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北 省 医 院 协 会  
 

 

关于举办“2021 湖北省医院大会”暨湖北省

医院协会成立 20 周年会庆的通知 

（第二轮） 

 
各医疗机构、各会员单位： 

2021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

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新征程的开局

之年。湖北省医院协会伴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脚步，也走过了风雨兼

程的20年。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后疫情时期的湖北省医疗

卫生系统和广大医务工作者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和精神风貌，遵循补短板、

强弱项、堵漏洞的工作思路，积极参与、配合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四大

体系、一个平台”建设任务，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提供优质高效医疗

服务的同时，更加注重凸显医防融合、平战结合、中西医结合总的工作要

求，加快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重构步伐。 

为了贯彻落实年初相继召开的全国医疗管理工作会议和湖北省卫生健

康工作会议、全省医疗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推动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

补短板若干措施的有效落实，全力打造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和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湖北样板”，助力实施“323攻坚行动”，着力提高医疗卫生服

务质量，湖北省医院协会定于2021年5月14日-16日在湖北省荆州市召开

“2021湖北省医院大会”。本次大会主题为“聚焦补短板——高质量转型

发展”，设1个主会场，11个分会场。为了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歌颂伟大



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抗疫精神，展现医务工作者时代风采，5月14日

晚将举办“湖北省医疗卫生界庆祝建党100周年文艺晚会”。 

大会将邀请国家卫健委、中国医院协会、湖北省省委、省卫健委、荆

州市委市政府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邀请在公立医院改革与发展实践中

卓有建树的行业领导、优秀医院管理专家、知名院士作主旨演讲；各分会

场将围绕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DRG/DIP数据应用与管理、医疗保险管理、

院感管理、药事管理、医院运营管理、医务社工与志愿服务、县（市）级

医院改革与发展、医院行政与后勤管理、互联网医院及智慧医院建设、非

公立医院健康发展等领域开展交流与研讨。 

热诚欢迎省内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领导、医院管理工作者、医务工

作者、省医院协会全体理事及分支机构委员光临本次盛会，深刻总结并深

度交流现代医院管理实践经验，相互学习借鉴现代医院管理好的做法，群

策群力提升我省医院管理整体水平。 

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会人员 

1.全省各级各类医院管理者及医务工作者代表 

2.湖北省医院协会历届理事会领导 

3.湖北省医院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全体理事 

4.湖北省医院协会各分支机构全体委员 

5.湖北省医院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有关新闻单位代表 

6.中南六省医院协会特邀代表 

7.各医疗机构院办、党办、人事、医务处(科)、护理部、质控办、信

息、绩效运营管理、医保办、病案、医务社工、后勤、院感、药事等相关

科室负责人 

8.“爱院感·致青春”演讲比赛参赛者 



二、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5月 14日 14:00-21:00、5月 15日 07:00-08:00 

报到地点：荆州绿地铂骊酒店（荆州市火车站站前广场） 

荆州会议中心（荆州市沙市区北京西路 390号） 

文艺晚会：2021年 5月 14日 19:00-21:00 

大会主会场：2021年 5月 15日 08:00-12:00 

大会分会场：2021年 5月 15日 13:30-17:30 

会议地点：文艺晚会、大会主会场（荆州会议中心） 

大会分会场（荆州会议中心、荆州绿地铂骊酒店） 

三、报名注册及缴费方式 

请扫描下方“2021 湖北省医院大会”报名系统二维码，在手机上即可

完成报名注册及缴费程序并查阅大会相关信息，若代报名需在系统中填写

联络人手机号，请参会代表于 5月 11日前完成线上报名。 

（一）会务费为 800元/人，含注册费、会议资料及会议期间用餐（往返交

通费及住宿费自理）；司陪人员 350元/人（需现场报名缴费，仅含用餐） 

（二）缴费信息 

本次大会会务工作已全权委托湖北朗恩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承担，会务

费由该公司代收并出具发票。缴费方式如下: 

1.通过报名系统直接缴费 

2.银行汇款（汇款时请注明“2021 湖北省医院大会+单位全称+缴费个

人姓名） 



单位名称：湖北朗恩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及账号：湖北银行总行营业部 100100120100036758 

电话：027-87338968 

3.大会现场缴费 

4.开具发票需要提供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代码或纳税人识别号，请参

会代表在报名时填写完整信息，报到时凭缴款、汇款凭据领取（打印件，

手机截图均可） 

四、预订酒店及住宿费 

酒店名称 酒店地址 价格 预订专员 

荆州南国温德姆酒店 荆州市沙市区荆沙大道 228号 350 元 

李  妮 

18971465792 

荆州绿地铂骊酒店 荆州市火车站站前广场 350 元 

荆州富力万达嘉华酒店 荆州市荆州区北京西路 518号 330 元 

荆州晶崴国际大酒店 荆州市沙市区公园路 12号 320 元 

荆州金凤皇冠大酒店 荆州沙市区共青路 16号 300 元 

荆州万枫酒店 荆州市荆州区北京西路 638号 300 元 

以上酒店入住时间为 5月 14日 14:00-5月 15日 14:00,如需续订请与预订专员联系 

温馨提示: 

1.所有酒店标准单/双间均为统一价格且单间含单早，标间含双早； 

2.由于周末酒店房间紧张，5 月 11 日 24:00 起酒店不再预留房间，请

尽早预订并及时支付首日房费； 

3.本次会议设有酒店预订专员，如需预订请在注册系统中自行选择住

宿酒店或与专员联系，并支付对应酒店费用，此费用将直接转入预订酒店

冲抵首日房费，付款凭证作为房间预留成功的唯一确认方式。届时您未能

到会，已缴纳费用不予退回。如未支付，则视为未定房，我们将不予留房



（首日房费缴纳账户与会务费缴纳账户相同，住宿发票由各酒店开具）； 

4.按照大会防疫要求，单人报到酒店不主动安排标间拼房，请自行提

前安排同住人员； 

5.会议期间将安排摆渡车往返于会场与酒店间接送，请各位参会代表

在签到时留意班车时刻表。 

五、其他事项 

（一）此次会议属湖北省学术会议类培训项目（项目编号:鄂卫社团备

字 2021731502001），参照省级继教项目管理规定授予省级Ⅰ类学分 3分 

（二）会议不办理会务费退款，如代表在报名汇款后因故不能参会，

请委托他人参加 

（三）5月 11日起不再接受汇款，参会代表可在现场注册缴费 

（四）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障会议顺利进行，现将会议防控

有关要求告知如下： 

1.会场入口处测量体温，体温超过 37.3℃，不能进入会场 

2.签到处出示健康通行码并留下联系方式 

3.会议期间做好个人防护，请全程佩戴口罩 

4.若发现任何可疑症状，请及时告知会场工作人员 

（五）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接受线上报名注册 

（六）会议期间，如需帮助请及时联系会务组工作人员 

六、联系方式 

（一） 会务组 

刘  祥  027－87819598   15527873993 

曹青芝  027－87278817   13971105809 

岳小兵  027－87811991   13995557147 

杨  萌  027－87811991   13871099607 



杨晓旭  027－87819598   13554206635 

尹  珅  027－87819598   18627808113 

（二） 报名注册、缴费 

陈  莹  15994244122     邵诗全  18120406040 

办公电话  027－86654678 

（三） 会场服务 

荆州会议中心            林经理  13972328883 

荆州绿地铂骊酒店        徐经理  15926505667 

（四） 协调员 

李  剑  18007175776 

附件：1.会议日程安排 

2.分会场位置 

3.会议交通 

 

湖北省医院协会 

2021年 4月 26日 

 

  



附件 1: 

2021 湖北省医院大会简要日程  
会议报到注册             2021 年 5月 14 日 14:00－21:00、5 月 15 日 07:00-08:00              

地点:荆州绿地铂骊酒店、荆州会议中心 

 

湖北省医疗卫生界庆祝建党 100周年文艺晚会       2021年 5月 14日 19:00－21:00                                        

地点:荆州会议中心 

晚会节目单（拟定） 演出单位 

文艺晚会 

礼乐舞《楚舞迎宾》 武汉市青年歌舞团 

第一篇章《家之守望》 

荆州民歌《荆山楚水》 
监利市人民医院、松滋市人民医院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舞蹈《江南雨》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歌伴舞《乘风破浪的姐姐》 荆州市中心医院 

歌曲串烧 荆州市中心医院 

第二篇章《城之英雄》 

原创情景歌伴舞《疫路同行》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歌曲《城市之光》 荆州市中心医院、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吉他弹唱《真的爱你》 广东援荆医疗队、荆州市中心医院 

舞蹈《再一次出发》 湖北省中医院 

第三篇章《民之天使》 

舞蹈《格桑花》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小品《特殊的婚礼》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相声《你“更”了吗？》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歌伴舞《花开的声音》 武汉市青年歌舞团 

第四篇章《国之盛世》 

朗诵《砥砺百年铸辉煌》 武汉同济医院 

荆州花鼓戏《洪湖赤卫队》选段《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洪湖市人民医院 

大合唱《我爱你中国》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结束歌舞《筑梦新时代》 武汉市青年歌舞团 

 



2021湖北省医院大会开幕式与主会场               2021年 5月 15日 08:00－12:00                

地点:荆州会议中心 

时间 会议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开幕式 

8:00-9:00 

一、播放湖北省医院协会成立 20周年宣传片 

二、荆州市领导致辞 

三、湖北省医院协会会长王国斌致辞 

四、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张定宇宣读倡议书：湖北省医疗机构贯

彻落实《2021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 

五、为历届理事会领导颁发荣誉证书 

六、中国医院协会会长刘谦讲话 

七、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

王贺胜讲话 

荆州电视台主持人 

主会场 

9:00-9:30 
实施 323攻坚行动 

助力“健康湖北”建设 

涂远超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吕家高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副院长   

 

陈安民 

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   

9:30-10:00 科技创新驱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顾金辉 

国家卫健委科教司副司长 

10:00-10:30 
以绩效考核为抓手 

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胡  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院长 

熊枝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梨园医院院长  

 

万  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10:30-11:00 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 

马旭东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医疗

质量与评价处处长 

11:00-11:30 
推进“智慧医院”“互联网医院”建

设 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盛  凯 

华为中国政企医疗业务部 

总裁 

付宏宇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党委书记   

 

何绍斌 

湖北省中医院院长 
11:30-12:00 抓规范管理  促健康发展 

王高华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院长 

12:00-13:30 午 餐 

 

“爱院感·致青春”演讲比赛                     2021 年 5 月 14 日 13:00－17:30                      

地点:荆州会议中心政协厅、洪湖厅、二号厅 

“爱院感·致青春”演讲比赛 

时间 赛场 评委 

13:00-17:30 
“爱院感·致青春”演讲比赛 

赛场一 

赖晓全（组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杨  萍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高  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 

刘荣辉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刘志钢 

武汉市第一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13:00-17:30 
“爱院感·致青春”演讲比赛 

赛场二 

阮小明（组长） 

国家卫健康委医疗机构感染防控专家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卫生厅原副巡视员兼医改办主任 

范  伟 

十堰市人民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蒲道静 

恩施州中心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陈翠芳 

黄石市中心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何建云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13:00-17:30 
“爱院感·致青春”演讲比赛 

赛场三 

余  萍（组长） 

湖北省中医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丁志红 

襄阳市中医医院副院长 

程利民 

孝感市中心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刘明秀 

随州市中心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陈  静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2021湖北省医院大会分会场                     2021 年 5 月 15 日 13:30－17：30 

地点:荆州会议中各分会场、荆州绿地铂骊酒店 

分会场一:医院行政与后勤管理专场（后疫情时代卓越医院管理暨第二届医院行政后勤管理

2021 年学术年会） 

—会议中心大剧院 

时间 会议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13:45-14:20 透过抗疫，谈中国制度和中国精神 

杜  莉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教

授、硕士生导师 

汤绍迁 

荆州市中心医院副院长 

14:20-14:55 
优化行政后勤职能 

提升医院运营效率 

王志刚 

蓬涞数据总经理 

庞  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院长办公室

主任 

14:55-15:30 
“新基建”时代的区域智慧健康医

疗体系建设 

杨  斌 

清华大学网络行为研究所副

所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

院研究员 

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 

智慧健康中心主任 

李  玲 

武汉儿童医院后勤副院长 



15:30-15:45 中场休息 

15:45-16:20 
数字化智能技术 

在医院后勤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袁玉琴 

山东润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玲 

武汉儿童医院后勤副院长 

16:20-16:55 
医保改革 

对公立医院行政管理的影响 

毛宗福 

 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健

康研究中心主任 

张  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院长办公室

副主任 
16:55-17:30 医院行政后勤管理现场沙龙交流 

陈伯勋 

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分会场二:医院感染管理专场（常态化疫情形势下医院感染防控策略） 

—会议中心政协厅 

时间 会议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13:30-13:45 “爱院感·致青春”演讲比赛颁奖典礼 

熊莉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李才华 

湖北省肿瘤医院 

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13:45-14:30 平战结合下的医院改建实践与思考 

黄  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感染控制中心 

副主任 

14:30-15:15 
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

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二版）解读 

高晓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 

15:15-15:30 
湖北省第一届医院感染标准执行竞

技赛相关内容 

熊莉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15:30-15:40 中场休息 

15:40-16:25 泛耐药细菌医院感染预防控制 

孙自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检验科主任 何小满 

武汉市中心医院 

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胡智勇 

荆州市中心医院 

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16:25-17:20 
医院建设医疗专项的平面布局与卫

生流程设计要求 

谢曙光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 

17:20-17:50 新冠疫情院内感染防控案例的反思 

阮小明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机构感

染防控专家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卫生厅原副巡视员兼

医改办主任 

分会场三:非公立医院管理专场（新形势下非公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 

—会议中心二号厅 

时间 会议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13:30-13:40 领导致辞 

胡仁崇 

湖北省医院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何宏生 

13:40-13:50 主委致辞 

叶  红 

湖北省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

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董事总经理 

13:50-14:20 疫后医疗机构的高质量发展 

朱洪波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政医管处处长 

湖北省民办医院行业 

党委副书记 

14:20-14:50 非公立医疗机构党的建设工作 

郑正春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 

湖北省民办医院行业 

党委副书记 

14:50-15:20 
心血管专科建设的亚心经验——人

才梯队建设 

陶  凉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院长 

叶  红 

15:20-15:50 
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创新发展

模式 

何宏生 

国药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国药东风医疗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15:50-16:00 中场休息 

16:00-16:20 
新形势下企业医院发展定位的思考

与探讨 

金志刚 

华润武钢总医院 

常委书记、院长 
李绪贵    

湖北六七二中西医结合骨

科医院院长 

 

孔  娟 

爱尔眼科医院汉口院院长 

李绪贵 

16:20-16:40 民营医院参与医养结合的发展之路 

汤桂明 

湖北康泰化成医疗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 

嘉鱼康泰医院院长 

16:40-17:00 
民营医院医疗人才引进与培育 

——以艾格眼科为例 

鲍志国 

艾格眼科医院集团 

人力资源总监 

17:00-17:20 
武汉市汉阳医院 DRG数据与应用、

医保管理 

易喜祥 

武汉市汉阳医院财务总监 

17:20-17:50 圆桌讨论 叶  红 

湖北省“民营医院管理年”活动启动仪式 叶  红 

分会场四:医疗保险管理专场（DRG 模式下的医保精细化管理） 

—会议中心人大厅 

时间 会议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13:30-14:10 医保基金监管条例解读 
胡一兵 

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处长 

夏  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曾红莉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4:20-15:00 DRG在浙大二院的应用和实践 
林  敏 

浙江省医保专委会主任委员 

李  浩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陈敏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5:00-15:20 中场休息 

15:20-16:00 DRG付费与医院运营管理转型 
王孝勇 

山东省立医院医保办主任 

冯革奇 

武汉市中心医院 



李  华 

荆州市中心医院 

16:10-16:50 医保的精细化管理 

廖祖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医保办主任 

喻朝晖 

湖北省中医院 

王  方 

中部战区总医院 

分会场五:医院药事管理专场（医院药学服务的思变、创新与发展） 

—会议中心三号厅 

时间 会议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13:30-13:45 开场致辞  

杜  光 

国家突发公共生事件 

医学中心副主任 

13:45-14:15 
抗击新冠疫情及疫情后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相关主题 

张定宇 

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药学部主任 

 

杨远荣 

荆州市中心医院 

药学部主任 

14:15-14:45 
加强药事管理、促进合理用药 

——把药事当“要事”来管 

龚志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 

14:45-15:00 中场休息 

15:00-15:30 
医保药品价格谈判和 

药品集中采购相关主题 

高  忻 

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药学部主任 

 

杨远荣 

荆州市中心医院 

药学部主任 

15:30-16:00 
基于大数据构建个体化用药指导系

统的探索与实践 

张  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药学部主任 

周本宏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药学部主任 

 

陈  黎 

十堰市太和医院 

药学部主任 

16:00-16:30 医院药事管理相关主题 
甄健存 

北京积水潭医院药学部主任 

16:30-17:00 药学信息化与精准用药 
赖伟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 

分会场六: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专场（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 

—会议中心洪湖厅 

时间 会议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13:30-13:45 领导致辞  

孙  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 

13:45-14:15 患者安全管理相关主题 

肖明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 唐锦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副院长 
14:15-14:45 患者安全管理相关主题 

应娇茜 

中日友好医院医务处长 

14:45-15:15 急诊流程建设 
徐小平 

深圳港大医院党委书记 



15:15-15:45 患者安全管理相关主题 

阮小明 

湖北省卫生厅原副巡视员兼

医改办主任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

药卫生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梅京松 

荆州中心医院副院长 

15:45-16:15 VTE 及 FAST建设之路 

夏家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副院长 

16:15-16:45 患者安全管理相关主题 
蔡  辉 

甘肃省人民医院 

分会场七:医务社工与志愿服务管理专场（医院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管理） 

—绿地酒店一楼会议室 

时间 会议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13:00-13:30 

 

医务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与思考 

季庆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作

暨志愿服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胡建华 

湖北省肿瘤医院 

医院社工部主任 

湖北省医院协会 

医务社工专委会秘书 

13:30-14:00 
 

湖北省医务社工本土化发展探索 

肖  燕 

湖北省肿瘤医院纪委书记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作

暨志愿服务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湖北省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

作和志愿服务管理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4:00-14:30 

 

荆州市中心医院医务社工本土化探

索与实践 

张  玥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医务社

会工作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荆州中心医院纪委书记 

14:30-15:00 

 

 

圆桌会场 

示范医院 

湖北省肿瘤医院 

武汉儿童医院 

荆州市中心医院 

襄阳市中心医院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十堰市太和医院 

李龙倜 

十堰太和医院院长助理 

湖北省医院协会医院社会

工作和志愿服务管理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5:00—17:30 

湖北省医院协会医务社工专委会主委肖燕讲话 
高  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主治医师、讲师 

湖北省医院协会医院社会

工作和志愿服务管理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北省医务社工示范科室建设单位依次进行复审工作汇报 

（共 2家） 

湖北省医务社工示范医院建设单位依次进行复审工作汇报 

（共 3家） 

公布评审结果 

颁奖 

闭幕，合影留念 

分会场八:医院运营管理专场（医院管理创新与特色实践） 

—绿地酒店铂骊 1 厅 



时间 会议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13:40-13:45 领导致辞 

蔡  林 

湖北省医院协会运营管理专

委会主任委员 

向华祥 

荆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张丽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运管部部长 

13:45-14:15 《管理创新助推医院跨越式发展》 

张丽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运管部部长 
蔡  林 

湖北省医院协会运营管理

专委会主任委员 

 

廉  凯 

襄阳一医院院长 

14:15-14:45 《DRG付费初期的医院管理工作》 
冯革奇 

武汉市中心医院总会计师 

14:45-15:15 
《分序列绩效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

质量发展》 

齐  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财务处副处长 

15:15-15:45 
《新时代医院运营管理创新与实

践》 

唐以军 

十堰太和医院院长 

甘定友 

湖北省人民医院 

计财处处长 

 

肖万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经管办主任 

15:45-16:15 
《奖励性绩效体系与医疗服务效

率》 

毛精华 

荆州市中心医院院长 

16:15-16:45 
《从战略性组织发展看待运营管理

部的建设》 

余庆松 

知名医院管理专家 

16:45-17:25 
讨论环节:如何充分运用国考指挥

棒提升医院运营管理效能？ 

何小明 

襄阳市中心医院院长 

李钢琴 

武汉市八医院副院长 

魏清明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总会计师 

任聆斌 

石首市人民医院院长 

江波涛 

咸宁市中心医院副院长 

蔡  林 

湖北省医院协会运营管理

专委会主任委员 

17:25-17:30 闭幕环节 蔡  林 张丽华 

分会场九:DRG/DIP 数据应用与管理专场（DRG/DIP 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绿地酒店铂骊 2 厅 

时间 会议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领导致辞 湖北省医院协会副会长 

胡靖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3:30-14:10 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 DIP 

应亚珍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

研究院 

14:10-14:50 DRG付费的监控和评价 

朱兆芳 

国家卫生健康委 

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14:50-15:30 DRG付费临床认证工作及计划 
郭默宁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 
方  亮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嘉鱼分院 15:30-16:10 武汉市 DRG试点工作进展 
李  鸣 

武汉市医保中心 

16:10-16:50 三加强三推广促进公立医院高质量 万  军 赵正慧 



发展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荆州市中心医院 

16:50-17:30 DRG、DIP和临床路径 
胡靖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分会场十:互联网医院管理专场（互联网医疗智引健康发展） 

—绿地酒店铂骊 3 厅 

时间 会议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13:30-13:45 介绍嘉宾 
万  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 
 

13:45-14:15 互联网医疗智引健康发展 
万  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 
汤绍迁 

荆州市中心医院副院长 

 

孙  璇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门诊管理服务部主任 

14:15-14:45 
新业态下实体医疗机构互联网医院

建设与思考 

姚  刚 

华科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院互联网医院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 

14:45-15:15 智慧医院建设和门诊精细化管理 

袁  莉 

华科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

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 

15:15-15:30 中场休息 

15:30-16:00 
让智慧医疗持续改进 

患者就医体验 

曹  清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门诊部主任 

荆  萍 

武汉市第一医院 

门诊部主任 

 

王莹颖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门诊管理服务部副主任 

16:00-16:30 
新形势下的公立医院 

互联网医院建设 

杨  洋 

武汉市中心医院 

综合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 

16:30-16:50 传播健康信息新时代 
徐  维 

黄石爱康医院副院长 

16:50-17:20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医院“一站式”

出入院流程优化 

汤绍迁 

荆州市中心医院副院长 

17:20-17:30 交流发言 

17:30-17:40 闭  幕 
万  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 

分会场十一:县（市）级医院管理专场（微无创医学推进医院学科建设） 

—绿地酒店江陵厅 

时间 会议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13:30-13:45 致欢迎词 

徐必生 

湖北省医院协会县（市）级

医院管理分会主任委员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严想元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13:45-14:00 领导致辞 湖北省医院协会领导 

14:00-14:40 治疗—让病人受伤害更小！ 

王智彪 

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 

14:40-15:20 应用技术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 
何  佳 

遂宁中医院院长 
魏  辉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 15:20-15:40 中场休息 



15:40-16:20 微无创技术助力医院学科建设 
陶治鹤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16:20-17:00 
低强度聚焦超声治疗技术的 

临床应用 

陈文直 

超声医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首席医学专家 

17:00-17:30 问答讨论 

 

  



附件 2:   

 

  

分会场位置 

荆州会议中心 

分会场 会场名称 会议室 位置 

分会场一 医院行政与后勤管理专场 大剧院 一楼中 

分会场二 医院感染管理专场 政协厅 二楼东 

分会场三 非公立医院管理专场 二号厅 二楼半西 

分会场四 医疗保险管理专场 人大厅 三楼东 

分会场五 医院药事管理专场 三号厅 三楼西 

分会场六 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专场 洪湖厅 五楼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北京西路 390号 

荆州绿地铂骊酒店 

分会场 会场名称 会议室 位置 

分会场七 医务社工与志愿服务管理专场 会议室 一楼 

分会场八 医院运营管理专场 铂骊 1厅 三楼 

分会场九 DRG／DIP数据应用与管理专场 铂骊 2厅 三楼 

分会场十 互联网医院管理专场 铂骊 3厅 三楼 

分会场十一 县（市）级医院管理专场 江陵厅 三楼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火车站站前广场 



附件 3:  

荆州沙市机场至各酒店距离 

酒店名称 距离 车程 

荆州会议中心 26公里 35分钟 

荆州南国温德姆酒店 24公里 30分钟 

荆州绿地铂骊酒店 27公里 30分钟 

荆州富力万达嘉华酒店 29公里 35分钟 

荆州晶崴国际大酒店 27公里 40分钟 

荆州金凤皇冠大酒店 27公里 35分钟 

荆州万枫酒店 29公里 35分钟 

荆州火车站至各酒店距离 

酒店名称 距离 车程 

荆州会议中心 6.8公里 18分钟 

荆州南国温德姆酒店 6.1公里 15分钟 

荆州绿地铂骊酒店 550米 5分钟（步行） 

荆州富力万达嘉华酒店 3.7公里 15分钟 

荆州晶崴国际大酒店 8.4公里 22分钟 

荆州金凤皇冠大酒店 5.3公里 17分钟 

荆州万枫酒店 3.9公里 1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