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医师协会 2017 年全科医师培训高峰论坛 

暨第十四届社区卫生与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会 议 通 知 

                                          医协函【20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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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已确定“十三五”期间深化医改重点任务“保基本、强基层”，

2017 年要在 85%以上的地市开展多种形式的分级诊疗试点。为了加强基

层和临床服务能力，推动医疗服务重心下移和诊疗资源下沉，提高重点

人群健康服务水平。为此，中国医师协会及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

定于 2017 年 4 月 19-21 日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2017 年全科医师

培训高峰论坛暨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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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及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数十名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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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全科医生培养、促进分级诊疗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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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集多方力量，促进全科医学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落实保基本、强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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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会场主题包括： 

深化医改重点任务 

中国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建设 

提升基层人员服务能力,助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WONCA 与世界家庭医学的发展 

加拿大住培基地认证评估 

分会场主题包括： 

1、全科医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2、家庭医生签约与分级诊疗   

3、全科培训基地建设   

4、社区团队与慢性病管理   

5、医疗改革与医联体建设   

6、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验介绍  

7、互联网+社区卫生服务    

8、住培与我-师生同台 

9、全科知识擂台赛   

10、青委会成立及青委论坛   

11、社区心血管疾病防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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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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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江苏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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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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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家庭医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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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服务 

北京数字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医视界） 

五、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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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曾益新 张雁灵  

大会执行主席: 齐学进 杜雪平 孙宁生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静  马中富  王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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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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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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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eth Kushner 

大会秘书长：杜雪平  占伊扬 

大会副秘书长：吴苏伟  郭爱民   

大会秘书组：丁静  訾靖  严春泽 张崧  曹伟  田小娟  姜晓燕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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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处室负责人。 

2.全科专业住培基地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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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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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营医疗机构相关人员。 

七、大会时间、地点 

1.时间：2017 年 4 月 19-21 日 

（19 日报到，21 日下午 17:00 离会） 

2.地点：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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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页右上角点击“2017

年全科医师培训高峰论坛”图标进入大会官方网站。 

3.截稿日期：2017 年 3 月 30 日。 

4.大会组委会将筛选编制《2017 年全科医师培训高峰论坛暨第十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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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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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到后领取学

分证书。 

十、大会注册 

会议注册采取提前注册和现场注册两种方式，网上登录

www.cmdagp.org，在首页右上角点击“2017 年全科医师培训高峰论坛暨

第十四届社区卫生与全科医学学术年会”图标进入大会官方网站、提前

注册为主。4 月 12 日前注册并缴费：注册费为 1200 元/人（社区卫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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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乡镇卫生院为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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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件）

只接受提前注册 500 元/人。 

注册费包括会议费、资料费、继续医学教育Ι类学分证书费、餐饮

费。交通、住宿费用自理，住宿统一安排。 

十一、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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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苏伟  张崧  田小娟 

电  话：010-84280076-8949、8932；64176902 

手  机：13810336872、13810333835、13810336853 

邮  箱：gptsf2017@cyberzone.cn 

   

 

中国医师协会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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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 2017 年全科医师培训高峰论坛

暨第十四届社区卫生与全科医学学术年会 

会 议 日 程  

日 期 时  间 全科医师分会和专委会会议日程 主持人 地  点 

4 月 19 日 

 

14:00-17:00 

全科医师分会三届第七次常委会会议 
全科医生教育培训专家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内容： 
1. 全科医师分会及教育培训专家委员会增补

人员情况通报 
2. 2017 年全科医师分会及教育培训专家委员

会专业组工作计划 
3. 2017 年全国全科住培基地第三次动态评估

安排及评估专家培训会 

齐学进 

程明羕 

杜雪平 

郭爱民 

 

 

19:00-21:00 

专题研讨（专家共识） 
糖尿病患者使用他汀类药物专家共识 
参加人员：全科医师分会及专委会专家 

杨金奎 
龚  涛 
马中富 

 

4 月 20 日上午    全体大会   

日 期 时  间 高峰论坛日程 发言人 主持人 地点

4 月 20 日 
上午 

08:30-09:30 开幕式 

五个“十佳”颁奖 
领导和嘉宾致辞 齐学进 

 

09:30-10:00 深化医改重点任务 
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 

梁万年 

杜雪平 

郭爱民 

10:00-10:30  WONCA 与世界家庭医学

的发展 

WONCA 候任主席  

李国栋 

10:30-11:00 中国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建

设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 

秦怀金 

11:00-11:30 提升基层人员服务能力 

助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司 

李滔 

11:30-12:00 加拿大住培基地认证评估

  CFPC（加拿大家医协会）

认证主任 

Ric Al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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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一  全科医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主持人 施 榕  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上海中医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 

路孝琴  全科医师分会总干事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时  间 题        目 主 讲 人 

13:30-14:00 主旨发言：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细则研读

全科医师分会会长 

全科培训专委会副主委 

杜雪平 

14:00-14:20 主旨发言：全科医学科建设标准研读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全科培训专委会副主委 

方力争 

14:20-14:40 主旨发言：全科医学师资基地标准研读 

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全科培训专委会副主委 

贾建国 

14:40-15:00 
主旨发言：综合医院医生转岗培训方案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全科培训专委会委员 

王爽 

15:00-15:10 茶歇 

主持人 
何仲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谢波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15:10-15:50 
History of family medicine 

in the U.S. 
WONCA前主席  AAFP前主席 

Roberts 

15:50-16:10 香港青年家庭医生的成长之路 
香港家庭医学院 

罗思敏 

16:10-16:30 美国家庭医生培训 
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立大学戴维

斯分校医学院家庭科 

郑大卫 

16:30-16:45 创新培养模式，打造精品师资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科教处 

王凯峰 

16:45-17:00 加强转岗培训管理，提高培训质量 
宁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科教处 

郑华 

17:00-17:15 
社区为导向的3+2助理全科医生培养模式 

开拓性研究与实践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重庆高等医药专科学校 

何坪 

17:15-17:30 以胜任力为导向，构建深圳全科培训新模式
深圳市社区卫生协会 

张丹霞 

 

 

8



 

4 月 20 日下午 

会场二  家庭医生签约与分级诊疗                  

主持人 
王以新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刘殿武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河北医科大学省全科医学师资培训中心 

时  间 题        目 主 讲 人 

13:30-14:00 主旨发言：澳门的分级诊疗 
澳门公务专业人员协会 

官世海   

14:00-14:40 
Essentials of family physician panel 

management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家庭医

学医疗系统首席分析师 
Wen‐Jan Tuan 

14:40-15:00 以家医签约服务激发动力 

浙江省杭州市凯旋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扈峻峰 

15:00-15:10 茶歇 

主持人 
路    阳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席    彪    河北省卫生计生委 

15:10-15:30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助推分级诊疗 

安徽省合肥庐阳区杏林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牛磊  

15:30-15:50 家庭医生在医联体中的作用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玉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曾玲   

15:50-16:10 依托互联网+，助推全科签约 

浙江省绍兴稽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金挺 

16:10-16:30 签约服务助力分级诊疗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王莉珉 

16:30-16:50 上海家医与分级诊疗 

上海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陈 华 

16:50-17:10 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技能，助力家庭医生服务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刘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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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下午 

会场三  全科培训基地建设                     

主持人 罗庆东 全科培训专委会委员 齐齐哈尔医学院 
唐海沁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时  间 题        目 主 讲 人 

13:30-14:00 主旨发言：2015、2016 年全国基地评估结果 

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全科培训专委会常务副总干事 

郭爱民 

14:00-14:20 全科规培基地评价 

全科培训专委会副主委 
复旦大学全科医学系 

祝墡珠 

14:20-14:40 全科医生住院医师临床培训基地建设实践
中国医科大学 

于晓松 

14:40-15:00 全科实践基地教学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全科培训专

委会委员、内蒙古包钢医院友谊

十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志香 

15:00-15:20 医改新政下无锡市全科医师培养工作实践
江苏省无锡市卫生计生委 

吕卓鸿 

15:20-15:30                             茶歇 

主持人 
严春泽 全科培训专委会委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李爱阳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首都医科大学密云教学医院 

15:30-15:50 全科住院医师培训基地规范化管理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李亚军 

15:50-16:10 扎实推进全科基地标准化建设与管理实践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科教处 

徐宏伟 

16:10-16:30 全科住培基地师资和学员管理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陈琦 

16:30-16:50 基地建设对慢性病管理能力的提升 南京市小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玲 

16:50-17:10 全科住培基地双导师作用的优势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全科培训专

委会委员、山西大医院 
冯玫 

17:10-17:30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H-C 一体化教学

管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戴红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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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下午 

会场四  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验介绍            

主持人 韩琤琤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扈峻峰  全科培训专委会委员 杭州市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时  间 题        目 主 讲 人 

13:30-14:00 主旨发言：能力提升推动分级诊疗 
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处 

胡玲 

14:00-14:20 多举措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郑州市陇海马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宋增伟 

14:20-14:40 分级诊疗提升慢性病管理能力 

延边州延吉市公园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李贞姬 

14:40-15:00 全科培训助推能力提升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李国新 

15:00-15:20 特需签约服务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杨梅 

15:20-15:30 茶歇 

主持人 
韩建军 全科医师分会副总干事  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社 
高晓华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5:30-15:50 基层绩效管理实践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吴胜利 

15:50-16:10 中医康复绩效管理 
上海杨浦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崔明 

16:10-16:30 科学管理促进机构能力提升 
舟山市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吴静雅 

16:30-16:50 健康文化建设促进能力提升 

泉州市丰泽区北峰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阮伏龙 

16:50-17:10 敢为人先的社区卫生文化建设 
北京昌平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尚才 

17:10-17:30 内蒙古西部地区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

践 

海拉尔市胜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晓光  

17:30-17:50 手拉手走向更美好的全科未来 
全科医师分会会长 

杜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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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下午 

会场五 医疗改革与医联体建设                     

主持人 王家骥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毕黎琦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时  间 题        目 主 讲 人 

13:30-14:00 主旨发言：中国医疗改革与医联体建设 
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 

姚建红 

14:00-14:40 Healthcare Reform in the U.S.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健康管理局,  

医学与牙科教育培训主任 

Kathleen Klink 

14:40-15:00 上海长宁区医改与医联体建设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上海市长宁区卫生计生委 
江萍 

15:00-15:20 北京中心城区医联体建设 北京市西城区社管中心 

李宁燕 

15:20-15:30 茶歇 

主持人 
马中富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文姬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5:30-15:50 北京远郊区县医联体建设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

院平谷区医院 

刘力戈 

15:50-16:10 中国西部地区医联体建设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双庆 

16:10-16:30 经济发达地区医联体建设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医院 

黄俊芳   

16:30-16:50 复兴-月坛紧密型医联体实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李东霞 

16:50-17:10 上海家庭医生在医改中的优势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上海市社区卫生协会 

陈冬冬 

17:10-17:30 改革医保支付是全科医生发挥作用的关键
美国华人医师协会 
     张文刚 

17:30-17:50 厦门医联体建设在分级诊疗中的实践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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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下午 

会场六 社区心血管疾病防治论坛                             

主席 
杜雪平 全科医师分会会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吴  浩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时  间 题        目 主 讲 人 

13:35-13:40 开场视频 

全科医师分会会长 

杜雪平 

13:40-13:45 CDC 领导致辞 孔灵芝 

13:45-13:50 企业领导致辞 Thorsten Hein 

13:50-13:55 社区心血管联盟规划 杜雪平 

13:55-14:05 社区项目流程 丁静 

14:05-14:30 连线 致辞 霍勇教授 

高血压        主持人：王晓毅 郭实 

14:30-14:50 从中国基层高血压指南看基层高血压管理 孙宁玲 

14:50-15:05 早期达标，开启高效血压管理新模式 廖晓阳 

15:05-15:20 讨论及提问 讨论嘉宾： 吴浩 孙宁玲   

一级预防          主持人：张邢伟  李永锦 

15:20-15:40 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及筛查 赵冬 

15:40-13:55 2016USPSTF 建议声明更新再看阿司匹林一预防 扈俊峰 

13:55-16:10  讨论嘉宾：张丹霞  赵冬 扈俊峰 

二级预防           主持人：曾玲 林海南 

16:10-16:25 稳定型冠心病的临床路径 林海南 

16:25-16:45 阿司匹林获益与风险平衡 史旭波 

16:45-17:00 讨论及提问 讨论嘉宾：曾玲  史旭波 

慢病优化管理     

17:00-17:55 慢病优化管理讨论 史旭波、朱侃 、王尚才 

17:55-18:00 大会总结 杜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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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上午 

会场七 社区团队与慢性病管理                     

主持人 李丽萍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河南平顶山市人民医院  
公丕裕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南京市基层卫生协会副会长 

时  间 题        目 主 讲 人 

8:30-9:00 主旨发言：社区技能大赛助推分级诊疗及慢

性病管理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司社区处 

周巍 

9:00-9:20 社区呼吸疾病管理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北京大学全科医学系 

迟春花 

9:20-9:40 社区高血压管理进展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占伊扬 

9:40-10:00 社区糖尿病治疗与管理 
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首医大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杨金奎 

10:00-10:20 社区冠心病筛查治疗与随诊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郭媛 

10:20-10:30 茶歇 

主持人 
袁兆康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刘德平 全科培训专委会总干事 北京医院   

10:30-10:50 社区骨质疏松干预与治疗 
南京中央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赵宝成 

10:50-11:10 
夯实基础，提升社区 

团队服务能力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官渡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赵黎婷 

11:10-11:30 全科医疗中的医患沟通评价工具研究现状
首都医科大学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杜娟

11:30-11:50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打造百姓满意乡

镇卫生院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卫生

院 

喜生武 

11:50-12:10 社区护理门诊在慢性病管理中的作用 
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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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上午 

会场八 互联网+社区卫生服务                     

主持人 
卢祖洵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吴  浩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时  间 题        目 主 讲 人 

8:30-9:10 
 how the media — particularly TV —

helped established family medic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Kenneth Kushner, Ph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and Community Health 

9:10-9:30 
医联体内重大慢病协同防治体系构建 

及示范应用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王晨 

9:30-9:50 智慧家庭医生优化协同模式（IFOC） 

北京市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刘新颖 

9:50-10:10 远程血压 管理的对照研究 
北京阜外医院 

王文 

10:10-10:30 智慧远程医疗-解决家医服务之短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蔡学民 

10:30-10:40 茶歇 

主持人 
李正直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宁夏医科大学 

张建华 全科培训专委会委员 武汉市医师协会  

10:40-10:55 信息数据融合在分级诊疗的协同作用 

苏州市姑苏区金阊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赵翼洪 

10:55-11:10 
杨浦区在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试点

实践 

上海市杨浦区卫计委社管中心 

王颖丽 

11:10-11:25 新媒体下社区卫生服务互联网+初探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瀛洲社区中

心 

11:25-11:40 互联网+助理家庭医生获得感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南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段民屹

11:40-11:55 互联网+在中医馆中的应用及进展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全科医

学研究中心  

郭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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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 上午   

会场九  住培与我—师生同台                     

形式一：老师交流 

主持人 
占伊扬 全科培训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人民医院 
黄  敏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 

时  间  题        目  主 讲 人 

8:30-8:40  以学员为中心，导航式多路径培养全科医生

全科培训专委会委员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任菁菁 

8:40-8:50  教育反思在全科规培中的应用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爽 

8:50-9:00  全科思考与梦想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唐海沁 

9:00-9:10  门诊带教 
四川省人民医院 

李建 

9:10-9:20  全科医生培养 会治病是关键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梁永华 

形式二：学生交流 

9:10-9:16  全科医生的职业思考 
苏州全科住培毕业生 全国十佳

黄岳青 

9:16-9:22  无悔全科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

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立涛  

9:22-9:28  中山医院的规培经历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基

地住培生 
李思  

9:28-9:34  从医学生到一名全科医生 
宁波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兆玉 

9:34-9:40  全科之路砥砺前行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

科住培生  
徐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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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三：教师学生对话 

主持人 
高海清 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院长   
丁海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 

教师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

床医院带教老师 
汤琪云 

学生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李蓉  

海南省人民医院  美国老师 
沈义扬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基地住

培毕业生   
王燕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优秀基层带教老师 
高凤娟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

原县郑旗乡卫生院 
杨金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基

地带教老师      
寿娟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贾玉雯 

4 月 21 日 上午   

会场十  全科知识擂台赛                          

主持人  李永锦 北京团结湖社区卫生中心 

评委 

专家点评：对学员的回答给予点评并给出正确答案 
龚  涛 全科培训专委会委员  北京医院 
潘志刚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吴永浩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北京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 
王留义 河南省人民医院 

参赛选手 

1.黄凯 宁波市第一医院 

场外答题

人员 50 名 

2.于溯 首医大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方林燕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4.李杨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周春来 湖南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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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 上午   
会场十一 青委会成立及青委论坛                     

主持人 曾    辉    全科培训专委会委员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李    燕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时  间 题        目 主 讲 人 

8:30-8:40 青委会成立 CMDA 

8:40-9:20 
主旨发言：Junior Family Doctors Network in 

WONCA Asia Pacific Region（APR）    
亚太青年家庭医生组织的发展介绍 

Shin Yoshida  吉田伸 
WONCA  亚太地区Rajakumar  青

年医师交流活动主席 

9:20-9:40 全科医生社区实训平台建设与应用 
上海市浦东新区 

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杜兆辉 

9:40-10:00 社区教学管理系统 
全科医师分会副总干事 

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丁静 

10:00-10:10 茶 歇 

主持人 阿选德      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    胜   广西柳州鱼峰区阳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10-10:30 北京市H区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现况及对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马力 

10:30-10:50 聚焦全科医师持续职业发展 苏州市立医院  
丁志良  

10:50-11:10 如何带教全科医师—从GP-IP到GP-S 
全科医师分会委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任菁菁 

11:10-11:30 
全国优质服务示范中心 
评价指标设计思路及分析 

中国社区卫生协会  
尹德卢   

11:30-11:50 深圳家庭医生认证体系 深圳宝安医院华海社康中心 
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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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 上午 

会场十二 论文交流论坛                     

主持人 姜润生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昆明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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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题        目 主 讲 人 

8:30-10:00 8分钟/人,共10人  

10:00-10:10 茶 歇 

主持人 
丁    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罗  珏   全科医师分会常委   

10:10-12:00 8分钟/人,共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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