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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辞 组织机构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同仁：

金秋时节，美丽的杭州丹桂飘香，我们紧随 G20 峰会的脚步，共聚西

子湖畔，举办第三届中国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

届学术年会暨2016年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本次大会由中华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办，浙江省医学会、浙江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

承办，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中华全科医师杂

志协办。

今年 8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要坚持

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

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全科医学的学科建设和

全科医师的队伍建设是我国分级诊疗模式落地生根的强大保证，我们必须抓

住机遇，致力于推进基层医院和大医院的学科深度共建，实现医疗资源互通

互联，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综合能力，朝着全科医师制度和分级诊疗制

度的全面实施扎实推进、开拓进取！

紧扣本次大会主题“加强全科建设，推进分级诊疗”，大会特别邀请到

国家卫计委领导、浙江省卫计委领导、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美国梅奥中心

教授等做大会主旨报告，深入解读国家相关政策、精彩分享国外先进经验。

有了政策的支撑，全科医师还必须“技在手，能在身”，因此，本次大会

从基层医疗的实际需求出发，精心安排了五场临床技能培训班，现场演练，

互动学习。全科医师从事的是保障和维护健康的事业，推崇“热爱运动、

倡导健康”的生活理念，本次大会也特别安排了“美丽西湖，健康启步——

2016 年全科环西湖健步走”活动，十里韶华湖光，步量之，百年健康基业，

吾行之。

此次大会既有主旨报告形式的学术讲座，又有学术辩论、专题对话的学

术争鸣，还有临床技能培训的学术实战，力争为参会者提供一场丰盛的学术

大餐。

全科医学的发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希望本次年会能激发全科发展的

新思路，把全科医学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

2016 年 11 月

大会主席
曾益新  教授

大会主席
祝墡珠  教授

主席团成员

名誉主席：陈...竺. 杨秉辉

主.......席：曾益新. 祝墡珠

执行主席：于晓松. 李俊伟

组织委员会

贾建国. 孙晓明. 王家骥. 周亚夫. 方力争

学术委员会

陈维云. 迟春花. 杜雪平. 龚...涛. 何...仲. 和...立. 江孙芳. 李卿慧. 李...鲁

李南方. 潘志刚. 申长虹. 施...榕. 吴...浩. 席...彪. 曾学军. 赵光斌. 周仲华

秘书组

秘.书.长：何...仲

副秘书长：王海涛. 朱华栋. 戴红蕾. 李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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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全科医学大会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2016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发言人须知：

1..发言日程以本手册及现场通知为准。如有问题请前往试片室告知工作人员；

2..请于会议开始前 10.分钟向该场次主持人报到；

3. 请于发言前 2小时将幻灯片提交试片室。

主持人须知：

1..请提前 15分钟达到会场，与现场工作人员联系到会发言情况；

2..为了使会议按时顺利进行，请严格控制发言和讨论时间；

3..如讲课超时，请缩短讨论时间或把相关主题合并讨论；

4..如您临时不能到场主持，请前往试片室告知工作人员。

试片室：

地点：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一层..2 号贵宾厅

开放时间：11月 10 日..13:00-17:00

..................11 月 11 日..08:00-17:30

..................11 月 12 日..08:00-16:00

优秀论文评选：

中华医学会全体委员会及中华全科医师杂志专家根据投稿情况及现场表现将选出优秀论文

10 篇。

一等奖 1名：免除 2017 年全科医学大会全部注册、住宿及机票费用

二等奖 3名：免除 2017 年全科医学大会全部注册、住宿费用

三等奖 6名：免除 2017.年全科医学大会注册费

会议地点

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省府路 9号.）

代表标识

胸卡是参会代表的标识。请在参加会议、展览和使用茶点时佩戴胸卡，没有佩带胸卡的代表将无法

进入会场听会。

用餐（凭餐券用餐，以餐券信息为准）

时间：11月 10 日.晚餐 17:30-19:30....地点：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三层花中城宴会厅 /

............................................................................世贸君澜酒店.( 委员）

...........11 月 11 日.午餐 11:40-12:45....地点：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三层花中城宴会厅

...............................晚餐 17:30-19:30....地点：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五层包厢区

...........11 月 12 日.午餐 12:00-13:00....地点：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五层包厢区

住宿

 酒店名称  距会场距离 距会场时间
（车程时间） 地址

.杭州望湖宾馆. 1.3 公里 6分钟 杭州市环城西路 2号

.杭州海华大酒店. 1.4 公里 10分钟
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298 号
（西湖时代广场对面）

浙江新世纪大酒店 1.5 公里 10分钟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18号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 1.8 公里 10分钟 杭州市曙光路 122 号

.杭州星都宾馆. 2.2 公里 10分钟 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路 448 号

学术信息 会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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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时刻表.

11 月 10 日

班车路线 发车时间

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大会指定酒店 09:00-21:00..满员即发

大会指定酒店.→.浙江省人民大会堂 15:30，17:30

11 月 11 日

班车路线 发车时间

大会指定酒店.→.浙江省人民大会堂 07:40

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大会指定酒店 18:30，20:30（培训结束后）

11 月 12 日

班车路线 发车时间

大会指定酒店.→.浙江省人民大会堂 07:40

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大会指定酒店 16:30.（闭幕式结束后）

11 月 13 日 （会后参观请务必提前报名，预订座位！）

班车地点及路线 发车时间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 08:00

杭州望湖宾馆 08:15

杭州海华大酒店 08:25

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
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四季青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9:00（到达时间）

参观单位→.大会各指定酒店 11:00

11 月 10 日

全天 报到

16:00-17:00 美丽西湖，健康启步——2016 全科年会环西湖行（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门口集合）

17:30-19:00 晚餐（人民大会堂三层花中城宴会厅 / 世贸君澜酒店 [ 委员 ]）

19:30-20:00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委秘书长会（世贸君澜三层嘉禾厅）

20:00-20:30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常委会 / 全体委员会（世贸君澜三层嘉禾厅）

会场
大会堂主会场
（一层）

人大厅
（一层）

台州厅
（一层）

衢州厅
（一层）

宁波厅
（二层）

温州厅
（二层）

杭州厅
（二层）

11 月 11 日

08:30-12:00
开幕式及

全体大会

11:40-12:45 午餐（人民大会堂三层花中城宴会厅）

12:45-13:30 礼来卫星会 拜耳卫星会

13:10-13:20 惠每签约仪式

13:30-15:30
慢病学组

分组会 1

慢病学组

分组会 2

教育与培训

学组分组会 1

信息学组

分组会 1

基层社区学组

分组会 1
公共卫生

15:30-15:40 茶歇

15:40-17:40
慢病学组

分组会 3

慢病学组

分组会 4

教育与培训

学组分组会 2

信息学组

分组会 2

基层社区学组

分组会 2
社区护理

17:10-17:55 惠每卫星会

17:10-18:20 慢病学组会议 基层学组会议

17:30-19:30 晚餐（人民大会堂五层包厢区）

18:30-20:30
肺功能及肺康复、眼底镜、检耳镜、病例讨论、心电图判读、巴林特小组技术培训

(金华厅、湖州厅、绍兴厅、嘉兴厅、丽水厅 )

11 月 12 日

08:30-10:10
教育与培训

学组分组会 3

慢病学组

分组会 5

教育与培训

学组分组会 4
青委论坛 1

基层社区学组

分组会 3

10:10-10:20 茶歇

10:20-12:00
教育与培训

学组分组会 5

慢病学组

分组会 6

教育与培训

学组分组会 6
青委论坛 2

基层社区学组

分组会 4

12:00-13:00 午餐（人民大会堂五层包厢区）

13:00-16:00
全体大会及

闭幕式

11 月 13 日 上午 参观（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季青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会务信息 日程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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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西湖，健康启步——2016 全科年会环西湖行

活动时间：11 月 10 日.下午 16:00-17:00

活动地点：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中门厅集合

行走路线：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凤起路→保俶路→北山街→断桥→白堤→平湖秋月，原路返回人民大会堂。

沿途景观：断桥、白堤、平湖秋月、孤山、西泠桥、宝石山，可眺望雷峰塔、城隍阁，零距离领略西湖之美 !

注意事项：1..请于 11.月 10.日 16:00.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中门厅集合，领取健步走装备.；

2..完成健步走可在平湖秋月工作人员处领取精美纪念品一份（总共 200 份，先到先得）。

起点
浙江省人民大会堂

终点／领奖处
平湖秋月

特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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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临床技能培训
11 月 11 日晚上 18:30-20:30

培训课程：肺功能及肺康复

培训地点：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一层.金华厅

培训大纲：2015 年美国胸科协会主席在首次世界肺功能日呼唤：应像量血压一样检查肺功能。全科医师正确

判读肺功能，提高对肺病疾病的诊治水平；掌握及运用肺康复技术，帮助病人畅享生活、自由呼吸！

培训课程：眼底镜、检耳镜

培训地点：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一层.湖州厅

培训大纲：全科医师掌握眼底镜和检耳镜的使用方法，将眼底及耳道情况一览无余、尽收眼底，是全科日常诊

疗工作不可或缺的辅助检查方法。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定期进行眼底检查，可以了

解疾病的进展情况；掌握检耳镜的使用方法，可帮助全科医师诊断外耳的常见疾病。

培训课程：全科病例讨论会

培训地点：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一层.绍兴厅

培训大纲：从全科医师在临床诊疗中承担的最主要的两大类疾病入手，分别从慢性多病种管理和症状学未分

化病人的首诊两方面来阐述全科医生的临床思维。全科医生如何找寻蛛丝马迹，如何拨开迷雾，

破解困局，拨开云雾见“真迹”。

培训课程：心电图判读

培训地点：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二层.丽水厅

培训大纲：Willem.Einthoven 医生于百余年前发明了心电图，它将患者的心电图活动以图形的方式表达和记

录下来，客观、直接地反映患者的心电活动，是临床医生决策和处理心脏疾患的重要依据。本次培

训通过介绍心电图阅读分析流程，演练心电图识别技术，帮助全科医生掌握常见类型及异常的心电

图，轻松走出心电图曲线迷宫。

培训课程：巴林特小组

培训地点：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一层.嘉兴厅

培训大纲：巴林特小组 (Balint.groups) 是训练全科医师处理医患关系的有效方法，培训医生从精神动力学的

视角关注问题，通过对内心体验的讨论和分享，能使小组成员识别、理解、处理复杂的情绪反应能

力得以提高，同时，可以提升医生的医患沟通技巧，了解自身能力和责任的局限性，明确自身的职

业定位，提高职业认同感，最终更好地服务患者。

注意事项：每个专场限定参加人数为 40人，请各位在会议注册时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专场，培训结束将颁发大

会技能培训证书。

会后参观

活动时间：11 月 13 日上午 8:30-10:30

活动内容：参观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季青街道社区卫（三选一）.

医院介绍：

1. 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成立于 1999 年，是国内率先在综合性医院成立全科医学科的三甲医院之一，

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2006年成为首批国家级培训基地，2012年被批准为浙江省全科医学技术指导中心，

是浙江大学全科医学硕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15 年成为浙江省重点支撑学科。经过 17年的临床实践及科学

研究，创建“三位一体、融贯交叉”的教学新体系，提出“早进临床、早进门诊、早进社区”的原则，为国家

培养“用得好、下得去、留得住”的全科医师发挥引领作用。取得的成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推广及示范应

用，得到了国家卫计委、教育部等高度肯定。

2. 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群众满意的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社区实践基地，也是浙江省中医

药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等教学与科研实践基地，浙江省慢性病适宜技术.推广基地，浙江省责任医生签

约培训基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曾分别亲临中心视察工作，

并给予充分肯定。

3. 四季青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首批“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少数拥有康复病区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之一，是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社区实践基地，也是浙江大学全科教学

实践基地。在社区教学、分级诊疗、签约服务及医养护上工作出色，自成亮点。

注意事项：大会提供班车从各入住酒店出发到参观地点，并于参观结束后返回到酒店。请务必于 11月 10 或

11 日到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报到处报名，预订座位。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特色活动 特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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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全科医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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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堂（一层）

08:30-09:20   开幕式

主持 :.于晓松（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30-08:35 致辞 曾益新 北京医院

08:35-08:45 致辞 施贺德 世界卫生组织

08:45-08:50 致辞 蔡秀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08:50-08:55 致辞 杨....敬 浙江省卫计委

08:55-09:00 致辞 王大方 中华医学会

09:00-09:05 致辞 金小桃 国家卫计委

09:30-10:30   全体大会

主持 :.祝墡珠（复旦大学附属上海中山医院.），李俊伟（浙江中医药大学）

09:30-09:50 中国基层卫生的现状 诸宏明 国家卫计委基层司

09:50-10:10 全科医生人才培养政策 国家卫计委科教司

10:10-10:30 浙江省深化医改的进展与思考 杨....敬 浙江省卫计委

10:30-11:40   全体大会

主持 :.贾建国（北京宣武医院），何仲（北京协和医学院）

10:30-11:10 梅奥全科医学运营模式
Eric.

Klavetter
罗切斯特梅奥基础医疗和梅奥
全科医学部

11:10-11:40 大医院如何发展全科医学 曾益新 北京医院

人大厅（一层）

12:45-13:30   礼来卫星会

主持 :.于晓松（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孙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2:45-13:05 中国基层糖尿病优化管理项目介绍 姜晓华 礼来公司

13:05-13:25 优泌林 70/30 适用于基层的预混人胰岛素 倪海祥 浙江省中医院

13:30-15:20   慢病学组分组会 1

主持 :.李双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杜兆辉.（上海浦东新区维汸社区卫生中心）

13:30-13:50 ASCVD基层管理路径的研究 于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50-14:00
区域协同双向转诊模式初探 ---以甲状腺结节诊疗
为例

陆....媛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分院

14:00-14:10 通过管理团队促进慢性病管理 马....力 北京天坛医院

14:10-14:20
群组管理模式对社区高血压肾脏早期损害患者的
自我效能影响

周....晨
上海市大场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14:20-14:30 天津市糖尿病综合管理医疗协作体工作经验分享 李....晶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14:30-14:40 社区健康干预对老年三高患者控制状况的影响. 韩鹏飞
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4:40-14:50
现代生活方式下的北京城区居民 2010 年血脂谱及血
脂紊乱分析

张....晏 北京医院

14:50-15:00 社区主观认知下降筛查工具应用现状 郝立晓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00-15:10 全科医生在脑卒中患者疾病预防中的地位 姜....睿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10-15:20 老年冠心病患者的基层管理 单海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上午）详细日程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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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全科医学大会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2016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人大厅（一层）

15:30-17:00   慢病学组分组会 3

主持 :.于晓松（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晨 (北京天坛医院 )

15:30-15:50 慢性病社区管理与控制难点与对策. 杜雪平 北京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5:50-16:00 社区慢性病管理模式探讨 张....倩 卫生部北京医院

.16:00-16:10 老年人代谢综合征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分析 张....宁 江苏省人民医院

16:10-16:20 国内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管理现状 高文娟 首都医科大学

16:20-16:30 成都地区社区老年人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变化趋势分析 王宾友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16:30-16:40 药师参与老年人合理用药的实践及体会 孙雪林 卫生部北京医院

16:40-16:50
家长陪同下中小学生个性化健康教育用于减肥的效果
观察

王华伟 天台县人民医院

16:50-17:00 北京地区老年人群颈动脉硬化危险因素分析 杨书文 北京医院

 17:10-17:55   惠每卫星会 

17:10-17:20 梅奥医疗模式.
Mr..Peter.
Streit

梅奥医疗集团梅奥医疗集团全
球业务合作发展部

17:20-17:40 全专科医生的日常工作及与专科医生配合
Dr..Elliot.
Bruhl

梅奥医疗集团

17:40-17:50 现场互动：互动提问和惠每云诊所及知识库使用指导 张....奇 惠每科技

[ 讨论 / 点评 ]
迟春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罗如澍（美奥医疗集团高级投资官惠每医疗CEO）.,.Eric.Klavetter.（罗
切斯特梅奥基础医疗和梅奥全科医学部）.,.Peter.Streit（梅奥医疗集团梅奥医疗集团全球业务合作发
展部）.,.Elliot.Bruhl（梅奥医疗集团）.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详细日程

台州厅（一层）

13:30-15:10   慢病学组分组会 2

主持 :.迟春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任菁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3:30-13:50 精神疾病患者家庭负担及社会支持需求研究 路孝琴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
教育学院

13:50-14:10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全科门诊与专科门诊随访
观察分析

周杨威 卫生部北京医院

14:10-14:20 慢病防控领域循证决策开展的国际经验剖析 石建伟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14:20-14:30
慢病防控领域循证应用现况：美国、澳大利亚、中国、
巴西的跨国比较研究

王朝昕 同济大学

14:30-14:40
多元化健康教育课程对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干预效果的
研究

周....露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4:40-14:50
北京市社区居民骨质疏松症健康行为采纳情况及干预
研究

于....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4:50-15:00 以大量心包积液为主要表现的结缔组织病.1 例 骆东慧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10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糖尿病患者疾病认知与自我管理
分析

郑森爽 天津医科大学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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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全科医学大会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2016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台州厅（一层）

15:20-17:10   慢病学组分组会 4

主持 :.王留义（河南省人民医院），尹朝霞（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社管中心）

15:20-15:40 2016 慢性心力衰竭的指南解读 马中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40-16:00 社区全科医生心理性胰岛素抵抗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江孙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00-16:10 社区老年人骨质疏松症相关因素和健康干预 罗....琳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地段医院

16:10-16:20 “粉丝管理中心”在社区慢病管理中的作用 朱....平
海曙区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16:20-16:30
三级甲等医院全科医学科开展结对帮扶活动模式的实
践体会

朱....艳 丽水市人民医院

16:30-16:40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下远程血压管理对基层高血压
防控的影响分析

唐以俊 高新区合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6:40-16:50 肺康复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应用进展 苏巧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50-17:00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全科 -专科团队协同管理实践
体会

赵付英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医院

17:00-17:10
济南市文东社区 65-80 岁老年人使用阿司匹林预防心
脑血管事件的调查研究

杨....敏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17:10-18:00   慢病学组工作会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详细日程

衢州厅（一层）

13:30-15:30   教育与培训学组分组会 1

主持 :.何仲（北京协和医学院），郭爱民（首都医科大学）

13:30-13:50 全科医生培训细则修订思路 杜雪平 北京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50-14:10
全科医学住院医师培训方案优化研究的设计与初步
探索

王....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10-14:20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社区实践的开展：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实施经验

陈....倩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20-14:30 英美全科医学教育和全科医生培训情况分析及启示 薛冰艳 江苏省人民医院

14:30-14:40
加拿大家庭医学人才培养及家庭医疗服务模式对我国
的启示

徐志杰 第二军医大学

14:40-14:50 三级综合医院开展全科医学培训的探索 邓琳子 卫生部北京医院

14:50-15:00 全科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教学方法的改进 葛许华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15:00-15:10 从教学模式改善谈全科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裘力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15:10-15:30 讨论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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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全科医学大会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2016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衢州厅（一层）

15:40-17:40   教育与培训学组分组会 2

主持 :.施榕（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可征（包头大学医学院）

15:40-16:00 以岗位胜任力为目标的H-C管理模式探索 戴红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
院

16:00-16:20 三甲医院全科医学科助力全科规培工作 冯....玫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16:20-16:30 全科医生循证医学培训和评估的探索和研究 牟金金 北京和睦家医院

16:30-16:50
中国全科医生培训的未来：.全科医生的“专业—通才”
培养模式

TIMOTHY.
NOEL.

STEPHENS

海口市人民医院 / 中南大学湘
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16:50-17:00 全科医生开展循证医学培训的可行性分析 费娇娇 浙江中医药大学

17:00-17:10 LAP与 PEI 评估全科医生临床思维和应诊能力的异同 陈丽芬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7:10-17:20 综合医院全科门诊医生同理心评估及相关因素研究 刘瑞红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7:20-17:30 综合医院全科医学科建设之一：全科门诊篇 韩婷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7:30-17:40 讨论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详细日程

温州厅（二层）

12:45-13:30   拜耳卫星会

主席：祝墡珠（复旦大学附属上海中山医院）

12:45-12:47 开场致辞 祝墡珠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中山医院

12:47-13:07
立足国人 -《中国 2型糖尿病患者餐后高血糖管理专
家共识》解读

彭永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3:07-13:27 从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看高血压综合应对策略 李新立 江苏省人民医院

13:27-13:30 讨论总结 祝墡珠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中山医院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中午）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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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全科医学大会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2016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温州厅（二层）

13:30-15:32   基层社区学组分组会 1

主持 :.席彪（河北省卫生厅外资项目办公室），吴浩（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30-13:50 基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服务能力提升策略 王家骥
广州医学院公共卫生与全科
学院

13:50-14:10
发展全科医学，推进分级诊疗——医院与社区互动
实践

王荣英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4:10-14:20 上海全科医生技能大赛个人第一名经验交流 赵....英 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4:20-14:28
居民个性化健康评估、指导、评价在家庭医生签约中
的应用

柴小玲 郫县犀浦镇卫生服务中心

14:28-14:36
基于区域信息化平台的以全科医生团队为基础的分级
诊疗模式探索

臧国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14:36-14:44 关于丽水地区加快推进分级诊疗的几点建议 雷李美 丽水市人民医院

14:44-14:52 上海某社区开展家庭医生制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张....宁
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4:52-15:00 劝业场街社区卫生中心实行家庭医生责任制的思考 马....宁 劝业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5:00-15:08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社区慢性病管理效果评价 朱....平
海曙区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15:08-15:16
北京市城区签约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现状及影响因
素分析

张丹丹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
教育学院

15:16-15:24 基于乡村一体化的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评价 刘仕方 遵义医学院

15:24-15:32
上海市某城市社区基于家庭医生制服务的家庭健康评
估指标体系研究

朱....兰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详细日程

温州厅（二层）

15:40-17:24   基层社区学组分组会 2

主持 :.潘志刚（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李俊伟（浙江中医药大学）

15:40-16:00
云南昭通“千人计划”--复旦中山的乡医培训项目
报告

顾....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00-16:20 方庄智慧家庭医生优化协同模式 (iFOC) 吴....浩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16:20-16:28
基于区域平台的智慧医疗推进社区全科服务能力实践
探索

葛承辉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医院

16:28-16:36 精准医疗现状及对初级医疗卫生保健的启示与意义 顾泠萱 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6:36-16:44 关于探索天津市河东区医养结合模式发展调研报告 王雅洁 天津市河东区卫生计生委

16:44-16:52
“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合格者在其岗位服务中的
患者满意度调查分析

刘艳丽 首都医科大学

16:52-17:00 健康行为养成训练对社区居民健康素养形成的作用 郝佳佳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

17:00-17:08
浦东花木地区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关联
因素

尹华卿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地段医院

17:08-17:16 上海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调查 王....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7:16-17:24
北京市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式服务效
果评价

陈....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
医院

17:30-18:20   基层社区学组会议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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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全科医学大会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2016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宁波厅（二层）

13:30-15:30   信息学组分组会 1

主持 :.耿俊强（北京雪格全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申长虹（天津市卫计委）

13:30-13:50 三级医院建立全科医学科的实践与思考 贾建国 北京宣武医院

13:50-14:10 全科医学科的建设与运行 李双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10-14:18
三级以上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病房病人来源及病种的
调查分析

朱建军 浙江省舟山医院

14:18-14:26
三甲医院门诊患者对全科医生的认知现状及影响因素
调查

刘晓君 南昌大学

14:26-14:34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分级诊疗医联体建设初显成效 张国静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4:34-14:42 天津市儿科医联体模式的实践与探讨 阎....妍 天津市儿童医院

14:42-14:50
如何以新模式破解分级诊疗难题？——上海杨浦区区
域卫生三维协同模式研究

于德华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14:50-14:58 湖南衡阳市就诊患者对双向转诊的认知与意愿研究 李凤华 南华大学

14:58-15:06
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回族人群高血压流
行病学特点及危险因素差异分析

王....林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15:06-15:14
北京市城区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式服务评价的定性
研究

张丹丹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
教育学院

15:14-15:22
糖尿病综合质量指标监测对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
分析

罗晓露
武侯区跳伞塔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详细日程

宁波厅（二层）

15:40-17:40   信息学组分组会 2

主持 :.贾建国（北京宣武医院），李双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40-16:00 浙江省全科医学建设与问题思考 方才妹 浙江省医学科技教育发展中心

16:00-16:20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科医生与医疗保险 耿俊强
北京雪格全科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16:20-16:28
基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云平台 APP的骨质疏松症社
区防治路径建设

宋徽江 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6:28-16:36 云平台在区域性专病医疗联合体中的应用研究 马....力 北京天坛医院

16:36-16:44 基于智慧医疗平台的妇女健康管理模式探析 叶晓宪 广州中医药大学

16:44-16:52
某地区社区医院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电子处方点评
分析

朱晓健
共和新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16:52-17:00 基于云医院平台的互联网 +高血压管理模式探索 林伟良
江东区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17:00-17:08 基于 PEST分析法的“健康管理＋互联网”模式分析 莫海韵 广州医科大学

17:08-17:16
全科医学的发展及全科医师队伍建设中几个问题的
思考

贺振银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7:16-17:24 社区糖尿病防控中的问题与科研设计初探 姜....岳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全科
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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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全科医学大会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2016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杭州厅（二层）

13:30-15:10   公共卫生

主持 :.赵光斌（四川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寿涓（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3:30-13:40 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评估结果分析 何....坪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3:40-13:50 新疆不同民族高血压患病率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任燕清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13:50-14:00
Does. influenza.vaccine.work.as.well. in.patients.
with. rheumatoid.arthritis?.A.meta-analysis.of.
twelve.clinical.studies

黄亚芳 首都医科大学

14:00-14:10 失独者悲伤反应的研究分析 张....兰
上海市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上
海市龙华地段医院

14:10-14:20
全科医生如何便捷筛查骨质疏松症——门诊快速评估
方法的探讨

杨乃龙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4:20-14:30
残疾人吸烟状况分析 ---- 基于上海市静安区残疾人
调查

傅士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30-14:40 .缓和医学的全科思维 王....彤 江苏省人民医院

14:40-14:50
2013 到 2015 年上海市花木街道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状
况分析

李....梅 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4:50-15:00
.汕头市中老年人骨健康状况及知识 -态度 -行为现状
调查

李林芬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5:00-15:10 医疗联合体构建模式研究进展 王荣英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详细日程

杭州厅（二层）

15:20-17:00   社区护理

主持 :.何仲（北京协和医学院），徐敏（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

15:20-15:40 全科医学制度下社区护理的发展 何....仲 北京协和医学院

15:40-15:48
CBL 联合 PBL 教学模式在社区护理见习带教中的应
用

温秀芹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15:48-15:56
三级医院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延续护理的
SWOT分析

王金明 广州医科大学

15:56-16:04 社区输液室老年患者的护理体会 黄彬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医院

16:04-16:12
对上海杨浦区五角场镇社区居民主动输液现状及影响
因素的调查分析

彭....佳 五角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6:12-16:20 电话随访对糖尿病患者血糖管理的影响 卜晋京 天津市塘沽区糖尿病医院

16:20-16:28
.针对性护理在轻、中度老年性痴呆患者中的应用实践
与效果

吴小梅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16:28-16:36
.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延续护理模式在脑卒中患者中的
构建与应用研究

房....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6:36-16:44 持续质量改进在社区老年病房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张....娴 漕河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6:44-16:52
社区 -家庭延续性护理服务模式在社康护理工作中的
应用

张福英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

16:52-17:00 健康教育在高血压社区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观察 朱....波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地段医院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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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全科医学大会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2016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人大厅（一层）

08:30-10:10   教育与培训学组分组会 3

主持 :.方力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公丕裕（鼓楼区小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8:30-08:50 台湾地区全科师资培训 -经验分享 许钊論 台湾埔里医院

08:50-09:00 探索哈医大二院全科师资培养评价与建议 贾德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00-09:10
全科医学师资强化教学能力培训方案的实践效果评价
研究

李珞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10-09:20
英国全科医学培训中工作场所评估与电子档案概述及
启示

姚....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20-09:30
临床医学教育早期阶段开展社区医疗实践课程的意义
和效果研究

李源杰 北京协和医院

09:30-09:40
全科导师为主导的复合导师制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中的探索

卢崇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09:40-09:50 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研究进展 王荣英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9:50-10:10 讨论

10:20-11:30   教育与培训学组分组会 5

主持 :.占伊扬（江苏省人民医院），寿涓（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20-10:40
WONCA认证对我国全科医学规范化培训项目改进的
启示

潘志刚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40-10:50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儿科实践总结与轮转优化 郑嘉堂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50-11:00 全科医学研究生在精神科培训模式上的实践与思考 吕光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00-11:10 规范化培训的全科医生职业发展问题及分析 薛庆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1:10-11:20 互联网 +背景下的全科医学教育培训模式探讨 卢永平 北京协和医学院

11:20-11:30 微视频继续教育形式在全科医学从业人员中的认可度 霍墨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
医院

11:30-12:00   专题：我与全科规培—规培学员谈职业发展空间

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上午）详细日程

衢州厅（一层）

08:30-10:10   教育与培训学组分组会 4

主持 :.路孝琴 (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李琰华 (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

08:30-08:50 北京助理全科医师培训及其效果评估 路孝琴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
教育学院

08:50-09:05
上海市嘉定区“3+2”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实践
与成效

黄旭元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09:05-09:15 深化医教协同.推进“3+2”江苏模式示范区建设 史卫红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09:15-09:25 .全科医生 --分级诊疗的“基石” 黄岳青 苏州市立医院

09:25-09:35
深圳市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医类别）理论课教学
体系标准的探究

饶....昕
深圳市卫生计生能力建设和继
续教育中心

09:35-09:45 中医类别全科医师转岗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卜保鹏 河北中医学院

09:45-09:55
开展社区卫生适宜技术培训，提升社区临床水平与服
务能力

孙文民
深圳市卫生计生能力建设和继
续教育中心

09:55-10:10 讨论

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上午）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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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全科医学大会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2016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衢州厅（一层）

10:20-12:00   教育与培训学组分组会 6

主持 :.赵光斌 ( 四川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 ).，邱卫黎 (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

10:20-10:40 四川省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制度实施情况分析 赵光斌 四川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

10:40-10:50 社区机构举办老年健康管理培训工作探索 姜....岳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全科
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10:50-11:00
上海市社区医生健康教育实施现状及健康教育需求
分析

朱静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11:00-11:10 广东省粤东地区全科医生岗位培训现状分析与对策 邱卫黎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11:10-11:20 上海市全科医学学术沙龙开展现状分析 叶明浩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地段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红十字护理医
院

11:20-11:30 我所认知的丁香诊所 胡剑平 杭州丁香综合门诊部

11:30-11:40
双导师制在全科医学基层基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
的作用

郑世良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11:40-12:00 讨论

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上午）详细日程

台州厅（一层）

08:30-9:50   慢病学组分组会 5

主持 :.吴浩（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立 (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医院 )

08:30-08:50
基于社区大人群的 2型糖尿病患者微血管并发症现况
研究

施....榕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08:50-09:00
基于临床路径理论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基层
管理路径的设计与试点研究

万荣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00-09:10 增加对风湿性多肌痛的认识 郭敏杰 北京和睦家医院

09:10-09:20 护士在慢病管理中的作用. 张....陆 和平区长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9:20-09:30
帕金森病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骨质疏松发生
的关系

杨文平 江苏省人民医院

09:30-09:40
.老年骨质疏松合并高血压患者骨密度及骨代谢标志物
的临床研究

陈宇宁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09:40-09:50
.“慢病”管理作为“医联体”基层医疗服务先导的
价值

王红嫚
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
医院

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上午）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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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全科医学大会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2016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台州厅（一层）

10:00-11:40   慢病学组分组会 6

主持 :.王爽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永晨 (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

10:00-10:20 高血压分级诊疗宁波经验 王胜煌 宁波市第一医院

10:20-10:30 骨矿物质密度减少增加心衰风险的发生机制综述 郑一波 宁波市第一医院

10:30-10:40 异常升高的CA19-9 李....晨 北京协和医院

10:40-10:50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中西医治疗进展 胡亚芳 南京中医药大学

10:50-11:00 肿瘤相关骨软化症患者的诊疗分析并一例病例报道 张雅芝 北京协和医院

11:00-11:10 饮酒 -活动后胸闷 -心功能不全 马....勇 北京协和医院

11:10-11:20 胃结肠瘘 3例合并文献复习 曾维文 江苏省人民医院

11:20-11:30 以心律失常为首发症状的炎性肌病一例 王涵菁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1:30-11:40
GAD-7 量表筛查广泛性焦虑障碍在不同人群中的
应用

周妍妍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上午）详细日程

温州厅（二层）

08:30-10:10   基层社区学组分组会 3

主持 :.顾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丁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8:30-08:50 浙江基层卫生服务的挑战与改革实践 李俊伟 浙江中医药大学

08:50-08:58
三甲医院住院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知晓度和利
用度调查

戴冠群 江苏省人民医院

08:58-09:06 医养结合模式中全科医生在居家养老中的作用 曹立春 大张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9:06-09:14 社区全科家庭医师助理员的现状和展望 迟海燕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地段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红十字护理医
院

09:14-09:22
上下级医院联动上海长风社区骨质疏松患者干预状况
分析

刘仲华 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9:22-09:30 新疆农牧区人群糖尿病流行特点及变化趋势研究 胡济麟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09:30-09:38 居民到社区卫生服务就诊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情况 李....茜 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

09:38-09:46 不同人群死亡态度研究 曹文群 静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9:46-09:54 自我效能感下降对回龙观地区老年人营养状况的影响 郝佳佳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

09:54-10:02
围绝经期及绝经后女性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对社区
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生活方式干预的可行性分析

朱灵平 龙华新区中心医院

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上午）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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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厅（二层）

10:20-12:00   基层社区学组分组会 4

主持 :.王荣英（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施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20-10:40 民营基层医疗机构的定位和运营探讨 段民屹
成都高新区南新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10:40-10:48 社区干预措施对老年人骨质疏松症的效果评估 徐爱军
鼓楼区中央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10:48-10:56 北京市社区妇女保健服务能力调查 孙艳格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
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56-11:04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临终关怀
的研究

高....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04-11:12 基于“互联网 +”的信息化双向转诊模式探讨 胡....剑 宁波市海曙区西门医院

11:12-11:20 浙江省双向转诊现状及问题分析 朱....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1:20-11:28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地区社区卫生服务双向互动情况
现状分析

任雨菲 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28-11:36 对口医疗帮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杜光会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 四川省人
民医院

11:36-11:44
社区综合干预对失能老人家庭照顾者健康行为及健康
自评影响研究

徐....薇 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11:44-11:52 江苏省基层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调查研究 刘....红 南京医科大学

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上午）详细日程

宁波厅（二层）

08:30-10:30   青委论坛 1

主持 :.祝墡珠（复旦大学附属上海中山医院），杜娟（首都医科大学）

08:30-09:00 从 LAP话全科医学中的沟通与交流 葛彩英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09:00-10:30 GP-IP 模式带教情景剧——腰痛待查的门诊教学展示 任菁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0:30-12:00   青委论坛 2

主持 :.朱兰（上海市徐汇区斜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沙悦（北京协和医院）

10:30-12:00 甜蜜的负担——慢病糖尿病综合管理案例分析 李琰华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上午）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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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厅（一层）

13:00-14:15   主旨发言

主持 :.周亚夫（南京医科大学），施榕（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3:00-13:20 全科师资培训标准的研究 祝墡珠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中山医院

13:20-13:35 关于健康体检与筛查的一些思考 郑家强
北京大学医学部、英国伯明翰
大学

13:35-13:50 全球公共健康发展战略 孙晓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局

13:50-14:05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科医学发展之路 方力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
院

14:05-14:15 讨论

14:25-15:35   主旨发言

主持 :.方力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赵光斌（四川省人民医院）

14:25-14:40 全科专业住培基地评估结果及分析 郭爱民 首都医科大学

14:40-14:55 家庭医生与分级诊疗 梁....鸿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学院

14:55-15:10 全科医学学科建设助推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 扈峻峰 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5:10-15:25 互联网支撑下的家庭医生签约及分级诊疗模式 于浩波 蓝卡健康集团董事会主席

15:25-15:35 讨论

15:35-15:55   闭幕式和颁奖

主持 :.王家骥（广州医学院公共卫生与全科学院）

15:35-15:55 大会总结及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于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下午）详细日程

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会场

一层平面图

会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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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会场

二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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