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中美慢病管理交流会暨中美慢病管理高级研修班 

开启中美慢病管理交流之门 

邀请函 
 

支持：中华预防医学会︱美国家庭医疗保健合作协会︱美国 Mayo 医院 

主办：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专委会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社 

    协办：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局 

承办：美国仁美国际医疗中心︱北京纽瀚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时间：2015 年 5 月 7 日～5 月 9 日    地点：中国·北京 

慢病管理已成为全球健康管理的当务之急，当前，我国慢性病防控形势也非常严峻，

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和重视。2012 年 5 月，由卫生部、发改委、财政部等 15 个部委联合印发

了《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 年）》，我国慢病管理和防控事业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机遇和挑战。 

目前慢病已成为中国的头号健康威胁，慢性病管理也是国家医改的一项重要工作。慢

病管理工作，各行业组织也开始关注。在一些国家已有成功的慢病管理经验，特别是美国

的慢病防控与管理已凸显成效。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专委会、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全科医学

杂志社将联合主办《2015 中美慢病管理交流会》，本次交流会邀请来自于美国家庭医疗保

健合作协会和世界著名私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梅奥医院疾病管理项目专家与中国慢病

管理专家，将会对慢病管理以及诊疗模式进行探讨，共同打造中美慢病管理领域对话交流，

共襄盛举。本次国际会议的目的是分享中国和美国在慢病管理方面的实践成绩，并吸收双

方在慢病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的慢病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借鉴参考。 

希望通过此次平台，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的慢病管理工作的开展，为我国的慢病管理

工作尽菲薄之力！在慢病管理的路上，我们共同谱写新的金色华章，共同携手“开启中美

慢病管理交流之门”！ 

 

 



 

 

时间 内容主题与主讲 

5月7日 

8:00-20:00 全天注册 

18:30-19:20 自助晚餐 

5月8日 

8:30-9:00 开幕式 

9:00-9:30 
主题：中国慢病综合防治策略 

主讲：中华预防医学会       孔灵芝教授 

9:30-10:10 

主题：美国疾病管理的发展趋势: 

美国卫生保健系统是如何改变以改善疾病的预防和管理 

主讲：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WILLIAMJ.RILEY 教授 

10:10-10:20 休息 

10:20-11:00 

主题：美国在可支付医疗法案（奥巴马医改）下的疾病管理 

 慢性疾病的人口健康管理 

 慢性疾病的行为干预 

 “照料”在疾病管理中的关键作用 

 为什么要进行系统的患者随访? 

主讲：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Dr.O’Donnell 教授 

上 

午 

11:00-11:40 
主题：慢病防控与深化医改 

主讲：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刘远立教授 

11:50-14:00 午餐、休息 

14:00-14:50 
主题：Mayo 医院疾病管理技术:团队治疗模式 

主讲：Mayo 医院   R. Todd Hurst 教授 

 

 

 

 

下 

14:50-15:40 
主题：慢病管理模式(暂定) 

主讲：北京市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杜雪平教授 

会议日程安排 



 

 

 

 

 

 

注：所有解释权在本论坛组委会 

 

 

 

 
 

15:40-16:00 休息 
下 

午 

16:00-16:50 
主题：医生提高患者参与度、积极性与依从性的策略与技巧 

主讲：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Dr.O’Donnell 教授 

5月9日 

8:30-9:10 

主题：预防与管理技术概述 

 心血管疾病 

 代谢紊乱 

 癌症 

主讲：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WILLIAMJ.RILEY 教授 

9:10-9:50 
主题：疾病管理中药物和行为干预的调和 

主讲：Mayo 医院      R. Todd Hurst 教授 

9:50-10:10 休息 

10:10-10:50 
主题：从临床视角谈控烟与慢性病防控（治） 

主讲：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      杨功焕教授 

上 

午 

10:50-11:30 
主题：慢性疾病管理特色交流(暂定) 

主讲：美国仁美国际医疗中心    Sunny Wong 教授 



 

 
参会对象 
三甲医院老年病科、慢病科工作人员； 

各省市健教中心和慢病防治机构工作人员； 

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控烟办，相关管理与专业人员； 

各医学院校及科研院所、慢病防控教学管理者及科研管理者。 

会议注册 
本次会议收取基本的资料费、餐费、学分证书工本费（2015 年 4 月 20 日前报名并汇款收取

会议费 1200 元/人；2015 年 4 月 28 日前报名并汇款收取会议费 1500 元/人；现场报名缴纳

费用收取会议费 1500 元/人）。交通费、会议期间住宿费自理。企业参会注册费用计 2000

元/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医院、健教中心和慢病防治机构、疾控中心等可统一组织报

名。      

会议地点(入住酒店) 
名称：北京好特热温泉酒店                                                             

地址：位于南二环外南三环里，丰台区方庄群星路 9 号（北京十八中学西侧）        

电话：010-56324977 

乘车线路 
北京南站：公交 741（8 站）或 122（8 站）或特 3（6 站），芳城园下车，前行至红绿灯往

南 200 米左右即到。                                                                         

北京西站：公交 741（20 站）或 122（19 站），芳城园下车，前行至红绿灯往南 200 米左

右即到。 

首都机场：坐机场大巴-方庄线（8 站），在方庄下车。下车后方庄环岛往东，第一个红路

灯往南 200 米左右即到 

市内交通行车路线：1、二环：左安门桥向南第三个红绿灯右转 100 多米即到。 

2、三环：方庄桥向北第一个红绿灯左转 100 多米即到。 

3、四环：从四环经南苑路到南三环向东，行使至方庄桥向北第一个路口左转 100 多米即到。 

4、京津塘高速到三环分钟寺桥向西，行使至方庄桥向北第一个红绿灯左转 100 多米即到。 

公交路线：1、741、122、434、37、800、特 3 芳城园（家乐福斜对面）下车，前行至红绿

灯再右转 100 多米即到。 

地铁：坐地铁 5 号线，蒲黄榆下，B 口出，坐特 12（2 站）到芳城园下，前行至红绿灯再

右转 100 多米即到。  

报名方式 
1.邮箱：qkyxzg@163.com(全科医学中国) 
2.电话：010-83116365  010-83116133   010-83116181 
3.微信报名:  
 
 
 

会议相关信息 



 

2015 首届中美慢病管理交流会报名回执 

基本信息栏 

单位名称 
 单位 

级别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邮箱  

参会信息栏 

参会嘉宾       

具体联系人  
  手机 

（必填） 
   职务   

 数量 四星    大床房____间        双床房____间 
大酒店□ 

单价 460 元/间/天 

住宿安排 

(请划“√”

确认并填写

数量) 入住时间  退房时间  

费用 

会务费 1500 元/人 X___人=_____元 

住宿费：460 元/间/天 X___间 X____天=____元 

费用合计：_____元 

发票抬头  发票内容 培训费 

特别说明 

1.官网注册：登陆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社 http://www.chinagp.net 进入专

题页面 

2.汇款时请注明“中美慢病”并注明单位名称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白纸坊支行      

账户名：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社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账  号：1100 1069 8000 5605 5413        

3.咨询电话 010-83116365    

温馨提示 
报名参会时，请务必准确填写所有参会嘉宾手机号码，论坛注册及会议期间服务信息均以

短信形式发送； 会议酒店房间有限，如确定参会并需预定会议酒店房间，请务必于 4 月 28

日前将参会费及房费汇款至组委会指定账户，以保证能入住会议酒店；会议内容丰富，建

议同单位派多位代表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