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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 

2016 年全科医师培训高峰论坛 

暨第十三届社区卫生与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会议通知 

                                          医协函[2016]77 号 

各有关单位：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发展和壮大全科医生队伍，是缓解群

众看病就医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深化医改和促进服务模式转

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已正式建

立，国家卫生计生委认定住培基地（医院）559 家，其中全科

专业培训基地（科室）359 家，还有众多协同医院及基层实践

基地。为了进一步推动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规范培训过程，

提高培训质量，提升全科医生执业能力，探索存在问题和解决

路径，构筑基本医疗卫生和基本公共卫生网底。中国医师协会

及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定于 2016 年 4 月 22-24 日在北

京举办“2016 年全科医师培训高峰论坛暨第十三届社区卫生与

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本次大会将全面交流国内相关基地在全科医师培训方面

的成功经验，重点介绍世界各国在全科/家庭医生培训及管理

的最新进展与前沿动态，美国、英国、加拿大、香港、台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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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及国内的数十名全科培训教育名家将作大会精彩

交流。国家卫生计生委和相关主管部门领导将在会上对全科医

师培训作最新政策解读。欢迎各地全科医学及社区卫生服务同

道踊跃参会。 

一、大会主题 

加快全科培养 筑牢医疗网底  

二、会议目标 

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和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科医师培训

模式，聚集多方力量，促进全科医学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落实

强基层、保基本、建机制的目标，使国家医改分级诊疗、基层

首诊、上下联动、双向转诊成为现实。 

三、会议内容 

大会设主会场和分会场。（见附件） 

四、大会组织 

（一）大会组织架构 

指导单位：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办单位： 

中国医师协会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 

承办单位： 

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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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协办单位： 

The College of Family Physicians of Canada 

Royal College of General Physicians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 

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 

香港家庭医学学院 

北京医院 

中国全科医学杂志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支持单位： 

北京数字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二）大会组委会 

大会主席：张雁灵 曾益新 

大会执行主席: 齐学进 杜雪平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静  马中富  王一萍  王以新  王争艳  王志香 

王莉珉  王留义  王家骥  王  爽  王  晨  方力争 

占伊扬  卢祖洵  冯  玫  任菁菁  刘力戈  刘翔宁 

刘殿武  刘德平  汤士忠  严春泽  杜雪平  李双庆 

李正直  李丽萍  李国栋  李孟智  李爱阳  李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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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秀  杨金奎  吴  浩  何  仲  迟春花  张光鹏   

张建华  陈冬冬  陈博文  罗庆东  罗  珏  罗  雯   

郑大卫  郑加强  赵光斌  段丽萍  施  榕  姜润生 

祝墡珠  秦  洁  袁兆康  贾建国  高晓华  高海清   

郭爱民  郭  媛  唐海沁  黄  敏  龚  涛  曾益新   

梁永华  扈峻峰  韩建军  韩铮铮  曾学军  曾  辉   

路  阳  路孝琴  额尔登  Kenneth Kushner 

大会秘书长：杜雪平 

大会副秘书长：吴苏伟  邢立颖  郭爱民  

大会秘书组：张静云  路孝琴  丁静  韩建军  訾靖  

严春泽  

五、参会人员 

1.各省（区、市）卫生计生委医改办、人事处、科教处、

基层处等相关部室负责人。 

2.全科规培专业基地负责人（医院、社区各 1-2 人）。 

3.综合性公立医院院长、教育处长、全科医学科主任、带

教老师等。 

4.基层医疗、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负责人、全科医师、社区

护士、防保医生等。 

5.民营医疗机构相关人员。 

六、大会时间地点 

1.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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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22-24 日（22 日报到，24 日下午离会） 

2.地点：北京·九华山庄十六区 

七、大会论文征集 

1.论文征集：围绕大会研讨内容自定题目，要求主题鲜明、

层次清楚、论据充分，全文 2000-3000 字，并附摘要。请注明

联系作者的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地址、手机和 Email 地址，

以会刊壁报形式及论文集形式刊登。 

2.投稿方式：登录 www.cmdagp.org。 

3.截稿日期：2016 年 4 月 10 日。 

4.大会组委会将筛选编制《2016 年全科医师培训高峰论 

坛暨第十三届社区卫生与全科医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5.大会组委会将评选优秀论文，在会上颁发优秀论文证

书。 

八、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本次大会是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授予 I类学分。 

九、大会注册 

会议注册采取提前注册和现场注册两种方式，以网上

www.cmdagp.org 提前注册为主。提前注册的注册费为 1200 元/

人（社区卫生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为 600 元/人），现场注册的注

册费 1800 元/人（社区卫生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为 1000 元/人），

全科规培生、研究生只接受提前注册 500/人。 

注册费包括会议费、资料费、继续医学教育Ι类学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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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餐饮费。交通、住宿费用自理，住宿统一安排（450 元/

间/天）。 

十、联系方式 

1.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部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 11 号院 5号楼 

联系人：徐艳  王佳俊  于溯  吴苏伟 

电  话：010-84288944、64175442 

传  真：010-84662099、64179960 

邮  箱：cmda_gme@vip.163.com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六里 7号楼 

联系人：訾靖 孙玥 

电话：010-68032035 

中国医师协会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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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 2016 年全科医师培训高峰论坛 

暨第十三届社区卫生与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参会报名表 

单位名称  

地址邮编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  职称  学历  

手机  邮箱  

QQ 号  微信号  

是否需要学分 □是□否 

是否住宿 □是□否 是否包房（450元/间/天） □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