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地点：

主题：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

执行单位：

规模：

参会人员：

议程（拟）：

具体时间 地点

09:30-11:30 秦皇国际大酒店/秦皇岛国际展览中心

11:30-13:30 秦皇国际大酒店一层餐厅

14:00-18:30 秦皇岛国际展览中心

14:00-14:05

14:05-14:15

14:15-15:20

14:15-14:35

14:35-14:55

14:55-15:15

15:15-15:20

15:20-15:40 15:20-16:10

15:40-16:20 16:10-16:40

16:20-17:10 16:40-17:40

17:10-17:30 17:40-18:00

18:30-20:00 秦皇国际大酒店一楼国际会议中心

08:30-08:55

09:00-12:10 秦皇岛国际展览中心

09:00-09:25

09:25-09:50

09:50-10:15

10:15-10:40

2016年中国（秦皇岛）智慧健康城市大会暨秦皇岛泰盛健瑞仕国际康复中心开业仪式
2016年6月14-16日

秦皇岛国际展览中心

“健康服务产业的数字化、社会化和市场化”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中国开发区协会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英中贸易协会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

秦皇岛赢策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全景会务公司

300人

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及相关业务司局负责同志

国内外知名医疗、康复、养老行业专家及机构负责人

各地商务、民政、卫生主管部门有关代表

开发区、高新区和新区业务负责同志

各地医院、康复养老机构、健康促进协会业务负责人

数字健康服务机构

穿戴式设备供应商

信息技术服务企业

媒体

内容

6月14日

报到注册

自助工作午餐

2016年中国（秦皇岛）智慧健康城市大会开幕式暨秦皇岛泰盛健瑞仕国际康复中心开业仪式

主持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主任 苏景文

主持人介绍议程和重要嘉宾

领导发言

发言嘉宾：原商务部副部长 马秀红
         秦皇岛市领导

主旨发言

①中国现代医疗康复养老一体化的探索之路（宣布智慧健康产业联盟成立）

  发言嘉宾：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会主席/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智慧健康产业联盟理事长 励建安教授

②秦皇岛泰盛健瑞仕国际康复中心——国际化康复理念与中国本土化特色相结合的实践探索

  发言嘉宾：美国GRS康复服务集团总裁  Dan Hirschfeld

③互联网+门诊区域医疗服务

  发言嘉宾：和君咨询合伙人 李宇尘

主持人宣布开幕式结束

领导/特邀嘉宾 普通参会人员

移动（会场—泰盛健瑞仕国际康复中心） 茶歇/会场外演示厅参观

揭牌活动 移动（会场—泰盛健瑞仕国际康复中心）

康复中心观摩体验 康复中心观摩体验

移动（康复中心—住宿地点<秦皇国际大酒店>） 移动（康复中心—住宿地点<秦皇国际大酒店>）

自助餐叙会

6月15日

住宿参会代表移动（秦皇国际大酒店-秦皇岛国际会展中心）/入场

2016年中国（秦皇岛）智慧健康城市大会高峰论坛

主持人：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会主席/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智慧健康产业联盟理事长 励建安教授

主旨演讲I：社会资本、信息技术与医疗康复的跨界融合发展

演讲嘉宾：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会主席/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智慧健康产业联盟理事长 励建安教授

主旨演讲II：国际化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实践

演讲嘉宾：英国国际医院集团（IHG）亚洲区总裁 Dr Jason Mann

主旨演讲III：国际视角解读“健康服务产业的数字化、社会化和市场化”

演讲嘉宾：国际智慧健康城市联盟（SHCA）主席 侯文璋博士（Ian Hau）

主旨演讲IV：阿尔兹海默症病人的居家护理

演讲嘉宾：关爱惟士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及创始人 麦克·里德（Mike Reid）



10:40-11:05

11:05-11:30

11:30-12:10

12:15-13:30 秦皇岛经开区泰盛商务大厦一层食堂

13:30-17:00 ③康复医疗丛书主编会议（闭门） ①③秦皇岛国际展览中心

主持人：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会主席/投促会智
慧健康产业联盟理事长 励建安

②秦皇岛经开区泰盛商务大厦一层会议室

13:30-13:40 13:30-13:40 主持人介绍议程及嘉宾

13:40-14:20 13:40-14:00 主旨发言I：物联网分级诊疗应用方案

14:20-15:00 演讲嘉宾：医界互联（北京）移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柳旗

15:00-15:40 14:00-14:20 主旨发言II：生物科技助推分级诊疗
15:40-16:20 演讲嘉宾：维真（Vigene）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琦琛

16:20-17:00 14:20-14:40 主旨发言III：互联网+延续护理

演讲嘉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护理部主任 郭俊艳教授

14:40-15:00 主旨发言IV:“中日友好医院医联体”对分级诊疗的意义

演讲嘉宾：中日友好医院外科教授  姚力

15:00-15:20 主旨发言V:关于远程中医分级诊疗的浅谈

演讲嘉宾：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大学博士 曹克刚
15:20-15:40 主旨发言VI：亚急性分级治疗

演讲嘉宾：GRS临床及医保副总裁  张笛

15:40-16:00 主旨发言VII：听力康复行业技术服务+互联网

演讲嘉宾：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科研教育部主任 医学博士
王树峰

16:00-17:00 讨论环节：康复+互联网，如何实现家庭、社区、医院三者协同？

讨论嘉宾：

医界互联（北京）移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柳旗

维真（Vigene）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琦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护理部主任 郭俊艳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外科教授  姚力

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大学博士 曹克刚

GRS临床及医保副总裁  张笛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科研教育部主任 医学博士 王树峰

17:30-18:30 秦皇岛经开区泰盛商务大厦一层食堂

秦皇岛国际展览中心

09:00-12:00

主旨演讲V：加拿大慢病运动康复健康管理

演讲嘉宾：加拿大七橡树健康管理中心科研总监 张弓教授

主旨演讲VI：科学健康运动与智能化监控

演讲嘉宾：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教授/运动处方研究中心主任 王正珍

行业对话：京津冀医疗康复一体化的布局与实施

对话主持：英中贸易协会 总监 医疗&生命科学  赵熙

对话嘉宾：
    冀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奕
    中日友好医院外科教授  姚力
    民政部光彩养老事业促进中心 理事长 曹江
    GRS康复集团 全球创新事业部总监 Sarah Thomas

自助工作午餐

①医疗康复养老护理一体化圆桌座谈会 ②“分级诊疗+互联网”惠及基层诊疗专题研讨会

主持人：智健诚健康科技管理有限公司CEO 洪刚 主持人：和君咨询合伙人 李宇尘

主持人介绍议程及嘉宾

议题I：医养结合如何推动健康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议题II：二级医院转康复的实践与探索

议题III：多元化健康养老与金融保险服务

一对一项目对接（提前预约）/大会结束

参与嘉宾：
解放军总医院康复中心 脑卒中康复 贾子善
武汉同济医院康复科 脑外伤康复 黄晓琳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脊髓损伤康复 许光旭
北医三院康复科 骨与关节康复 周谋望
齐鲁医院康复科 脊柱康复 岳寿伟
北大医院 心脏康复 胡大一
广东省人民医院康复科 呼吸康复 张鸣生
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糖尿病康复 江钟立
佳木斯大学康复医学院 儿童康复 李晓捷
上海华山医院康复科 老年康复 郑洁皎
江苏省人民医院妇产科 妇产康复 孙丽洲
重庆西南医院康复中心 重症康复 刘宏亮
重庆西南医院烧伤中心 烧伤康复 吴军
南方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疼痛康复 黄国志
广东工伤康复医院 工伤康复 唐丹

重点座谈嘉宾：
国际智慧健康城市联盟（SHCA）主席 侯文璋博士
美国GRS康复服务集团总裁  Dan Hirschfeld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赵虹
山东中扶云投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 郭毅
秦皇岛市民政部医养结合办公室领导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方发和
宜兴九如城康复养老护理服务中心 院长  唐丹
上海第一康复医院 院长  周明成
南方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院长 黄国志
南京钟山养老院 院长  全钰平
德国维思平设计公司 总经理  李东辉
英国TLD设计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 Mark Dodds
韩国健康运动协会 秘书长 田世成

议题IV：健康养老服务产业的信息化建设

议题V：医养融合建筑设计的新理念

自助工作晚餐

6月14-16日

智慧健康产业演示

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