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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企业单位：

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蓝迪国际智库联合主办，海南省卫生计生委、河南省人民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福建省立医院、广
州中医药大学、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实践创新分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肿瘤中心、琼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健康丝绸之路暨医学科技与管理创新国际论坛（2017）”，
定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五）至 10 日（星期日）在海南省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召开。

本届论坛秉承“专业、权威、创新、共享”的先进理念，突出“新概念、新理念、新知识、新语言”的演讲选题标准，以“共享全球化医疗创新”为主题，设有主论坛、
分论坛、“创新·共享”全球尖端医疗科技展览会和全球医疗科研海归人才交流会四大内容版块，旨在打造全球医疗科技领域的“达沃斯论坛”。

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中国将在未来 3 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600 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
更多民生项目。我们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 20 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 10 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 100 个‘幸福家园’、
100 个‘爱心助困’、100 个‘康复助医’等项目。我们将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 10 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首倡，但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是各国共同受益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为沿线各国
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民心的融合，中国以大国的责任推出民心相通工程，让“健康中国”成为“健康丝路”，让“健康世界”成为全球共识，是中国为全人类卫生健康事
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工程为中国健康医疗产业、医疗服务贸易、远程诊疗产业、卫星高速互联网应急医疗、医学交流培训、中医药产业的全球化
布局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本届论坛正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交易的平台。届时，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海南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领导、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诺贝尔奖得主、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肿瘤中心专家、中国两院院士、丝路沿线国家医疗卫生领域代表、中国千家医院院长、高校人才战略负责人、全球海归博士（博士后）、医疗业界精英
等近 2500 名代表出（列）席会议，共同分享全球医学创新科技和现代医院管理等医学领域前沿信息、中国研究型医院临床创新技术，全面探讨医学创新机制和方向。整
个论坛盛况由新华社牵头多家媒体向全球进行直播。

我们希望相关企业单位能够抓住难得机遇，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加强交流合作，进一步打通产、学、研、用的经济通道，负起科技创新的重要责任，推动医疗产业的
创新发展，为实现“健康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期待我们相会博鳌，互利共赢！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健康丝绸之路暨医学科技与管理创新国际论坛（2017）组委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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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平



健康丝绸之路暨医学科技与管理创新国际论坛（2017）
The Health Silk Road for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Forum 2017

. 1 .

CONTENTS 目录

一、论坛概况 ........................................................01

五、合作项目介绍及权益回报............................16

六、联系方式 .........................................................28

三、重要来宾 ........................................................10

二、组织机构 .......................................................06

四、日程安排 .........................................................13



. 1 .

一、论坛概况

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蓝迪国际智库联合主办，海南省卫生

计生委、河南省人民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福建省立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实

践创新分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肿瘤中心、琼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健康丝绸之路暨医学科技与

管理创新国际论坛（2017）”，定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五）至 10 日（星期日）在海南省博鳌

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召开。

本届论坛秉承“专业、权威、创新、共享”的先进理念，突出“新概念、新理念、新知识、新语言”

的演讲选题标准，以“共享全球化医疗创新”为主题，设有主论坛、分论坛、“创新·共享”全球尖端

医疗科技展览会和全球医疗科研海归人才交流会四大内容版块，旨在打造全球医疗科技领域的“达沃斯

论坛”。

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中国将在未来 3 年向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600 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我们将向‘一带一路’沿

线发展中国家提供 20 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 10 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

100 个‘幸福家园’、100 个‘爱心助困’、100 个‘康复助医’等项目。我们将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

10 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首倡，但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

是各国共同受益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为沿线各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民心的融合，中国

以大国的责任推出民心相通工程，让“健康中国”成为“健康丝路”，让“健康世界”成为全球共识，

是中国为全人类卫生健康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工程为中国健康医疗产业、医

疗服务贸易、远程诊疗产业、卫星高速互联网应急医疗、医学交流培训、中医药产业的全球化布局提供

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本届论坛正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交易的平台。届时，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海南省和中国

社会科学院主要领导、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肿瘤中心专家、中国

两院院士、丝路沿线国家医疗卫生领域代表、中国千家医院院长、高校人才战略负责人、全球海归博士（博

士后）、医疗业界精英等近 2500 名代表出（列）席会议，共同分享全球医学创新科技和现代医院管理

等医学领域前沿信息、中国研究型医院临床创新技术，全面探讨医学创新机制和方向。整个论坛盛况由

新华社牵头多家媒体向全球进行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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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共享全球化医疗创新

中国千家医院院长
全球医学海归赤子

业界精英
国际顶级医疗资本代表

医疗高科技代表

来  宾

时  间

2017 年 12 月 8 日 -10 日

地  点

海南 . 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

诺贝尔奖得主
美国大使馆驻华卫生参赞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顶级专家
两院院士及著名高校代表

中国研究型医院示范医院院长

嘉  宾

健康丝绸之路暨医学科技与管理创新国际论坛（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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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内容

全球尖端医疗科技展览会

•  百余家全球先进医疗科技的展示舞台

•  分享国际医学创新前沿新技术及产品

全球医疗科研海归人才交流会

•  国外海归人才与国内医疗机构、科研机

构等交流对接

•  诺奖得主展望“全息医生”、“穿戴设备”

对人类的影响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分享全球最前沿学术

成果、与来宾互动

•  两院院士精彩主题演讲

•  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解读最新医改方向和

政策

•  中国研究型医院示范医院院长对话

中国千家医院院长

分论坛

• 国际患者体验论坛
• 营养空气对人体影响论坛
• 医院管理与人文交流分论坛
• 口腔智能治疗成果分享论坛
• 干细胞临床转化论坛
• 人工智能技术论坛
• 中国中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论坛
• 互联网与分级诊疗论坛
• 中国医疗投融资论坛
• 医联体发展论坛
• 穿戴设备发展趋势论坛
• 民营医院发展论坛
• 医疗信息化建设论坛
• 一带一路国际远程会诊论坛

主论坛



健康丝绸之路暨医学科技与管理创新国际论坛（2017）
The Health Silk Road for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Forum 2017

. 4 .

亮点呈现

·诺贝尔奖获得者
·国际著名医学专家
·两院院士
·千家医院院长
·医疗海归赤子

群

展

·权威媒体
·新媒体全球直播
·嘉宾访谈
·成果结集出版
·学术期刊

论

宣

· 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解
读最新医改方向和政策

·国 内外专家对话中国
    千家医院院长
· 智慧医疗、投融资等
   10 余场分论坛精彩纷呈

· 全球尖端医疗科技展
· 全球医疗科研海归人

才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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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海南省领导、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肿瘤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两院院士、长江学者、

丝路沿线国家医疗卫生领域代表、中国千家医院院长和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86 个分会、专委会领导，中国研究新医院学会 29 家示范医院、234

家理事医院负责人受邀出席论坛。

论坛规模与受众

参会群体
政府代表、学会专家、
院长医师、业内人士

300 个
标准展位

+
87 个

特装展位

企业参会

200 家3550m2

展出面积 参会代表

2500 人



健康丝绸之路暨医学科技与管理创新国际论坛（2017）
The Health Silk Road for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Forum 2017

. 6 .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简介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英文名称 Chinese Research Hospital Association（CRHA），是经国家

民政部正式批复并登记注册的全国性一级学会，是独立的法人社团。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于 2013 年 4 月 21 日在北京成立，2015 年成为中国科协的团体会员，是由以探

索和建设研究型医院为目标的具有医疗服务、科学研究和临床教学“三位一体”功能的医疗机构，以及从

事研究型医院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人员自愿结成的全国性、专业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的宗旨：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遵守社会道德风尚，执行国家卫生工作方

针政策；发挥学会优势，团结和组织所属会员，加强研究型医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坚持以转化医学为核心，积极探索医院发展新模式，促进医学科学知识的产生、流动和转化，加速基础生

物医学研究成果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不断提高临床创新能力，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依法接受主管单位、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领导，并接受国家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业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的工作范围：包括理论研究、学术交流、转化医学、人才培养 、指导实践。现

有会员单位 200 多家，二级机构（分会、专业委员会）86 个，专家会员 16000 多人。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海南省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蓝迪国际智库

承办单位：
海南省卫生计生委、河南省人民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

福建省立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实践创新分会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肿瘤中心、琼海市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
海南省商务厅、三亚市人民医院、琼海市人民医院

亿阳集团、北京京蒙高科干细胞技术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
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健康报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陕西广播电视台、荔枝直播、青春直播、健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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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简称：全球战略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ASS；简称：NIIS，CASS）是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为落实中

国社会科学院三个定位要求而组建的跨学科、综合性、创新型学术思想库。全球战略院在院

党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遵循党中央的对外方

针政策，体现中国意识与全球视角，以我国对外关系领域、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重大理论与现

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集中院内外力量开展综合性国际战略研究，以代表国家水准、具有世界

影响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决策，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全球战略院的研究任务为：着力研究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机制及我国国际战略

中的全局性、综合性、趋势性和长期性问题，为党和国家决策及时提出具有科学性、前瞻性、

针对性的建议。具体研究领域包括：世界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趋势；全球治理机制；世界

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矛盾与发展趋势；国际热点和难点问题；与国际战略

相关的理论与思潮；我国的周边环境与战略；我国对外战略的综合性问题，等等。

全球战略院设院、室（处、部）两层管理架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实行党

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全球战略院机构设置详见附件。

全球战略院管理和代管六个研究中心和两个社团。研究中心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

经合组织与东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新西兰、

南太平洋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东北亚研究

中心；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社团包括：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中国南亚学会。

全球战略院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系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任务，现有博士

生导师 6 人，硕士生导师 7 人，授予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

并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全球战略院现有编制为 68 名。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精神，不足的科研力量

将通过聘用制方式补充。

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财政部、商务部等中央有关部委的支持下，蓝迪国际

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蓝迪国际智库项目）于 2015 年 4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领导

小组组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副组长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赵白鸽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蓝迪

国际智库设专家委员会，由外交与国际政治、法律政策、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金融、企业

管理、社会民生、历史文化等各个重要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和企业精英组成，共同参与蓝迪国

际智库的决策和发展。

蓝迪国际智库简介

蓝迪国际智库平台的合作模式 蓝迪国际智库平台的企业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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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迪国际智库形成了统筹国内外政党、政府、议会、智库、企业、行业协会、金融机构、

社会组织、媒体和国际多双边机构等各方战略合作伙伴及支持机构的服务体系。通过建立法

律服务、政策研究、技术标准、信息服务、金融支持、文化与品牌、能力建设七大专业服务

组，积极组织政府、企业和行业资源，带领企业组团出海，在为企业实质性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方面提供了大量系统性的服务和支持。蓝迪国际智库建立了完善的企业合作体系，整合

了包括能源、制造、信息、物流、金融、基础设施、农林牧渔、食品、医药、房地产、纺织、

矿业、园区等众多行业骨干企业或机构团队。截至 2017 年，蓝迪国际智库平台已凝聚了超

过 300 家企业和机构。

蓝迪国际智库形成了统筹国内外政党、政府、议会、智库、企业、行业协会、金融机构、

社会组织、媒体和国际多双边机构等各方战略合作伙伴及支持机构的服务体系。通过建立法律

服务、政策研究、技术标准、信息服务、金融支持、文化与品牌、能力建设七大专业服务组，

积极组织政府、企业和行业资源，带领企业组团出海，在为企业实质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方面提供了大量系统性的服务和支持。蓝迪国际智库建立了完善的企业合作体系，整合了包括

能源、制造、信息、物流、金融、基础设施、农林牧渔、食品、医药、房地产、纺织、矿业、

园区等众多行业骨干企业或机构团队。截至 2017 年，蓝迪国际智库平台已凝聚了超过 300 家

企业和机构。

蓝迪国际智库紧密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咨政建言、理论创新、

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坚持国内外资源联动的原则；坚持

需求导向、项目导向、结果导向；组织开展高层交往、智库研讨、能力建设和专

题研究；就“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人道主义事务、国际多双边合作等重大课题

提出政策建议，并多次得到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批示。蓝迪国际智库在若干全球

治理及发展领域的国际大会上发出了“中国声音”，为建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提升我国软实力做出了积极贡献。

蓝迪国际智库举办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克拉玛依论坛、“一带一路”

中巴经济走廊战略研讨会、“一带一路”中国伊朗合作发展国际研讨会、“一带一路”

中国哈萨克斯坦合作发展国际研讨会、“一带一路”中国 - 印度尼西亚合作发展

国际研讨会、重点信息技术企业“一带一路”信息走廊建设研讨会、“一带一路”

优先发展产能领域标准检测研讨会等一系列重大会议。

蓝迪国际智库平台的企业合作体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克拉玛依论坛（2016）签约现场

蓝迪国际智库的工作成效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2016 年 8 月，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分析中国—中国兴起百家智库》（China 

Analysis: A Hundred Think Tank Bloom In China），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

外交政策尤其中国智库的发展，以及欧洲国家对于中国智库发展方向的观点及评

价。报告在谈及中国对外政策的相关智库时，重点提到了蓝迪国际智库（RDI）

和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在促进国际和区域合作上开展的能力建设，以及对“一

带一路”建设做出的贡献。报告指出：“蓝迪国际智库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咨

询以及国际交流的机会，并且蓝迪也与多国开启了合作。其中欧洲的研究机构也

相继加入到合作中，主要包括来自中东欧的 16+1 国家。目前蓝迪国际智库已拥

有系统的对话交流及合作机制。” 2016 年 12 月底，一带一路百人论坛通过系

统性的公开信息分析，评选出 2016 年度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带一路”优

秀智库，蓝迪国际智库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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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简介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

达（Bethesda），是美国主要的医学与行为学（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研究机构，

初创于 1887 年，拥有 27 个研究所、研究中心和 1 个院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D），任务是探索生命本质和行为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并充分运用这些知识延长人类寿命，以

及预防、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和残障。

NIH 不仅拥有自己的实验室从事医学研究，还通过各种资助方式和研究基金全力支持各大

学、医学院校、医院等非政府科学家及其他国内外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并协助进行研究人员

培训，促进医学信息交流。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 NIH 的支持下，自由探索科学问题，取得了辉

煌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人类健康和生存状况。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异常广泛，

从破译生命遗传密码到寻找肝炎病因，以及儿童发育行为疾病诊疗等都是研究对象。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实践创新分会简介

实践创新分会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的二级分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是民政部批准的国家一级学会，拥有 76 个专业委员会、10 个分会、

31 名院士和 16000 多名高层专家，200 多家全国三级甲等医院为学会的会员单位，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秦银河中将为名誉会长，王发强少将为会长。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实践创新分会，承担学会赋予的五项任务：一是国家医政改革的先行

者。二是各分会和专业委员会成果的实践者。三是研究型医院发展模式的传播者。四是学会创

新发展的推动者。五是先进性研究型医院的复制者。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实践创新分会，挂靠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和亿阳集团，现任

会长为张洪矛，有名誉会长 2 人、顾问 9 人、指导专家 8 人、会长副会长 14 人、常务理事

55 人、理事 102 人（共含全国人大代表 2 人、全国政协委员 4 人、院士 3 人、三级以上教

授 16 人）、秘书 11 人。下设办公室、外事部、人事组织部、策划部、宣传部、信息化部、

医学创新部、科技部、大数据部、护理创新部，划为华北、华东、西南、西北、东北、中原、

海南、新疆 8 个片区。全国 162 家三级甲等医院和亿阳集团、海纳医信、精准医养（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为分会的会员单位。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实践创新分会，将在学会的领导下，遵循“互联互通、实践创新、

融合发展”的科学理念，努力搭建联系政府、科研单位、企业和医院的工作平台，形成创新驱动、

融合发展的运行机制，为更多地创建生物医学科技的创新基地、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示范基地、

新业务新技术的转化基地、优秀医学人才的培训基地和疑难危重病的诊治基地而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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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天体物理学家、宇宙学家，

被誉为“宇宙胚胎学之父”。

乔治·斯穆特和约翰·马瑟因“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黑体形式和各向异性”而分享了

200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发现被认为是宇宙诞生于大爆炸的有力证据。

物理学作为一个基础学科，在医学、生命科学与机械电机等领域皆扮演着重要角色。斯穆特博士

凭借着其对于物理学以及各种高端仪器的研究与了解，致力于将物理高端技术整合于健康与医疗器械

产品中，为增进人类健康、免受环境污染所苦尽一份心力。乔治·斯穆特教授目前活跃于从事生物医

学电子信息技术开发，大健康，大数据领域以及生物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开发以及其他先端医学生

物技术的开发，生物医学诊断仪器的开发，包括一些远程医疗诊断和设备。其中一些医疗产品被美国

宇航局 NASA 采用，应用于美国宇航局的太空医疗计划。其中，人工智能医学技术和远程心电监测

技术被美国政府列为国家优先发展项目。同时，被美国总统聘为科学顾问。

拟在本次论坛发表“全息医生”、“穿戴设备”服务人类健康事业的主题演讲。
乔治·斯穆特

George Fitzgerald Smoot III

三、重要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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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特林布尔
Edward L. Trimble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全

球卫生中心主任

马修·布朗
Matthew Brown

美国驻华使馆卫生参赞

纳撒尼尔·罗斯曼
Nathaniel Rothman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著

名流行病专家

安超
Ann Chao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博

士、世界卫生组织干事

赵文乐  
美国南卡医科大学生物

统计学博士、公共健康

科学系教授

高克明
Keming Gao

医学博士

哲学博士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

学院精神医学教授、

双相障碍研究中心

联合主任

蓝青
Qing Lan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环

境卫生与职业卫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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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
结构生物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

中国科协副主席

王辰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 
王福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
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教授

付小兵
中国工程院院士

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
院院长

董家鸿
清华大学临床医学

院院长

廖万清
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皮肤科与真菌病学专家

刘庭芳
中国国际医疗旅游

联盟主席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
研究院创始人、院

长高级顾问

詹启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

陈香美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

医师分会会长

赵铱民
第四军医大学原代

校长

赵玉沛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协和医院院长

裴雪涛
医学博士

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

王红阳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医学科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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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程安排

12 月 8 日（星期五）
             地点 

          时间
内容        

BFA 大堂

全天 大会注册报到（现场大屏滚动播放中国医学科学家和中国研究型医院示范医院院长访谈视频）

12 月 9 日（星期六）
             地点 

          时间
内容                

BFA 主会场 BFA 一层东屿宴会厅 东屿岛酒店 BFA 酒店

08:30-09:00 领导嘉宾入场 

全球医疗科研海归人
才交流会 

“创新·共享”全
球尖端医疗科技展

览会

08:45-09:00 播放大会宣传片 

09:00-09:05 主持人开场，介绍嘉宾

09:05-09:10 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领导致辞

09:10-09:15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名誉会长秦银河致辞

09:15-09:20 海南省领导致辞

09:20-09:25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院长致辞

09:25-09:30 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赵白鸽主席致辞

09:30-09:40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卫生参赞马修·布朗致辞 

09:40-11:10
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主旨演讲： 
“健康中国 2030”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大健康、大卫生、大医疗

11:10-11:50 知名企业主题演讲

11:50-12:00 主持人推介分论坛、尖端科技展、人才交流会

12:00-13:30 自助午餐（BFA 酒店）

13:30-14:30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名誉会长秦银河带领 30 家示范医院院长对话中国千家医院院长

全球医疗科研海归人
才交流会 

“创新·共享”全
球尖端医疗科技展

览会

14:30-16:00 领导带队，参观“创新·共享”全球尖端医疗科技展览会及全球医疗科研海归人才交流会

16:00-16:30 赞助企业主题演讲

16:30-18:00 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穆特主题演讲：“全息医生”的医疗服务人类新模式

18:00-19:30 自助晚餐（BFA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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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星期日）

             地点 
          时间
内容                

BFA 主会场
             地点 

          时间
内容        

BFA 一层东屿宴会厅 东屿岛酒店 BFA 酒店

09:00-09:30 发布研究型医院助推“一带一路”宣言

8:30-12:00

中国医疗投融资论坛（BFA 一层东屿岛宴会厅 A）

全球医疗科研
海归人才交流

会 

“创新·共
享”全球尖
端医疗科技

展览会

09:30-10:00 中国工程院王红阳院士主题演讲：国际生物制药研究的新进展 医联体发展论坛（BFA 一层东屿岛宴会厅 B）

10:00-10:30 中国工程院廖万清院士主题演讲：艾滋病防治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穿戴设备发展趋势论坛（BFA一层东屿岛宴会厅C）

10:30-11:00
中国国际医疗旅游联盟主席，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创始人、院长高级顾问刘庭芳教授主旨演
讲：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国际医疗旅游模式探讨

互联网与分级诊疗论坛（BFA一层东屿岛宴会厅D）

11:00-11:30 赞助企业主题演讲 患者体验论坛（东方演艺厅）

11:30-12:00
美国南卡医科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公共健康科学系教授赵文乐主题演讲：临床研究的设计、执
行与分析

营养空气对人体影响论坛（BFA 主会场后半厅）

医院管理与人文交流分论坛（地点待定）

12:00-13:30 自助午餐（BFA 酒店）

13:30-14:00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全球卫生中心主任爱德华·特林布尔主题演讲：临床研究中的创新思维

13:30-17:00

民营医院发展论坛（BFA 一层东屿岛宴会厅 A）

全球医疗科研
海归人才交流

会 

“创新·共
享”全球尖
端医疗科技

展览会

14:00-14:30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著名流行病专家纳撒尼尔·罗斯曼主题演讲：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论坛

14:30-15:00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博士、世界卫生组织干事安超主题演讲：医学研究国际合作的机遇和管控 口腔医学发展论坛（BFA 一层东屿岛宴会厅 B）

15:00-15:30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环境卫生与职业卫生专家蓝青主题演讲：世界肺癌的发生发展趋势及应对 干细胞临床转化论坛（BFA 一层东屿岛宴会厅 C）

15:30-16:00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教授、双相障碍研究中心联合主任高克明主题演讲：中国临床
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中国中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论坛（BFA 一层东屿岛
宴会厅 D）

16:00-16:30 互动交流环节 医疗信息化建设论坛（东方演艺厅）

16:30-17:00 赞助企业主题演讲、闭幕式 一带一路国际远程会诊论坛（BFA 主会场后半厅）

17:00-18:00 休息

18:00-19:30 自助晚餐（BFA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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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现场互动看点

主席台两侧设立媒体互动席位，邀请新华社电视总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健康报、健康中

国网、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陕西广播电视台、荔枝直播、青春直播等现场直播，开启网络视频、

图文直播与广大网友、粉丝互动。

大会千家院长互动看点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名誉会长分别带领 29 家示范医院院长、中国杰出医院领导者上台亮相，

与来宾以问答形式互动交流如何打造研究型医院、提升研究型科室、培育研究型团队、培养研究

型医生的经验心得，大屏幕将播出视频简介。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联合媒体评选的中国医学科学家、中国研究型医院杰出中青年人才也将

悉数亮相本次论坛。

互动式演讲看点

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穆特精彩的 TED 互动式演讲将带来改变人类就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基于穿戴检测设备的全息医生概念。

大会现场互动看点

大会千家院长互动看点 

互动式演讲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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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作项目介绍及权益回报

（一）大会联合主办单位（独家）

费用：300 万元

1、由大会颁发荣誉牌；

2、以联合主办的名义在大会各类宣传品主要位置

    （纸媒、现场大  屏幕、网络平台等）体现；

3、企业负责人出席主会场开幕式并致辞；

4、新华社高端访谈；

 5、获得专属企业的全球尖端医疗科技发布暨记者见面会 1 场；

6、获得“创新·共享”展览会 36 ㎡展位 1 个（优先挑选）；

7、享有展会宣传位三处展示牌 ;

8、享有《会议指南》（暂定名）彩色宣传插页 1 版展示；

9、企业若有个性化需求，经组委会协商同意后实施。

（二）大会协办单位（限 3家）

费用：50 万元

1、由大会颁发荣誉牌；

2、以协办单位的名义在大会各类宣传品主要位置（纸媒、现场

     大屏幕、网络平台等）体现；

3、企业负责人出席主会场开幕式，嘉宾席就座，主持人介绍并 

      给予重点鸣谢；

4、新华社高端访谈；

5、参加全球医疗高科技项目成果分论坛并作权威发布；

6、获得“创新·共享”展览会 36 ㎡展位 1 个（以到账时间为准，

     先到先选）；

7、享有展会宣传位一处展示牌 ;

8、享有《会议指南》（暂定名）彩色宣传插页一版展示；

9、企业若有个性化需求，经组委会协商同意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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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医学创新圆桌峰会总冠名

费用：50 万元

1、新华社高端访谈；

2、享有圆桌峰会文献成果独家鸣谢单位；

3、圆桌峰会系列新闻报道植入；

4、圆桌峰会晚宴，安排企业代表陪同就餐，视情况安排发言；

5、与峰会专家合影并享有由圆桌峰会颁发荣誉纪念章；

6、获得“创新·共享”展览会 36 ㎡展位 1 个；

7、企业享有圆桌峰会外宣产品的露出；

8、享有圆桌峰会宣传位一处展示牌 ;

9、享有《会议指南》（暂定名）彩色宣传插页一版展示；

10、企业若有个性化需求，经组委会协商同意后实施。

（三）大会支持（承办）单位（限 5家）

费用：30 万元

1、在论坛次日任一分会场做 20 分钟主题演讲，届时将进行网络及移  

      动网络直播；

2、论坛首日中午参加嘉宾宴请（限 1 人）；

3、组委会颁发支持单位资格证书；

4、在分会场背景板、会展网站及其他相关推广活动中全程以支持单位

      名义注明，并建立会展网站和赞助单位网站的超级链接；

5、赠送“创新·共享”展览会 9 ㎡展位 1 个（位置根据实际情况，

      优先挑选）；

6、赠送新华社高端访谈一次，安排全国性主流媒体进行采访报道；

7、赠送会场核心区域广告牌 1 面；

8、赠送论坛及展览会会刊彩色广告页 1 版；

9、赠送论坛正式代表名额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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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赞助企业主旨演讲

赞助企业主旨演讲是论坛内容的有益延伸和补充。为了保证主旨演讲的质量，赞助单位需在 2017 年 10 月 9 日前向秘书处提交以下内容：

演讲题目、时间段、内容描述。待组委会审核后方可进行准备。

时段 时间 时长 数量 合作费用

赞助企业主旨演讲

9 日上午 30 分钟 1 场 20 万元

9 日下午 30 分钟 2 场 15 万元

包含：享有会场的租赁费，统一标准的 AV 设备及屏幕，在《会议指南》（暂定名）中刊登主旨演讲单位和日程，并在《会刊》收录演讲内容，

主旨演讲请柬可装入大会资料包。

（六 )展览展示

展览时间

特装展台搭建 2017 年 12 月 7 日 08:30-17:00

标准展台布展 2017 年 12 月 8 日 13:30-17:00

展示时间
2017 年 12 月 9 日 09:00-17:00

2017 年 12 月 10 日 09:00-18:00

撤展时间 2017 年 12 月 10 日 18: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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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类型及价格

项目 描述   展位分布及报价

标准展位

展位规格 3m*3m

见《展位规划嘉宾动线图》和《合作资源统
计表》

  展位地毯布置

咨询台一个

椅子两把

220V 电源插座一个

特装展位
电源接口一个

最小预定面积：15 ㎡

展位挑选原则

本次会议展位挑选按照“先签协议先挑选”的原则进行。

参展商手册

会议将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后向参展企业分发参展企业手册，其中包括参展须知、各类订单。如有需要向大会指定供应商租赁有关设备的

公司请尽量于会前两周完成预定。由于各指定供应商要求的预定截止日期可能不同，请在填写各订单的时候务必留意不同订单的预订截止日期。



健康丝绸之路暨医学科技与管理创新国际论坛（2017）
The Health Silk Road for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Forum 2017

. 20 .

( 七 ) 印刷品彩色插页展示

类别 封二 封三 单面插页 双面插页 规格

会议指南（待定名） 2 万元 1.5 万元 1 万元 1.5 万元
L210mm

*H285mm

会刊 资源配送

( 八 ) 微信图文推广

费用 :2 万元

说明：大会官方微信平台推送会议宣传软文时嵌入企业图文内容（尺寸比例：16:9）。

推文类别：大会开幕倒计时推文、日程公布推文、参会指南推文、报到日宣传推文、会议第一天内容呈现推文、会议第二天内容呈现推文等。

( 九 ) 嘉宾访谈

说明：为企业负责人录制访谈视频，现场与大会内容一同直播，后期使用大会微信公众平台或网站进行推送。

( 十 ) 视频宣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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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描述 数量

暖场视频秀
时长：60s
播放时段：开幕式前期、会休时段、午休时段、撤场时段
播放形式：各时段滚动播放，总次数不低于 5 次

10

说明：由各单位自行录制 40s 视频内容，内容限定企业宣传内容 + 某某企业预祝“健康丝绸之路暨医学科技创新国际论坛（2017）”成功

举办或圆满成功。

( 十一 ) 主题活动冠名

说明：12 月 9 日晚“海南风情，某企业（药品）之夜”亚论大草坪主题活动。具体形式另行商议。

( 十二 ) 现场广告位

见《广告位位置图》和《合作资源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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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 会议服务项目

1、会议用包（独家）

数量：3500 套

价格：10 万元

备注：包上印刷企业 LOGO

说明 : 样品需经大会秘书处审核

2、论坛用水（独家）

数量 :15000 瓶

价格：5 万元（不含制作费）

备注：瓶身印刷企业 LOGO

说明：样品需经大会秘书处审核

3、笔记本和笔（独家）

数量：3500 套

价格：10 万元（不含制作费）

备注：本、笔上印刷企业 LOGO

4、会议胸卡（独家）

数量：3500 套

价格：3 万元（不含制作费）

备注：胸卡背面可放置企业宣传信息

5、日程背板

数量：1 块

价格：2 万元（含制作费）

备注：在日程背景板体现企业 LOGO

6、会场全部指示标识

数量：若干

位置：会议中心

价格：5 万元（含制作费）

备注：会场全部指示标识体现企业 LOGO

7、茶歇项目

价格：10 万元

说明：企业提供茶歇食品、水果、饮品等。大会茶歇区摆放

企业宣传形象或展板；日程册单面彩色插页广告一版

8、会议指定用车（独家）

费用：15 万元

说明：大会指定会议专用车，用于接送领导、专家及接送会

场周边酒店往返的参会代表。企业可在车体明示“XX 公司欢

迎参会”等宣传标语；车辆上放置印有企业标识的宣传品或

小礼品等

9、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大堂（报到处）大屏幕广告

费用：3 万元

说明：会期滚动播出（3 分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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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须知
参会资格及要求

1、参会企业或机构须具备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相关资质。

2、参会企业会议期间展示、宣传的产品须是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批准进口或国内正式批准生产的药品、试剂、医疗器械、营养保健品及正规出版机构出版的医学书刊、电

子音像、网络制品。凡未经国家相关部门正式批准的产品不得参加展览、展示。

3、产品展览、展示内容必须真实、健康、清晰、明白，不得以任何形式欺骗参会人员。在产品展览、展示中，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4、参会企业在会议期间不得在规定范围外进行产品展示活动，不得在会场门口、会议就餐地点等非展示区域进行展示宣传活动，不得影响学术内容的安排和学术活动的

正常举行。

参会程序

1、填写本通知所附申请表并发回秘书处。秘书处通知企业申请是否接受。如接受，签署正式协议。

2、参会企业须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前（含）付清所有参会款项，如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后秘书处尚未收到参会款项，秘书处有权解除协议，并处以相应违约金。

取消、更改政策

1、参会企业如因特殊原因取消展位、卫星会或其他项目，须以书面的形式向秘书处提出申请，通过其他形式取消一律不予受理。

2、退款政策如下 :

2017 年 10 月 31 日（含）前，扣除协议金额的 50% 作为违约金。

2017 年 10 月 31 日后，无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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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丝绸之路暨医学科技与管理创新国际论坛（2017）展位广告位规划表
一、赞助部分

项目
数量 金额（元）

NO. 单位 单价

大会联合主办 1 家 3,000,000.00

大会协办单位 3 家 500,000.00

大会支持（承办）单位 5 家 300,000.00

全球医学创新圆桌峰会总冠名 1 家 500,000.00

专题分论坛联合主办单位 11 家 200,000.00

企业主旨演讲
1 家 200,000.00

2 家 150,000.00

二、展位部分

项目
数量 金额（元）

NO. 单位 单价

A 24 平 3*8 8 个 100,000.00

B 9 平 3*3 70 个 30,000.00

C 15 平 3*5 4 个 150,000.00

D 30 平 5*6 8 个 250,000.00

E 36 平 6*6 26 个 300,000.00

F 24 平 3*8 10 个 200,000.00

G 24 平 4*6 10 个 200,000.00

H 40 平 5*8 4 个 300,000.00

I 1.5*2.5 12 个 50,000.00

J 15 平 3*5 5 个 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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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丝绸之路暨医学科技与管理创新国际论坛（2017）展位广告位规划表
三、广告部分

项目
数量 金额（元）

 NO. 单位 单价

会议指南

封二 1 家 20,000.00
封三 1 家 15,000.00

单面插页 10 家 10,000.00
双面插页 5 家 15,000.00

会刊 待定 资源配送
微信图文推广 微推软文嵌入 10 个 20,000.00

嘉宾访谈 10 家  10,000.00 
暖场视频秀 10 家  100,000.00 

主题晚宴冠名 1 家  500,000.00 
B1 广告牌 3m*8m 8 块  30,000.00 
B2 广告牌 1.5m*5m 6 块  30,000.00 
B3 广告牌 3m*8m 2 块  35,000.00 
B4 广告牌 2.5m*2.5m 12 块  30,000.00 
B5 广告牌 3m*6m 6 块  30,000.00 
B6 广告牌 3m*3m 70 块  15,000.00 
B7 广告牌 3m*6m  2 块  30,000.00 
B8 广告牌 3.8m*6.5m 8 块  40,000.00 
B9 广告牌 5.1m*9m 1 块  50,000.00 

B10 广告牌 1.4m*5m 4 块  10,000.00 
B11 广告牌 3m*4m 8 块  15,000.00 

大堂报道处屏幕广告 10 家  30,000.00 
道旗 139 面  -   

其他会议服务项目
包、水、本、笔、胸卡、背板、

指示系统、茶歇、用车
1 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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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系方式

会务报名、接待组
张萱
电话：135-8177-7980/010-6693-9249
邮箱：605029120@qq.com

官方网站：www.sjcxfh.com

论坛网站：boao.sjcxfh.com

分会网站：www.sjcxfh.com

张同辉
电话：182-1106-5575/010-5692-1578
邮箱：yxkjcxlt@163.com

梅雪
电话：188-1112-5434/010-6693-7384
邮箱：56008342@qq.com

合作组
陈钢
电话：13701123053
邮箱：cz0130@163.com

王云飞
电话：185-1403-5318
邮箱：277374760@qq.com

会展组
陈钢
电话：13701123053
邮箱：cz0130@163.com

郝放
电话：186-3718-0621/0371-6020-8183
邮箱：haof@ied-ltd.com

宋佩
电话：185-1855-3411/010-5692-1578
邮箱：yxkjcxlt@163.com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实践创新分会订阅号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实践创新分会服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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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O 2017

立足亚洲高度，放眼全球视野，以国际化的合作模式推动

医疗创新，成果全球共享，造福人类

“MIF”为医疗创新论坛缩写，水纹突出会议地理位置

以数字“3”（专业化、国际化、智慧化），融合医疗“+”

构成代表博鳌的首字母“B”

  logo 创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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