

08:30-09:00 开幕式

二楼中国汇ABC厅09:00-11:00 主论坛

11:00-12:00 两岸卫生健康战略对话

14:00-17:40 分会场五：医院管理与医疗品质 二楼中国汇A厅

14:00-17:50 分会场六：临床药品管理与合理用药 二楼中国汇B厅

14:00-18:40 分会场七：肿瘤防治最新进展—肝癌与免疫 二楼中国汇C厅

14:00-17:30 分会场八：信息化建设与智慧医疗 二楼格致AB厅

14:00-17:30 分会场九：肿瘤防治最新进展—前列腺癌精准治疗与合理用药 三楼格物ABC厅

14:00-18:15 泌尿疾病诊治新思考专题讨论交流会
亚洲海湾大酒店南
区主楼2楼海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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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凭当日当餐餐劵到指定地点用餐 ，遗失不补

徐瑶瑶   18310452600     专家 /讲者

张晓桐   15001009909     台湾嘉宾 /住宿

姚晨玥   18610089863     会场事宜 /搭建

韩  雪   13911869549     布展事宜 /资料

用 餐

乘 车

大会组委会咨询方式

关于发票

住宿费发票：住宿期间可随时至所住酒店前台开具

用餐类型 时 间 地  点

早餐 14-16日           07:00-09:00 所住宿酒店早餐厅

午餐
 14日             12:00-13:30 所住宿酒店餐厅

 15日             12:30-13:30 佰翔五通一层恰恰/三层格尚餐厅

晚餐 14-15日           18:00-20:00 佰翔五通三层格尚

日  期 乘车路线 乘车集合时间 集合地点 发车时间

14日

天元酒店→佰翔五通 13:10-13:30 天元酒店大堂 5分钟1辆 /车满即走

佰翔五通→天元酒店 17:30-18:00 佰翔五通酒店大堂 5分钟1辆 /车满即走

厦门日航→佰翔五通 13:10-13:30 厦门日航大堂 5分钟1辆 /车满即走

佰翔五通→厦门日航 17:40-18:00 佰翔五通酒店大堂 5分钟1辆 /车满即走

15日

天元酒店→佰翔五通 07:50-08:00 天元酒店大堂 5分钟1辆 /车满即走

佰翔五通→天元酒店 12:00-12:40 佰翔五通酒店大堂 12:40准时发车/仅一趟

佰翔五通→亚洲海湾 13:00-13:20 佰翔五通酒店大堂 13:20准时发车/仅一趟

亚洲海湾→佰翔五通 17:40-18:00 亚洲海湾酒店大堂 18:00准时发车/仅一趟

16日
佰翔五通→参观机构 08:20-08:30 佰翔五通大堂 08:30准时出发

参观机构→所住酒店 11:30-11:50 参观时下车地点 11:50准时发车



04 第十一届海峡论坛 - 卫生健康分论坛

0192

主论坛、开幕式

分会场一

分会场二

分会场五

分会场六

分会场七

分会场四

分会场八

分会场三

分会场九

二 楼

三 楼

N

厦门佰翔五通酒店
会议平面图 FLOOR PLAN

中国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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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内  容

6 月 15 日 （星期六）  二楼中国汇ABC厅

主持人：王立基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会长

08:30-09:00 开幕式

1. 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国桂荣致辞 

2. 海峡论坛—卫生健康分论坛主席黄洁夫致辞 

3. 海峡论坛—卫生健康分论坛主席胡幼圃致辞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贺胜致辞

主持人：方  俊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副会长

        苏清泉  中华华夏医师协会会长   

09:00-09:25
主题：互联网 + 医疗服务的发展与应对

主讲：郭燕红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

09:25-09:50
主题：台湾医药产业创新机制与政策

主讲：路孔明  中天生技集团董事长

09:50-10:15
主题：医疗保险的改革与发展展望

主讲：岳小林  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

10:15-10:40
主题：台湾健康产业的发展与变革

主讲：张  珩  台湾精准医疗品质策进会理事长

10:40-11:00 休息

两岸卫生健康战略对话

主持人：戴小楠  厦门卫视

11:00-12:00

1. 慢病防治与健康

2. 公立医院改革与医学人才队伍建设

3. 中医中药发展策略、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

4. 健康科技产业创新、健康信息的联通与服务

对话嘉宾：

大陆：王陇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卫生部副部长

      蔡秀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

      陈晓红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医院评审评价研究部主任

      张卫东  上海中医药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

台湾：李祖德  台北医学大学董事长

      张  珩  台湾精准医疗质量策进会理事长

      阎  云  台北医学大学原校长

      孙茂峰  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院院长

开幕式、主论坛

大会日程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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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内  容

6 月 14 日 （星期五）  二楼中国汇A厅

主持人：王吉善  海医会医院质量安全促进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13:00-14:00 海医会医院质量安全促进专委会成立会

14:00-14:10

分会场嘉宾致辞：

  陈晓红  海医会医院质量安全促进专委会主任委员

  谢武吉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监事会主席

  郭燕红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

  王立基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会长

14:10-14:35
主题：安全起航  一路平安

主讲：何纪毅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务处主任  

14:35-15:00
主题：厦门市医疗纠纷分析与医疗安全管理

主讲：巫  斌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处长

15:00-15:25
主题：营造机构全面品质管理—台湾医疗品质指标系统

主讲：朱纪洪  台湾宏恩综合医院院长

15:25-15:50
主题：医院安全与医疗品质服务

主讲：彭明强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

主持人：张国安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医政管理处处长

        朱子斌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顾问

15:50-16:15
主题：优质组织文化与病安管理成效之关联性

主讲：吴怡昌  台湾员荣医疗体系副总院长

16:15-16:40
主题：厦门长庚医院质量安全管理之经验

主讲：蔡荧煌  厦门长庚医院院长

16:40-17:05
主题：台湾病人安全发展现况

主讲：朱益宏  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理事长

17:05-17:30
主题：医院评审评价促进医院品质提升

主讲：陈晓红  海医会医院质量安全促进专委会主任委员

分会场一：医院安全和医疗服务品质

承办单位：海医会医院质量安全促进专委会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

论坛主席：陈晓红  谢武吉  



07 第十一届海峡论坛 - 卫生健康分论坛

0192 07

分会场二：全科医学培训与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时 间 内  容

6 月 14 日 （星期五）  二楼中国汇B厅

主持人： 潘志刚  海医会全科医学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宗献  中华华夏医师协会副理事长

14:00-14:10
分会场主席致辞：潘志刚  海医会全科医学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苏清泉  中华华夏医师协会会长

14:10-14:30
主题：基层卫生健康重点工作任务

主讲：聂春雷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 

14:30-14:50
主题：价值的根源—社区导向的健康照护

主讲：石曜堂  演译基金会董事长

14:50-15:10
主题：厦门市分级诊疗工作探索与成效

主讲：苏妙玲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15:10-15:30
主题：台湾社区医疗群建设及运行机制

主讲：蔡明忠  中华华夏医师协会理事长

15:30-15:50
主题：精准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主讲：朱月伟  浙江省基层卫生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主持人： 赖以刚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科技教育处处长

         陈志忠  中华华夏医师协会副理事长

15:50-16:10
主题：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学科建设与规培基地建设

主讲：潘志刚  海医会全科医学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6:10-16:30
主题：台湾家医如何面对新挑战—社区医疗及长期照护

主讲：陈俊宏  台湾诊所协会全联会秘书长

16:30-16:50
主题 :社区医院试点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主讲：吴胜利  南京市铁心桥社区医院院长

16:50-17:10
主题：姑息治疗介绍与经验

主讲：高庆云  圣保禄医院家庭医学科主任

承办单位：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分会  中华华夏医师协会

论坛主席：潘志刚  苏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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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内  容

6 月 14 日 （星期五）  三楼格物ABC厅

主持人：霍军生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

14:00-15:00 召开海医会食品安全与营养专委会成立会

15:00-15:10

分会场主席致辞

霍军生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

孙宝年  台湾海洋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

15:10-15:30
主题：大陆食品安全与营养体制与机制介绍 

主讲：李泰然  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巡视员

15:30-15:50
主题：微生物检验技术国内外进展

主讲：李凤琴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

15:50-16:10
主题：台湾食品安全与营养保健

主讲：韩柏柽  台北医学大学进推处处长

16:10-16:20 休息

16:20-16:40
主题：新时代下大陆营养健康的需求与机遇

主讲：霍军生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

16:40-17:00
主题：从食安风暴升华 – FGMP 精进为 TQF 的历程

主讲：孙宝年  台湾海洋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

17:00-17:20
主题：食品中活性蓖麻毒素快速检测研究

主讲：孙洁芳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

17:20-17:40
主题：四物汤与乳腺上皮细胞癌症进程

主讲：张君如  台湾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副教授

17:40-18:00
主题：食源性疾病监测体系构建—山西实践

主讲：王三桃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室主任

分会场三：食品安全与营养

承办单位：海医会食品安全与营养专委会

论坛主席：霍军生  孙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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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内  容

6 月 14 日 （星期五）  二楼格致AB厅

主持人：刘建忠  福建中医药学会会长、原福建省康复医院院长 

        黄松雄  中华医养健康总会理事长

14:00-14:10

分会场主席致辞：

刘建忠  福建中医药学会会长、原福建省康复医院院长 

黄松雄  中华医养健康总会理事长

14:10-14:30
主题：台湾小区康复服务创新模式—以五甘心物理治疗所为例

主讲：廖泰翔  台湾海峡两岸医事交流协会执行长

14:30-14:45
主题：补社区康复短板、助健康中国建设

主讲：刘建忠  福建中医药学会会长、原福建省康复医院院长 

14:45-15:00
主题：台湾社区医疗之发展与展望

主讲：谢武吉   台湾社区医院协会理事长

15:00-15:15
主题：社区智能康复平台建设的构想

主讲：张安仁  成都军区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

15:15-15:35
主题：高龄社群保健原则与实物

主讲：苏  喜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教授

15:35-15:50
主题：中医康复在社区康复中的应用

主讲：金荣疆  成都中医药大学养生康复学院院长

15:50-16:00 休息

16:00-16:20
主题：台湾高龄长者照护管理模式

主讲：王桂芸  台湾护理学会理事长

16:20-16:40
主题：台湾社区康复的新趋势

主讲：徐弘正  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16:40-17:00
主题：健康中国之弘爱探索

主讲：游兴泉  弘爱医院董事长

17:00-17:20
主题：过敏自体免疫疾病及老年人保健之康复理论与技术

主讲：黄鼎殷  台湾再生诊所院长

17:20-17:40
主题：从社区康复迈向健康中国

主讲：周志建 新太平澄清医院副院长

17:40-18:00
主题：康养产业建设及发展整体构想

主讲：秦晓东  山东鼎瓯文化旅游发展集团董事长

分会场四：现代社区康复与医养结合

承办单位：福建省康复医院  中华医养健康总会

论坛主席：刘建忠  黄松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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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 （星期六） 二楼中国汇A厅

主持人：姜  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林宏荣  台湾奇美医院副院长

14:00-14:10
分会场嘉宾致辞

主讲：艾开兴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医院管理专委会副主委

14:10-14:35
主题：医院人才创新管理与发展

主讲：詹天民  台湾彰化基督教医院副院长

14:35-15:00
主题：现代信息技术在改善医疗服务和质量中的实践

主讲：姜  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15:00-15:25
主题：从医疗品质到健康价值—谈医疗体系的整合再造

主讲：林宏荣  台湾奇美医院副院长

15:25-15:50
主题：基于联盟医院的优势专科服务拓展模式的创建与应用

主讲：艾开兴  上海肺科医院院长

15:50-16:00 休息

主持人：王伟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常务副院长

        张  珩  台湾精准医疗品质策进会理事长

16:00-16:25
主题：兼顾医院需求与社会责任的医管创新与发展

主讲：陈明晃  嘉义基督教医院副院长

16:25-16:50
主题：关于“最多跑一次”的行与思—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经验

主讲：王伟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常务副院长

16:50-17:15
主题：新医改下医院策略运营管理

主讲：黄明国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副院长

17:15-17:40
主题：自管理面着手医院之节能减排

主讲：李永如  台湾永续力发展学会理事长

分会场五：医院管理与医疗品质

承办单位：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医院管理专委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论坛主席：王建安  郭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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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 （星期六）  二楼中国汇B厅

主持人：刘茂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药学部主任、福建省药学会理事长

14:00-14:15

致辞：

张伶俐  海医会医院药学专委会主委、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副院长

胡幼圃  海医会医院药学专委会名誉主委、台北医学大学讲座教授

张国安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医政管理处处长

王立基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会长

 主持人：武新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主任药师、天津市药学会副理事长

14:15-14:45
主题：合理用药与医院药学发展

主讲：张文宝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医疗管理处副处长

14:45-15:10
主题：健康服务终极目标：健康产出和患者满意度

主讲：李幼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研究员

15:10-15:35
主题：医疗机构短缺药品管理指南的制定及其实践意义

主讲：赵荣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主任

15:35-15:55
主题：解决全球性难题“短缺药品”之台湾经验

主讲：张豫立  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学部主任

15:55-16:05 休息

 主持人：孙洲亮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药学教研室主任 、厦门市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主委

16:05-16:20
主题：生物类似药研究进展

主讲：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主任

主持人：叶明功  国防医学院药学系教授

        蔡本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药学部主任

16:20-16:40
主题：构建安全用药管理体系 降低用药风险 -药师在行动 

主讲：邱  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主任

16:40-17:00
主题：药物安全管理中的药师责任 

主讲：邝耀深  香港医院管理局高级药师 

17:00-17:20
主题：台湾长期照护和居家药学服务

主讲：谭延辉  台湾药师公会全联会药事照护发展中心执行长

17:20-17:40
主题：台湾药师在降低医疗成本中的角色

主讲：谢右文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药剂部主任

17:40-17:50 会议总结

分会场六：临床药品管理与合理用药

承办单位：海医会医院药学专委会  福建省药学会  厦门市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

论坛主席：张伶俐  胡幼圃

执行主席：刘茂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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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 （星期六）  二楼中国汇C厅

14:00-14:30

嘉宾致辞：

吴健雄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肿瘤防治专委会主委

林哲安  光亚健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立基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会长

主持人：高明见  台湾医事联盟协会理事长 

        朱继业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叶胜龙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大内科主任

        张洪来  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14:30-14:45
主题：中西医结合：数字化中医观点的免疫治疗

主讲：林哲安  光亚健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4:45-15:00 
主题：复合式冷冻消融在肝癌的临床应用

主讲：杨武威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全军肿瘤中心副主任

15:00-15:15
主题：盘点 2018-2019 年肝癌治疗新药与临床研究成果

主讲：张宽耀  香港综合肿瘤中心临床肿瘤科主任

15:15-15:30
主题：肝癌与肝炎病毒的相关研究

主讲：孟庆华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

主持人：邵永孚  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

        卫立辛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肿瘤免疫与基因治疗研究中心主任

15:30-15:45 
主题：肝脏肿瘤之标靶治疗及免疫治疗新进展

主讲：陈若白  台大医院肿瘤医学部主治医师

分会场七：肿瘤防治最新进展—肝癌与免疫

承办单位：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  国家癌症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名誉主席：黄洁夫、吴孟超、彭汪嘉康、陈肇隆、刘允怡、程书钧、陈可冀、王学浩、詹启敏、赫捷

          陈孝平、董家鸿、樊嘉

学术顾问：高明见、黄三德、彭淑牖、邵永孚、杨甲梅

论坛主席：吴健雄、林哲安

秘 书 长：荣维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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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 （星期六）  二楼中国汇C厅

15:45-16:00 

主题：肝癌免疫治疗的进展

主讲：周爱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

      张  雯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16:00-16:15
主题：肝癌的细胞免疫治疗

主讲：叶韵斌  福建省肿瘤医院肿瘤免疫学研究室暨肿瘤内科研究室主任

16:15-16:30 休息

主持人：杨甲梅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特需治疗一科主任

        卢穗万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肝胆分会常委

        陈  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副主任医师

        高  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

16:30-16:45 
主题：扩散性大肠癌的后期治疗：案例分享

主讲：蔡添成  香港综合肿瘤中心 (九龙 ) 临床肿瘤科主任

16:45-17:00 
主题：用《伤寒论》的中医思维治疗原发性肝癌

主讲：郑东海  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17:00-17:15
主题：全身立体定位放疗技术在肝癌之应用

主讲：刘明祥  高雄阮综合医院放射肿瘤科医学物理及技术主任

17:15-17:30
主题：放疗在肝癌综合治疗中的新实践

主讲：王维虎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

17:30-17:45
主题：微创与扶正协同是中央型肝癌治疗的主导方向

主讲：吴健雄  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协会肿瘤防治专委会主委

主持人：郑伟达、张绍庚、祁付珍、宋京海、王兆海、曾文龙、陈俊辉、郑文通

17:45-18:30

问答与讨论：

大陆专家：车  旭、戴朝六、邓和军、方公贤、简以增、姜杰、金衍波、廖德泳、刘付宝、

          卢介珍、苗成利、牛丽娟、潘兴昌、阙敢波、荣维淇、石素胜、宋岩、王黎明、

          吴  凡、吴永良、曾辉英、曾金雄、曾奕明、郑伟鸿、智绪亭。

注：每人每次提问不超过 1分钟，每人每次发言（或回答）不超过 3分钟，可多次问答。

18:30-18:40 杨甲梅教授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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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 （星期六） 二楼格致AB厅

主持人：洪  涛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处长

        邱荣章  郭综合医院副院长

14:00-14:10

分会场主席致辞：

孙  卫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谢武吉  台湾社区医院协会理事长

14:10-14:30
主题：智慧医疗 健康伴行

主讲：钱永跃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处长

14:30-14:50
主题：智慧医疗时代医院信息化建设管理

主讲：李飞鹏  台北医学大学副校长

14:50-15:10
主题：数据科学赋能临床医学—重塑医疗模式的实践

主讲：肖  飞  欣凯医药总裁

15:10-15:30
主题：AI 在医管领域创新发展—提升临床医师用药品质及安全

主讲：黄琡雅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秘书长

15:30-15:50
主题：整合医疗团队打造医疗智慧云

主讲：邵诗媛  奇美医院副院长  

15:50-16:10
主题：基于医疗物联网的孕期院外健康检测、健康管理和健康服务

主讲：姚  剑  浙江铭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16:10-16:30
主题：台湾实施电子病历的发展与应用

主讲：王美纯  台湾社区医院协会医疗信息管理专家

16:30-16:50
主题：智慧医疗协作—促进生产模式变革

主讲：陈  飚  北京红云融通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16:50-17:10
主题：社区医院发展特色智慧医疗经验分享

主讲：吴家勋  怡仁综合医院管理部主任

17:10-17:30
主题：智慧医疗在医疗观光中的应用

主讲：吴明彦  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秘书长

分会场八：信息化建设与智慧医疗

承办单位：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台湾社区医院协会

论坛主席：孙卫  谢武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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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 （星期六）  三楼格物ABC厅

 主持人：于大雄  台湾三军总医院泌尿外科教授

14:00-14:10

主席致辞：

邢金春  海医会泌尿外科专委会候任主委

张  珩  台湾精准医疗品质策进会理事长

14:10-14:30
主题：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生物学基础和治疗策略

主讲：曾  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教授

14:30-14:50
主题：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的治疗新篇章

主讲：龚  侃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14:50-15:10
主题：精准医疗在前列腺癌放射线治疗的应用

主讲：季匡华  台湾新光医院肿瘤治疗科主任

15:10-15:30
主题：醋酸阿比特龙在权威指南和专家共识中的地位

主讲：吴  准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15:30-15:40 休息

 主持人：王长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药师

15:40-16:00
主题：抗肿瘤药的合理应用

主讲：袁海龙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原空军总医院）医学部主任

16:00-16:20
主题：新型抗肿瘤药物合理应用与管理

主讲：张  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药学部主任 

16:20-16:40
主题：以第一线医师谈前列腺癌合理用药的台湾经验

主讲：张伸光  圣保禄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16:40-17:10 总结

分会场九：肿瘤防治最新进展—前列腺癌精准治疗与合理用药

承办单位：海医会泌尿外科专委会  台湾精准医疗策进会

论坛主席：邢金春  张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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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 （星期六）  亚洲海湾大酒店南区主楼 2楼海岸厅

主持人：邢金春  海医会泌尿外科专委会候任主委

14:00-14:30

主题对话：百家争鸣之结石篇

主题：上尿路 /输尿管上段结石碎石术后是主动消石，还是被动排石？

主持：李先林

讨论专家：庞  俊、李文成、胡换春、张小滨、李  超、段  波

 主持人：陈斌、陈跃东、王惠强

14:30-14:40
主题：球囊扩张术治疗治疗输尿管狭窄体会

主讲：陈  斌

14:40-14:50
主题：波科卫星会 

主讲：王惠强

14:50-15:00
主题：输尿管软镜在肾盏憩室治疗术中的应用

主讲：陈  斌

15:00-15:10
主题：双引擎时代的思考 

主讲：陈跃东

15:10-15:40

主题对话：百家争鸣之盆底篇

主题：盆底疼痛的病因探讨

主持：杜广辉

讨论专家：吕坚伟、沈百欣、张建育、庄志明

15:40-16:10

主题对话：百家争鸣之激光篇

主题：前列腺剜除：激光 VS 等离子

主持：陈  忠

讨论专家：梅红兵、刘萃龙、谢锦来、郑嘉欣、秦家轩

16:10-16:40

辩论：孰是孰非之肿瘤篇

主题：特殊病理类型的肾肿瘤（如乳头状瘤）行 NSS 靠谱吗？ 

主持：邢毅飞

正方：王荫槐、苏开德、陈伟东、施继鼎、李  伟

反方：陈敏丰、陈  祥、曹国灿、任  新、黄海超

泌尿疾病诊治新思考专题讨论交流会

承办单位：海医会泌尿外科专委会

论坛主席：邢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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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内  容

6 月 15 日 （星期六）  亚洲海湾大酒店南区主楼 2楼海岸厅

16:40-17:10

辩论：孰是孰非之结石篇

主题：无症状肾盏憩室结石是否需要治疗？

主持：刘昌明

正方（需要）：周  军、陈国毅、唐  华、邓超雄

反方（不需要）：蒋宏毅、周治军、陈国强、朱凌峰

17:10-17:40

辩论：孰是孰非之盆底篇

主题：混合性尿失禁是否手术治疗？

主持：陈跃东

正方：徐智慧、罗德毅、谢剑云、周婷婷

反方：唐  勇、凌  青、李晓东、刘  菲

17:45-18:15

辩论：孰是孰非之激光篇

主题：输尿管上段结石钬激光碎石原位碎石 OR 移位碎石？

主持：王惠强

正方（原位）：陈俊星、张家彬、尹建福、吴焕强

反方（移位）：张晓波、吴用样、许毅捷、魏永宝

注：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泌尿外科专委会同期在“亚洲海湾大酒店南区主楼 2楼海岸厅”召开泌尿疾病诊治新

思考专题讨论交流会议，想要参加的代表，请在 15 日中午 13:10 在厦门市佰翔五通酒店大厅集合，统一前往。

时 间 内  容

6 月 16 日 星期日

08:30-12:00

1 号车—厦门长庚医院

2号车—厦门生物医药港

3号车—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石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参观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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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贺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吴洪芹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国桂荣   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开幕式出席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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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主席

胡幼圃  台北医学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讲座教授

美国国家发明家学院院士、美国药学科学家学会院士、考试院考试委员(正部级，

2008~2014)、世界药学会法规组共同主席(2011~迄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客座教

授(1992～1993)、世界卫生组织（WHO）药物副作用中心顾问(1999～2002)、台湾大学、中山大

学、台北科技大学EMBA邀请讲席、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黄洁夫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名誉会长

原全国政协常委、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原副主任（正部长级）；原卫

生部副部长；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

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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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炤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港澳台办副主任

王立基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会长

1990-1991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医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1999年-2000年，美国

洛杉矶UCLA卫生服务管理学院，访问学者。1982年-1986年内科医生。1988年进入国家卫生

部工作，先后在政策法规司，办公厅，国际司和港澳台办公室工作，担任副处长，处长，副司

长，副主任，2013年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际司副司长，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巡视

员等职。

秘书长

姚冠华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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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维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港澳台办处长

林燕诚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人事处处长

秘书处

方  俊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副会长

韩建军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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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伟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副秘书长

曾   智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副秘书长
 

秘书处

蒲  苗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副秘书长  
 

张海江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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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嘉宾介绍 

大陆嘉宾

郭燕红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

聂春雷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  

王陇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

原国家卫生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兼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健康促进与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委员会副主任、科技创新战略顾问等职。

蔡秀军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大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民进浙江省委著名外科学家，医学博

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主委著名外科学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普外科主任；浙江大学微创外科研究所所长、浙江省腔镜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主

任、科技部腔镜技术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是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微创外科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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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嘉宾

苏清泉  中华华夏医师协会会长

中山医学大学医学博士。安泰医疗社团法人安泰医院创院院长；台湾医院协

会副理事长；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荣誉理事长；医院评鉴及教学医院评鉴储备

评鉴委员；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副会长；美和科技大学副教授。

李祖德  台北医学大学董事长

台湾钻石生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泰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复旦

大学合资)董事长、宝石花医疗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台北医学大学董

事。主要经历：北京美大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董事长、汉鼎亚太创投公司(中国)

总经理、香港中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山东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合

资)董事长。

大陆嘉宾

张卫东   上海中医药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

国家重点学科药物化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现代中药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吴杨奖、中国科协

求是杰出青年奖，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药明康德生

命化学奖，明治乳业生命科学杰出奖,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岳小林  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

陈晓红  海医会医院质量安全促进专委会主任委员

现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医院评审评价研究部主任；国家卫生健

康委医疗机构管理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中

心职业化院长培训医院评审评价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顾问、中国医院协

会妇产医院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北京医院协会医院管理评价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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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珩   台湾精准医疗品质策进会理事长

台湾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博士，台湾灾难医学会理事长，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院长

路孔明  中天生技集团董事长

中天生技集团创办人；钻石生技投资(股)公司董事长；棉花田生机园地(股)

公司董事长。

孙茂峰  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院院长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顾问；中华针灸医学会理事长；台湾中医临床技能学

会理事长；美国华美中医学院座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广州中医药大

学客座教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世界名医奖。

 阎   云  台北医学大学原校长

台北医学大学教授暨讲座教授 (2011—迄今)；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兼任教授 

(2007—迄今)；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兼任教授 (2017—迄今)；台湾大学医学院肿瘤医

学研究所兼任教授 (2013—迄今)；中央研究院生化所兼任研究员 (2013—迄今)。

台湾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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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一：医院安全和医疗服务品质·主持人与讲者介绍 

王吉善  海医会医院质量安全促进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教授、全国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临床误诊误治》

杂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院管理杂志编委、中国卫生质量杂志编委；

国家继续教育项目评审专家。曾主编与参编：《临床检验手册》、《医疗风险预

防管理学》、《患者安全目标手册》、《医院管理学质量管理分册》。

张国安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医政管理处处长

南京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医学硕士学位。1990年特招入伍，历任原南

京军区空军后勤部卫生处医疗科科长、副处长、处长。2016年转业到福建省卫生

计生委任疾控处副处长、医政处处长。长期从事医疗卫生管理工作。曾获国家和

军队科技进步奖二十余项。

（按讲课顺序排序）

谢武吉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监事会主席

台湾社区医院协会理事长；社团法人台湾医务管理学会荣誉理事长暨监事主

席/两岸交流委员会召集人。台湾医疗继续教育推广学会理事长；台湾长期照护

学会理事长；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荣誉理事长；台湾医院协会副理事长；财团

法人医院评鉴暨医疗质量策进会董事。

论坛主席

陈晓红  海医会医院质量安全促进专委会主任委员

现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医院评审评价研究部主任；国家卫生健

康委医疗机构管理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中

心职业化院长培训医院评审评价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顾问、中国医院协

会妇产医院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北京医院协会医院管理评价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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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斌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顾问

现任职务：百佳妇婴健康产业控股集团副总裁；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理事；国

家会计学院公立医院总会计师培训项目讲座(厦门)。经历：上海康程医管咨询有

限公司总裁；台北医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前常务

副院长；台北医学大学万芳医院前常务副院长；台北医学大学医务管理研究所讲

座；北京大学公立医院院长专业化培训海外特聘讲座。

主持人

讲  者

彭明强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

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理事兼科学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卫生监督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医疗康复机构管理分会常

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后勤分会副会长、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第二

届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疗管理科学杂志》编委、《医学参

考报》灾害救援医学频道编委。

朱纪洪  台湾宏恩综合医院院长 

在医务管理学会担任监事多年。经历公立医院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及

联合门诊负责人及财团法人医院负责人，并多年担任生策会SNQ质量奖的评审。

巫  斌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处长

主任医师，教授。原厦门市第一医院杏林分院院长、第五医院院长、仙岳医院

副院长、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现任福建省风湿病分会常委、福建省中西医

结合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委、厦门市风湿免疫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厦门市内科分会

常委、厦门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福建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何纪毅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务处主任 

社会兼职：北京市门诊质量管理学会委员、长庚大学兼任教师。学术成就：新

建医院医务人员感染性职业暴露特点调查；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8年12月三级医

院检验危急值全流程管理模式的建立与优化；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2018年8月长庚

医院实施PF医师费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借；中国医院；2017年6月我国医务志愿服务

的发展与展望；中国医院；；2017年3月；等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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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荧煌   厦门长庚医院院长

1994-至今，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2009-2012，台湾胸腔暨重症

加护医学会理事长；2001-至今，台湾重症医学会理事；2019-2022，泉州华侨大

学客座教授。

讲  者

朱益宏  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理事长

毕业于国防医学院医学系，在三军总医院接受麻醉及重症加护中心专业训

练，2000年取得阳明大学医院管理硕士学位，2014年取得复旦大学社会医学与卫

生事业管理博士学位。

吴怡昌  台湾员荣医疗体系副总院长 

国防医学院航天暨海底医学研究所合聘副教授，中华职业医学会第14届理事

长(2017年06月~迄今)，国际医疗卫生促进协会第2届理事(2018年06月05日~迄今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第8届理事(2019年05月~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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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二：全科医学培训与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主持人与讲者介绍 

（按讲课顺序排序）

论坛主席

主持人

陈宗献  中华华夏医师协会副理事长

台湾家医科前理事长，大里陈内儿科诊所院长。台湾医师公会会全联会基层

委员会、全民建保对策委员会召集人；医师公会联合会常务理事；台中县医师公

会理事长；台湾家庭医学医学会理事长（2000年8月-2002年8月）。

潘志刚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

常委，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医学专家组组员兼秘书。《中华全科医

师》等杂志编委。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项，上海市教委项目1项。近5年

发表论文30篇，其中SCI论文6篇。

苏清泉  中华华夏医师协会会长

中山医学大学医学博士。安泰医疗社团法人安泰医院创院院长；台湾医院协

会副理事长；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荣誉理事长；台湾医院评鉴及教学医院评鉴

储备评鉴委员；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副会长；美和科技大学副教授。

赖以刚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科技教育处处长

福建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卫生行政管理工作，参与基层医政政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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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讲课顺序排序）

主持人

石曜堂  演绎基金会董事长

国防医学院医学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公共卫生博士，专精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及小区医学领域，荣获美国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颁发公共卫生杰出贡献奖。现任财团法人演译基金会董事

长、亚洲健康识能学会荣誉理事长、社团法人台湾医务管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国

家卫生研究院卫生政策论坛咨询委员。

讲  者

聂春雷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  

陈志忠  中华华夏医师协会副理事长

台湾医院协会理事；台湾圣保禄医院副院长；世界华人医师杂志编审委员会

副主委；台湾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监事；台湾区域医院协会常务理事。

苏妙玲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蔡明忠  中华华夏医师协会理事长

丰安诊所院长，彰化县诊所协会理事长(2003年～2009年），彰化县医师公会

理事长 (2009年～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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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胜利  南京市铁心桥社区医院院长 

全科副主任医师。南京市劳模；江苏省基层卫生协会常务理事。

讲  者

陈俊宏  台湾诊所协会全联会秘书长

长颈鹿联合诊所院长；大台中诊所协会医疗群主委；小太阳长照生活馆执行

长；大台中医师公会秘书长。

高庆云  圣保禄医院家庭医学科主任  

杨明大学医学系毕业生，元智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台湾家庭医学会专

科医师，台湾安宁缓和医学会专科医师。

朱月伟   浙江省基层卫生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海峡

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分会常委；浙江省基层卫生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浙江省医师协会社区医师分会副主委兼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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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三：食品安全与营养·主持人与讲者介绍 

（按讲课顺序排序）

论坛主席

李凤琴  海医会医院质量安全促进会主委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微生物室主任，全国留学回国先进个人成就奖获得者，全国“五洲女

子科技奖”基础医学科研创新奖获得者。所领导的集体获中华妇女联合会组织的

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卫生部“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号。FAO/WHO三个

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食品法典（CAC）抗菌素耐药委员会委员。

主  讲

霍军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中心实验室
             主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健康所研究员、中心实验室主任。中国营

养学会微量元素分委会主任委员。从事人群营养干预技术研究，主持或参加卫生

部食物强化、卫生行业专项、科技部973和863、国际合作、国家安全标准和卫生

行业标准的修制订等课题和项目。

孙宝年  台湾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讲座教授

台湾优良食品发展协会 (TQF) 名誉理事长；台湾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荣誉

理事。

李泰然   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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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者

孙洁芳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

200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院获学士学位。2008年于兰州大学化学院获硕士

学位，同年进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从事化学战剂快速检测研究。

2011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加入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

王三桃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室主任

中华预防医学会卫生检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健康医疗大数

据食品安全与卫生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山西医科大学兼职副教授；山西省食品

药品安全专家、山西省食品安全标准专家库专家、山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

委员会专家。

张君如  台湾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副教授

韩柏柽  台北医学大学进推处处长

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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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四：现代社区康复与医养结合·主持人与讲者介绍 

廖泰翔  海峡两岸医事交流协会执行长

五甘心物理治疗所-执行长，五甘心居家服务整合有限公司-创办人。社团法

人台湾长期照护专业协会社区照护委员会—委员。台北医学大学健康事业管理学

系—业界导师。康宁大学长期照护学系-兼任讲师，新北市双连安养中心复健组

—督导，新北市社会局和职训局志工训练与照顾服务员训练讲师。

（按讲课顺序排序）

黄松雄  台湾中华医养健康总会理事长

台湾内视镜与微创医事协会理事长；两岸医养联盟总部总召集人；海峡两岸

医疗产业基金总召集人；全球医养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德健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两岸医情》月刊杂志创办人；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董事

兼两岸医疗小组召集人。

论坛主席

刘建忠  福建康复医院院原院长

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六届理事会

理事、福建省中医药学会会长、福建省医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中医药学会络病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建省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荣获2004年

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2009年福建省卫生厅、省公

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授予集体三等功。

讲  者

谢武吉  台湾社区医院协会理事长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监事会主席；社团法人台湾医务管理学会荣誉理事长暨监

事主席/两岸交流委员会召集人。台湾医疗继续教育推广学会理事长；台湾长期

照护学会理事长；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荣誉理事长；台湾医院协会副理事长；

财团法人医院评鉴暨医疗质量策进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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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安仁  成都军区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

现任中国康复医学会理事，全军康复与理疗专委会常委，成都军区保健医学

与康复理疗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针灸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医学会康复与理

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康复医学会教育专委会副主委。获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5项。现承担全军“十一五”科技攻关项目在内的部(省)级课题6项，发表学术

论文45篇。

金荣疆  成都中医药大学养生康复学院院长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康复医学会理事、教育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中西医结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针灸学会针灸康复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理事，四川省针灸学会理事、康

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四川省康复医学会理事、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讲  者

苏  喜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教授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教授，弘光科技大学讲座教

授，台湾管理学会理事。曾任：社团法人台湾海峡两岸医事交流协会「健康养生

休闲」顾问，台湾大学医疗机构管理研究所所长，闽南大学健康照护管理学院教

授兼院，台湾大学医学院儿童医院行政组组长 (筹备处顾问)。

徐弘正  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国防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台湾复健科专科医师；台湾小儿科专科医师；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亚洲大学健康产业管理系博士副教授；彰化医

院院长；秀传医疗体系副总裁；台中大里仁爱医院院长；现任亚洲大学附属医院

副院长。 

王桂芸  台湾护理学会理事长

台北荣民总医院护理部主任；国防医学院护理学系教授兼护理学系系主任暨

护理研究所所长；台湾护理学会理事长；台北市护理师护士公会常务理事暨护政

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台北市护理师护士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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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建  新太平澄清医院副院长

澄清复健医院副院长；澄清医院中港院区顾问；财团法人敬德护理及复健中

心董事；台湾社区医院协会理事；台湾长期照护学会理事；台湾医疗继续教育推

广协会监事；工商建设研究会23期第五届会长。

讲  者

黄鼎殷  台湾再生诊所所长

台湾国际健康新知推广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干细胞技术亚洲区唯一指定授权

的资深研究专家再生诊所院长。经历：家庭医学专科及安宁缓和医学专科资格前

马偕医院家医科医师。著作：《你的身体是全世界最好的医院》《人生动力疗

法》《你的体质这样吃就对了  情绪生病了，身体当然好不了》《过敏一定治的

好》《破解癌症 (15 天抗癌计划再版)》。

秦晓东  山东鼎瓯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游兴泉  弘爱医院董事长

现任弘爱医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建

发医疗健康投资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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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五：医院管理与医疗服务品质·主持人与讲者介绍 

姜  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厦门大学医

学院副院长、厦门市拔尖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医师、中国优秀院

长获得者。

（按讲课顺序排序）

论坛主席

王建安  浙江大学医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现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

会副会长；浙江省医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浙江

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

主持人

林宏荣  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首席医疗副院长

林宏荣副院长为资深急诊与神经外科专科医师，专注于医疗业风险管理及病

人安全，曾参与医策会台湾病人安全通报系统规划及建置。2012-2016年担任医

策会执行长，负责推动台湾医疗院所评鉴制度改革。林医师有丰富急诊与医院质

量管理经验，曾任台湾急诊医学会第八届理事长，也担任台湾医疗质量协会、台

湾急诊管理学会、急救加护医学会的理事。

郭守仁  台湾彰化基督教医院协同总院长

台湾医事审议委员会召集人、医疗质量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台湾医院评鉴暨

医疗质量策进会医院评鉴及教学医院评鉴(含精神科)评鉴委员遴聘、训练暨评核制

度专家咨询小组委员、医事审议委员会医疗技术小组委员、台湾健保医院总额支付

委员会委员、SNQ国家质量标章暨国家生技医疗质量奖医疗院所审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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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常务副院长

外科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特级专家，香港外科医

学院荣誉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浙江大

学外科研究所所长，浙江省肝胆胰肿 瘤精准诊治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省肝胆胰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医学人工智能浙江省工程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肝

胆胰疾病精准 诊治创新中心主任。

张  珩   台湾精准医疗质量策进会理事长

台湾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博士，台湾灾难医学会理事长，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院长

主持人

讲  者

詹天民  彰化基督教医院副院长

詹天民副院长专长为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医院管理及JCI辅导，并担任

彰基国际医疗事业体副总裁及彰化县劳资协进会理事。

陈明晃  嘉义基督教医院副院长

医院评鉴经管组评鉴委员；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台湾健康保险协会理

事、台湾精实医务管理学会理事、台湾区域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台湾医院协会法

规委员会委员。

艾开兴  上海肺科医院院长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医院协会理事、海

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医院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医院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医院管理》杂志常务理事、上海市医学会外科

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外科分会委员、上海市医保协会专委会委员等社会职

务。

嘉宾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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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者

李永如  台湾永续力发展学会理事长

黄明国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副院长

嘉义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博士，具有丰富的医院运营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

现任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副院长，台湾健康医院学会常務理事，台湾医院协会

信息发展委员会委员，私立医院院所协会资讯暨智慧医疗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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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六：临床药品管理与合理用药·主持人与讲者介绍 

刘茂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药学部主任
             福建省药学会理事长

福建医科大学临床药学系副主任，主任药师，临床药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医学硕

士，具药学医学双学历，长期致力于医院药学及药物经济学研究教学。现任中国药学

会理事兼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常

委，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兼循证药学学组副主任委员。

武新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博士，教授，主任药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领军人才。现兼任国家卫生计生

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临床药学专业组专家、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及中国药理

学会TDM 研究专业委员会等 5 个专委会常委、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医学会临床药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按讲课顺序排序）

胡幼圃   海医会医院药学专委会名誉主委

台北医学大学讲座教授、考试院委员、台湾生计医疗产业策进会常务理事；美

国国家发明家学院院士；美国药学科学家学会院士；世界药学会法规组共同主席；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客座教授（1992-1993）；世界卫生组织（WHO）

药物副作用中心顾问（1999-2002）；台湾大学、中山大学、台北科技大学EMBA

邀请讲席（2007—）；台北医学大学、辅仁大学讲座教授（2015—）。

论坛主席

张伶俐  海医会医院药学专委会主委

循证医学博士，主任药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副院

长、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循证药学中心主任、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兼

职教授、中国循证医学中心兼职教授、金砖国家药物联盟中国国家代表、国际合理

用药网络中国中心组高风险用药人群药物管理组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儿童用药专

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循证药学专委会主任委员。

执行主席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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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明功  国防医学院药学系教授

英国诺丁罕大学药学博士。欧洲药典编辑委员及中华药典编辑委员；现任国

防医学院合聘教授。

主持人

蔡本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药学部主任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药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省临

床药学药物研究所副所长；中俄医科大学联盟青年联盟副主席；美国University 

of Rochester博士后；黑龙江省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药理学会TDM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青年委员。

讲  者

李幼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中国循证医学中心、中国Cochrane中心、WHO国际临床试验

注册平台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循证医学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创建主任。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李正翔   天津市药学会副理事长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主任药师、天津医科大学硕士生导师、国家药典委员会

药品质量标准与临床应用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科学传播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循证药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药源性疾病学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药房》副主编。

孙洲亮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药学教研室主任 
             厦门市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主委

主任药师、教授、硕导 、医学硕士、法学硕士，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纪

委副书记、临床药学教研室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临床药理与毒理专委会常

委，中国麻醉心胸血管学会心血管药学分会常委，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医

院药学专委会常委，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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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豫立  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学部主任

台湾临床药学、药品供应短缺处理机制计划主持人、阳明大学医学院及药学

系助理教授、台湾临床药学会监事。

讲  者

邝耀深  香港医院管理局高级药师 

现任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药剂师办事处高级药剂师，香港特别行政区医院管理

局（医管局）总药；剂师办事处的高级药剂师，香港药剂学学士课程和配药员高

级文凭课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药剂及毒药管理局成员。曾任香港药学会执委

委员。被邀请加入香港大学药剂课程咨询委员会做委员；明爱白英奇专业学校成

为健康科学系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药剂学院兼任助理教授。

邱   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主任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主任。博士，主任药师，硕士生导师。重

庆市医学会临床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药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重庆药事管理质量

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学专业委员委员；中国药学会医院药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赵荣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主任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主任。主任药师，药学博士；中国药学会24届常务理

事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研究专委会常委兼秘书

长；中国医院协会药事管理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药物评价

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安全用药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药学会常

务理事；北京药学会药剂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主任

教授，主任药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药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药学会医院

药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卫生系统优秀学科带头人（临床药学）；国家卫生

健康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中国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委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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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者

谢右文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药剂部主任

中国医药大学药学系兼任副教授2017.03-迄今；台湾临床药学会常务理事；

台湾教学医院评鉴委员。曾任：财团法人长庚纪念医院药剂单位科主任2001.07-

2007.02；中国医药大学药学系助理教授2008.09-2017.03。

谭延辉   台湾药师公会全联会药事照护发展中心执行长

保龙国际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药事照护事业群总裁；药事公开全联会咨询顾问。

专业经验：2017至现在：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专家咨询/共同拟订会议委员；

2016至在：美国以外地区药学教育评鉴委员(ACP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2003至现在：台湾药物经济暨效果研究学会：理事长/监事/理事；2014至2016：国

际药物经济暨效果研究学会(ISPOR) 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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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七：肿瘤防治最新进展—肝癌与免疫·主持人与讲者介绍 

王立基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会长

1990-1991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医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1999年

-2000年，美国洛杉矶UCLA卫生服务管理学院，访问学者。1982年-1986年内科

医生。1988年进入国家卫生部工作，先后在政策法规司，办公厅，国际司和港澳

台办公室工作，担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副主任，2013年任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国际司副司长，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巡视员等职。

高明见  台大医学院教授

台大医学院名誉教授；台湾医事联盟协会理事长；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协会名

誉主席；台湾神经外科医学会名誉理事；闽台神经外科学术联谊会名誉主席；台

湾神经外科医学会名誉理事；台湾神经脊椎外科医学会名誉理事；台湾神经肿瘤

学会顾问；台湾脊椎微创医学会顾问。

（按讲课顺序排序）

林哲安  光亚健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UCSD生物物理博士，医学士。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博士后研究，副教授，

教授。领有美国医师，针灸师，治疗师等执照。华府老年医学中心医师；美国总

统图书馆卓越华人医疗奉献奖；美国总统图书馆基金会咨询委员；台湾宜兰林中

医第六代传人；光亚健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世界健康生活方式促进会联

合总会副主席；国际创新发明联盟总会创会理事。

论坛主席

吴健雄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肿瘤防治委员会主委

主任医师、教授、博导。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肿瘤医院 肝胆外科主任。美国UCLA医疗中心 客座教授。国际肝胆胰外科协会

(IHPBA)成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常务理事。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主任

委员。全国肝癌专业学组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肝癌学组委员。肠外

肠内营养学分会 常务委员北京分会肠外肠内营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嘉宾致辞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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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继业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M.D. EMBA FACS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北京大学肝癌诊疗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器官

移植中心主任。学术任职：IHPBA(国际肝胆胰学会)委员ILTS(国际肝移植学会)

委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肝癌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肝移植学

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终末期肝病学组副组长。

主持人

张洪来  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研究员，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副主任中医师，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临床研

究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信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针

灸学会常务理事，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医药信息学）。

叶胜龙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大内科主任

医学博士，复旦大学教授（二级），肿瘤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二军医

大学（现海军军医大学）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任复旦大学肝

癌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医院肝肿瘤内科主任，癌变与侵袭原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卫立辛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肿瘤免疫与基因
             治疗研究中心主任

卫立辛教授现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肿瘤免疫与

基因治疗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领军

人才，曙光学者及浦江人才。

邵永孚  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

教授，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原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副主委，原中国抗癌

协会胰腺癌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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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甲梅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特需治疗一科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职一级。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肝脏移植科、肝外一科（安亭院区）主任。从事肝胆外科临床和科研工作45年,获

国家创新团队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等各类奖项21项 。兼任海峡两岸医药卫

生交流协会第二届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老年肿瘤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务理事、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主持人

陈   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擅长肝癌，淋巴瘤，乳腺癌，直肠癌等腹部肿瘤

的诊治与放疗，尤其对肝癌和NK/T细胞淋巴瘤有深入研究和大量的临床经验。

发表论文20余篇。参与多项国家重点课题。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借调工

作，在第55届美国放射肿瘤学年会（ASTRO）进行口头大会报告、在第6届美国

T淋巴瘤年会上进行口头大会报告。

卢穗万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肝胆分会常委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络病分会、脑病分会委员；福建省

医院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五届常务理事；省中医脑

病、中医络病、中医感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肝

胆分会常委；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闽西肿瘤防治基地

主任；福建省海峡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常务理事；龙岩市第二医院院长。

高   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

教授，主任医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中心博士后。党支部书记，继续教

育处处长。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外科手术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

肝移植学组委员，卫生部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疗专家组成员，卫生部海峡两岸医

药卫生交流协会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北京

健康促进会肝癌专业中青年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郑伟达  北京伟达中医肿瘤医院院长 

教授，中国农工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农工党福建省委会副主任委员；农工

党中央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兼肿瘤分会顾

问；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特聘专家；湖北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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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祁付珍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大外科副主任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主任医师肝胆胰外科主任；教授，硕导。江

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淮安市533英才拔尖人才。海峡两岸医药协会肿瘤专

委会肝脏外科常务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胰腺病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外科学分

会肝脏外科学组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肝胆外科学组委员。

张绍庚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肝胆外科主任、主任
             医师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肿瘤防

治规范化培训工作委员会常委、秘书长兼肝脏肿瘤专家组组长；全军肝胆外科专

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精准医疗分会常委；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智

能装备技术分会常委；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肿瘤专家委员会常委。

王兆海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肝脏肿瘤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胆道外科医师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肝胆胰外科专业委

员会委员；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MDT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肿瘤防治规范化培训工作委员会肝脏肿瘤专家组常委兼干事。

宋京海  北京医院普通外科/肝胆胰外科副主任、急诊外科
             主任（兼）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医学博士。从事普通外科工作24年，2003-

2007年公派留学日本大阪大学医学研究科获得Ph.D.学位。目前临床主要专业方

向肝胆胰腺疾病外科微创治疗、肥胖与糖尿病代谢外科手术及临床营养。主要任

职：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手术学组委员。

曾文龙  龙岩第二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龙岩第二医院副院长、副教授。福建肿瘤防治联盟胆胰肿瘤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性医院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医会肿瘤防治

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医学会第七理事会理事；福建省外科学分会委员、肝胆学组

委员。熟练掌握腹腔镜微创技术，率先在龙岩开展腹腔镜下肝叶切除、脾切除、

门奇断流等手术；在肝胆外科、胃肠外科有较高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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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陈俊辉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介入与细胞治疗中心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后导师。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临床项目负责人。任中国抗癌协会癌

症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肿瘤防治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疼痛学会中国分会癌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CSCO肿

瘤光动力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郑文通  福建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  

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福建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2013年12月入选“第

三批省级优秀中医临床人才”；2018年评为龙岩市名中医。任福建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男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学会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中

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讲  者

张宽耀  香港综合肿瘤中心临床肿瘤科主任  

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专注研究泌尿肿瘤、乳腺癌、头颈部癌、皮肤癌和淋

巴瘤等癌症治疗。张医生于1990年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毕业，1996年获取英国皇

家放射科学医学院院士资格，并于1999年考取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放射科) 资

格。他亦拥有英国雪菲尔哈伦大学理学硕士(应用统计)学位，与及英国皇家统计

学会统计师资格。

杨武威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全军肿瘤中心副主
             任、肿瘤微创治疗科主任

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超声治疗及生物效应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微无创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绿色医疗新技术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全军介

入诊疗专委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介入学专委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

创治疗专委会委员；国际微无创医学学会理事；国际冷冻治疗学会委员。

孟庆华  中华医学会感染性疾病学会常务委员兼秘书、北
             京分会主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教

授、博士生导师；疑难重症肝病会诊中心主任；党委委员；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

养学会委员、北京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北京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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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者

陈若白  台大医院肿瘤医学部主治医师

台大医院肿瘤医学部主治医师。科部；肿瘤医学部。经历：台大医学系毕业

台大医院内科部住院医师；台大医院肿瘤医学部总住院医师；台大医院云林分院

肿瘤医学部主治医师。专长：肿瘤内科血液内科。

周爱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专长消化道、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等的化疗和靶向治疗。担任中国

临床肿瘤学会（CSCO）理事，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精准医学与肿瘤MDT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肿瘤学分会(CGOS)副干事长、胃肠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担任《中华肝胆外科杂志》、中华临床医师杂志》、《中国继续教育杂

志》、 《肝癌电子杂志》、 《Annals Oncology》胃肠道肿瘤中文版的编委。

张  雯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中国抗癌协会肿瘤

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癌性肠梗阻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胰腺疾病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结直肠癌肝转移分

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委员。从事肿瘤内

科治疗专业，擅长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的诊断和内科治疗。

叶韵斌  福建省肿瘤医院肿瘤免疫学研究室暨肿瘤内科研
             究室主任

福建省肿瘤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福建省肿瘤免疫治疗质控中心主任。

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免疫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生物技术协会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专业委员会常委、转化医学分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生物

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肿瘤标志物专业委员会委员。

蔡添成  香港综合肿瘤中心(九龙) 临床肿瘤科主任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临床肿瘤学系荣誉临床助理教授。学术成就：蔡医生

曾服务公立医院20多年，研究兴趣包括肺癌、肠癌、脑癌等。蔡医生曾参与20多

项国际性临床研究，并在多份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临床医学研究外，蔡医生

亦醉心统计学，早年攻读应用统计学硕士，现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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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者

郑东海  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伟达中医肿瘤医院科研副院长 ；2016年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海峡两岸

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肝癌学组副组长；国家“十二五”重大专项慈丹胶囊课题项目

总监；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康复学术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农工党中央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委员。

王维虎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擅长于腹部肿瘤的放射治疗，尤其在肝癌的临床及

基础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建树，先后在日本、美国研修学习。发表论文100余篇，其

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外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担任海峡两岸

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明祥  高雄阮综合医院放射肿瘤科医学物理及技术主任

高雄医学大学医学研究所硕士、高雄应用科技大学电机工程博士；现任高雄

阮综合医院放射肿瘤科医学物理及技术主任、台湾医事放射师全国联合公会监

事、台湾医事放射期刊副主编、江苏省抗癌协会第一届鼻咽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

员。

荣维淇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肿瘤

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副总干事长，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结直肠癌肝转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肿瘤转移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

疗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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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八：信息化建设与智慧医疗·主持人与讲者介绍 

洪  涛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处长

邱荣章  郭综合医院副院长

台湾社区医院协会常务理事、台湾医疗继续教育推广学会常务理事、台湾长

期照护学会常务理事、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监事长。

（按讲课顺序排序）

谢武吉  台湾社区医院协会理事长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监事会主席；社团法人台湾医务管理学会荣誉理事长暨监

事主席/两岸交流委员会召集人。台湾医疗继续教育推广学会理事长；台湾长期

照护学会理事长；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荣誉理事长；台湾医院协会副理事长；

财团法人医院评鉴暨医疗质量策进会董事。

论坛主席

孙  卫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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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飞  欣凯医药总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级研修学院教授，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客座教授，《康复務生命新知》杂志采编总监，苏州市抗炎免疫药物研发中心

负责人，欣凯医药、哥特网络及海济斯健康管理负责人。

讲  者

李飞鹏  台北医学大学副校长

台北医学大学副校长，台湾双和医院院长，双和医院院长，台北市立万芳医

院院长，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院长，台北医学大学耳鼻喉学科教授，台湾耳鼻

喉科医学会第十四届理事长。专长领域：耳科学、小儿耳鼻喉科、头颈部手术、

一般耳鼻喉科疾病。

邵诗媛  奇美医院副院长

奇美医疗财团法人佳里奇美医院副院长；台湾医疗继续教育推广学会监事；

台南女中校友会会长。

黄琡雅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秘书长

任职社团法人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秘书长，也曾担任台湾医院协会及亚洲医院

联盟秘书长、海南省医院评鉴暨医疗质量监管中心高级专家、台北医学大学.双和

医院院长特助、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讲师、台湾亚太健康管理协会副理事长/常务理

事、台湾文化艺术公益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钱永跃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处长

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曾在医政、医管、综合监督和医疗机构工作，现为厦

门市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处长，主要负责厦门市卫生系统规划、基

建、信息化、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健康产业、招商、社会办医）、厦门市健康

医疗大数据中心和产业园国家建设试点、闽西南卫生发展协同、健康产业等相关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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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剑  浙江铭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曾就职于，浙大网新集团，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陈  飚  北京红云融通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讲  者

王美纯  台湾社区医院协会医疗信息管理专家

医疗机构电子病历检查案检查委员：2010年01月至2017年12月；「医院实施

电子病历及互通补助计划」查验委员：2010年01月至2014年12月；台湾健康信息

交换第七层协定协会个人资料保护与信息安全技术委员会委员。

吴明彦  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秘书长

吴秘书长本身是一位牙医师，拥有台大医学院牙医学士学位(1987)，并于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公共卫生(主修医务管理)研究所硕士学位(1989) ，具

有医院管理者及医师的双重背景，自1990年起担任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的秘书

长，同时自2007年起担任台湾国际医疗管理工作小组的执行长至今，并身兼两岸

多个学协会、委员会的重要职务。

吴家勋  怡仁综合医院管理部主任

台湾健康保险协会监事，台湾医疗继续教育推广学会监事，元培科技大学兼

任讲师，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医院信息暨智慧医疗发展促进会委员，台湾医院

协会健康管理信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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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与讲者介绍 

（按讲课顺序排序）

张  珩  台湾精准医疗质量策进会理事长

台湾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博士，台湾灾难医学会理事长，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院长。

论坛主席

邢金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厦门市泌尿系统疾病诊治中心主任，厦门

市泌尿系肿瘤和结石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福建省委员会

委员，厦门市第九批拔尖人才；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委员兼女性泌尿外科副组

长、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兼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

抗癌协会泌尿男生殖系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前列腺癌学组副组长。

王长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药师

福建医科大学药学院临床药学系主任；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药学会药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药学会副理事长；福建省药学会医院

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建省医院协会药事管理分会名誉主任委员；福建省临

床用药质量控制中心主任。

主持人

于大雄  台湾三军总医院泌尿外科教授

前三军总医院、国防医学院院长；前台湾泌尿医学会及外科医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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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泌尿分会青

年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泌尿分会青年委员会肿瘤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泌尿分

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男生殖系肿瘤专委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泌尿健康促进分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医疗保健国

际交流促进会泌尿健康促进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讲  者

吴   准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副主任医师

厦门大学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省抗癌协会泌尿男生殖肿瘤专业委员会

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建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分会肿瘤学组委员、海峡

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秘书、福建省青年岗位能手及厦门市十

佳青年医生获得者、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师从我国著名泌尿外科腹腔

镜手术专家北京301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旭教授。

季匡华  台湾新光医院主任医师

台湾新光医院肿瘤治疗科主任；台湾阳明大学医学系教授；台湾癌症热治疗

学会理事长；为少数同时拥有放疗专科执照与化学治疗专科执照的癌病专家。

袁海龙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原空军总医院）医学部主任

博士，博士生导师，2006年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总后勤部三星人才，主要从事中

药新型给药系统研究。任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药学学报》等杂志编委；中华

中医药学会制剂分会和中成药分会副主委；全军药学专业委员会制剂分会副主委等。

龚  侃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医院遗传性肾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医促会泌尿健康

促进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

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罕见病分会泌尿外科学组组长；长期致力于泌

尿系肿瘤的转化医学研究，主持多项国家及部委级基金；在Cancer Research、

Genetics in Medicine等国际著名肿瘤学和遗传学杂志发表SCI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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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药学部主任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副教授，主任药师，硕士生导师；福建省药学

会常务委员、医院药学、药事管理、药剂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泉州市临床用

药质控中心副主任；1997年7月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临床药学专业， 并分别于2003

年7月、2009年7月获得福建医科大学药理学硕士、博士学位；主持卫生部、省科技

厅、省卫生厅多项课题；获泉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三等奖各一项。

讲  者

张伸光  圣保禄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系毕业；长庚纪念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圣保禄医院泌尿

外科主治医师；台湾泌尿科及外科专科医师；台湾男性学医学会专科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