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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 请 函 

尊敬的各位同仁： 

为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和十九大精神以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关要

求，临床路径管理工作一直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重点工作之一。截至目前，临床

路径累计印发数量已达到 1212个，涵盖 30余个临床专业，基本实现临床常见、多发

疾病全覆盖，基本满足临床诊疗需要。临床路径管理作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的有

效抓手之一，是实现精细化、科学化现代医院管理的重要工具，不仅对改善医疗服

务、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推进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促进三医联动的重要技术手段。 

截至 2018年 2月，已有 8400余家二级以上医院开展临床路径管理。为进一步指

导医疗机构加强临床路径管理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修订发布了《医疗机构临床路径管理指导原则》。2018 年，国家卫

健委在改善医疗服务行动新的三年计划中，把临床路径管理列为医院的“五项制度”

建设之一。为积极配合国家推进临床路径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临床路径管理水平和

实施效果，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四川省医学

会共同主办，组织召开“国家临床路径实施管理论坛（2018）暨中国临床学科规范化

建设协和峰会”，旨在深入探讨临床路径管理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

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的作用，为解决供需失衡矛盾提供建设性思路与方案。 

本次会议将于 2018 年 11月 16日至 11月 18日在四川成都召开，将围绕“临床路

径管理与临床学科规范化建设”的主旨，以“感染性疾病规范诊疗与学科建设”为中

心展开充分探讨。届时将举办《临床路径释义》系列丛书、《四川省县级医疗机构处

方集》图书发布会。本次会议旨在为临床医学专家、医院管理者、医疗界相关人士搭

建一个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共同推动临床路径管理工作在各级医院的落地。 

欢迎各位同道共同参与！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8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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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王  辰  王发强  沈  骥 

执行主席：郑忠伟  刘希华  李为民  邓绍平 

学术主席：马小军  王行环  王贵强  史录文  金有豫  黄晓军 

组委会秘书长：王海涛  林丽开 刘小培  曹玺强  张 瑜  蒋乃珺 

主办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四川省医学会 

承办单位：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中心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诺宏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医院协会 

成都医学院 

支持单位：国家卫健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耐药评价专家委员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性疾病循证与转化专业委员会 

国家卫健委儿童用药专家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儿科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药学经济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循证医学分会 

欧洲临床微生物和感染病学药敏委员会/华人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委员会 

中国医院协会国际医疗服务与管理专业委员会 

四川省医院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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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坛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8 年 11 月 16 日～18 日 

 地点：四川省·成都凯宾斯基饭店 

三、论坛规模及目标受众 

 会议规模：600 人 

 目标受众： 

1. 全国各省、自治区、市、县卫计委医政医管局人员 

2. 全国各医疗机构临床路径管理委员会、指导评价小组和实施小组成员 

3. 全国各医院院长、相关临床科室主任、医师、药师、护士等业务骨干 

4. 医药行业相关人士 

四、报名须知 

1. 报到时间及地点 

报到日期：11 月 16 日～18 日 

报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凯宾斯基饭店 

2. 注册方式及注册回执表 

（1） 网上注册：http://www.cpimchina.org 

（2） 或下载注册回执表（见附件 2）发送至大会邮箱：CPIM_F@126.com，注册费用按

照缴费方式汇至大会指定账户。 

3. 缴费金额及缴费方式 

注册类型 

金额 

正式代表 

（元/人） 

研究生代表 

（元/人） 
图书编委 

9 月 30 日前（含） 1400 元 500 元 免注册费 

9 月 30 日后 1800 元 600 元 免注册费 

开户名：北京诺宏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永安里支行 

mailto:CPIM_F@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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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号：1100 6114 7018 8000 27319 

 研究生代表请参会时携带与证件一致的学生证前往注册 

 《临床路径释义》编委免注册费 

五、交通指南 

酒店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4 段（沿机场高速至人南立交下 15 分钟车程，距离

火车南站 2 分钟车程，距离火车北站和火车东站 15 分钟地铁） 

六、联系我们 

会  务  组：张  瑜  15911050172   张晶晶  18810067018   吴  瑛  18513232210    

常佳慧  17888810514   刘  帅  18811154973 

大 会 邮 箱 ：CPIM_F@126.com  

官 方 网 站 ： www.cpimchina.org  

mailto:CPIM_F@126.com
http://www.cpim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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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会议议程 

2018年 11 月 17日 上午（三楼锦绣厅） 

开幕式 

时  间 会议内容 发言人 单  位 

主持人：刘希华 教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王海涛 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08:30～09:10 开幕式嘉宾致辞 与会领导及嘉宾 

图书发布会 

时  间 会议内容 发言人 单  位 

主持人：刘希华 教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王海涛 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09:10～09:25 《临床路径释义》系列丛书图书发布会 

09:25～09:40 《四川省县级医疗机构药品处方集》图书发布会 

主题论坛 

时  间 会议内容 发言人 单  位 

主持人：邓绍平 教授（四川省人民医院） 

王海涛 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09:40～10:00 坚持政府主导 三医联动改革 詹积富 局长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10:00～10:20 临床路径管理的现状报告 王行环 教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主持人：刘希华 教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林丽开 教授（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 

10:20～10:40 临床路径管理与疾病负担研究 史录文 教授 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  

10:40～11:00 心血管外科临床路径优化研究 郑  哲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主持人：徐英春 教授（北京协和医院） 

王海涛 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11:00～11:20 新形势下的大感染学科建设 王贵强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20～11:40 临床路径管理与感染性疾病规范诊疗 马小军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11:40～12:00 讨论 全体与会人员 

12:00～12:20 图书签赠：《四川省县级医疗机构药品处方集》 

12:00～14:00 自助午餐 

 

 

2018 年 11月 17日 下午（5楼小宴会厅） 

分论坛 1：临床路径与感染性疾病分论坛 

项目发布会 

时  间 会议内容 发言人 

主持人：史录文 教授（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 

        徐英春 教授（北京协和医院） 

14:00～14:10 嘉宾致辞 与会领导及嘉宾 

14:10～14:20 感染界 APP 上线发布会 

14:20～14:30 《中国抗菌药物管理和细菌耐药现状报告 2018》图书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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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会议内容 发言人 单  位 

主持人：吴安华 教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杨文杰 教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4:30～14:50 感染性疾病规范诊治与感染学科建设 马小军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14:50～15:10 泌尿系统感染诊疗进展 郑  波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主持人：逄崇杰 教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范  红 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10～15:30 实验室真菌检测能力专家共识解读 杨启文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15:30～15:50 抗菌药物导向性管理 宗志勇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主持人：黎毅敏 教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卓  超 教授（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15:50～16:10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皮试与用药安全 杨  帆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10～16:30 
临床路径管理在医院感染管理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经验分享 
朱  军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30～16:50 
图书签赠： 

《临床路径释义·感染性疾病分册》《中国抗菌药物管理和细菌耐药现状报告 2018》 

18:00～20:00 自助晚餐 

 

2018 年 11月 17日 下午（五楼大宴会厅 2） 

分论坛 2：临床路径信息化与医院学科建设分论坛 

时  间 会议内容 发言人 单  位 

主持人：闫峻峰 教授（四川省人民医院） 

        刘越泽 教授（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4:00～14:30 医疗大数据分析与循证药物经济学管理 宣建伟 教授 中山大学医药经济研究所 

14:30～15:00 临床路径实践中的动力与阻力 陈海啸 教授 浙江省台州医院 

主持人：刘德齐 教授（四川省卫生计生政策与医学情报研究所） 

        徐  辉 教授（四川省人民医院信息科） 

15:00～15:30 基于临床路径信息化系统下的疾病负担研究 韩  晟 教授 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 

15:30～16:00 循证评价与医院运营决策系统（HBI） 曾宪涛 教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6:00～16:30 临床路径变异内涵及分析方法探讨 郭君伟 教授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6:30～17:00 讨论 全  体 

18:00～20:00 自助晚餐 

 

2018 年 11月 17日 下午（五楼大宴会厅 1） 

分论坛 3：临床路径与银杏叶滴丸血管性疾病应用分论坛 

时  间 会议内容 发言人 单  位 

主持人：高蕊 首席研究员（中药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评价国家工程实验室;西苑医院） 

14:00～14:30 血管性疾病临床路径释义解读 李红戈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4:30～15:00 银杏叶滴丸血管性疾病临床应用体会 董  波 教授 山东省立医院 

15:00～15:30 
银杏叶滴丸多年门诊处方分析及联合西药治疗

血管性疾病的评价 
王爱武 教授 山东省立医院 

主持人：林丽开 教 授（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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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00 
单病例随机对照试验及银杏叶滴丸研究实践 高  蕊 首席研

究员 

中药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评价国家工程实

验室;西苑医院 

16:00～16:30 银杏叶滴丸上市后安全性研究总结报告 杨忠奇 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30～17:00 
银杏叶滴丸大品种培育的医研企协同创新实践 张建兵 副总经

理 

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0～20:00 自助晚餐 

 

2018 年 11月 17日 下午（五楼大宴会厅 3） 

分论坛 4：临床营养治疗规范化管理分论坛 

时  间 会议内容 发言人 单  位 

主持人：蒋乃珺（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中心） 

13:30～14:10 肠外营养在消化科应用进展 
王化虹 教授 

主持嘉宾：许媛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4:10～14:50 肿瘤代谢与调节 缪明永 教授 海军军医大学 

14:50～15:30 临床路径的意义和制定方法 王海涛 院长 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15:30～16:10 还营养为一线治疗 石汉平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18:00～20:00 自助晚餐 

 

2018 年 11月 18日 上午（5楼小宴会厅） 

分论坛 5：儿童感染性疾病规范诊疗与临床路径管理分论坛 

        暨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儿科学专业委员会年会 

时  间 会议内容 发言人 单  位 

主持人：杨永弘 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张  霆 教  授（首都儿科研究所） 

08:40～09:00 中国儿童感染性疾病临床诊疗指南现状 申昆玲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09:00～09:20 儿科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规范诊治 龚四堂 教授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主持人：李  利 教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崔  红 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09:20～09:40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 PK/PD及耐药性分析 张国成 教授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儿童医院 

09:40～10:00 儿科临床药师与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 赵  维 教授 山东大学药学院 

主持人：黄  敏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赵东赤 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0:00～10:20 支气管肺炎临床路径解析 徐保平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20～10:40 儿科用药药物经济学评价技术与实践 韩  晟 教授 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 

主持人：王晓玲 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张  霆 教授（首都儿科研究所） 

10:40～11:00 江西省儿童医疗联盟建设实施经验 陈  强 教授 江西省儿童医院 

11:00～11:20 儿童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管理体系构建 文飞球 教授 深圳市儿童医院 

主持人：林丽开 教授（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 

11:20～11:40 
儿科学专业委员会工作进展报告及 2019 年

工作计划 
申昆玲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1:40～12:00 图书签赠：《临床路径释义·小儿内科分册》《儿科药品超说明书使用循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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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4:00 自助午餐 

 

 

2018 年 11月 18日 上午（五楼大宴会厅 2） 

分论坛 6：临床路径与乳腺疾病分论坛 

时  间 会议内容 发言人 单  位 

主持人：林丽开 教授（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 

08:30～08:50 会议致词 裴晓华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房山医院 

08:50～09:20 乳癖散结胶囊真实世界研究发布 参研人员代表  

09:20～09:50 
早期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治疗临床路径及

其背后的病机变化 
陈前军 教授 广东省中医院 

09:50～10:20 肉芽肿性乳腺炎中医临床路径解读 刘晓雁 教授 广东省中医院 

10:20～10:50 浆细胞性乳腺炎中医临床路径解读 张董晓 教授 北京中医医院 

10:50～11:20 乳腺癌巩固期中医临床路径解读 樊英怡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11:20～11:50 乳腺增生病的中医外治法 霍艳丹 教授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会议结束 

 

2018 年 11月 18日 下午（五楼大宴会厅 3） 

时  间 会议内容 单  位 

13:30～14:30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儿科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常委会议 全体常委 

14:30～17:00 《锌元素在儿科临床应用的专家共识》审稿会 凭邀请函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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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注册回执表 

姓  名 
 

性  别 
 

工作单位 
 

科  室 
 

职  称 
 

职  务 
 

手  机 
 

电子邮箱 
 

■住宿安排（可自行预定，如无需大会预订住宿则不填） 

入住需求 

□单人入住——大床房 
□带人入住——双标间 

□接受拼房——双标间 

（会务组将安排您与其他参会者同住一间，共同承担会议期间房费） 

入住时间  离开时间  

注册费汇款时间  

■开具发票信息（如无需开具发票则不填）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