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知

尊敬的武汉市武昌医院：

经您自愿申报，由专家团评审及第三方评价，您获得年

度人文管理创新医院荣誉，特此致函祝贺。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定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至 30 日在江

苏省常州市召开 2019 年医院人文品牌峰会，期待邀请您莅

临会议交流。

联系人：高溱老师 010-62717228，17701093196

联系邮箱：10507428@qq.com

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

祝您万事如意！

附件 1：参会报名表

附件 2：会议通知

附件 3：会议日程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

2019 年 2 月 21 日



附件 1： 参会报名表

单位名称

地 址 邮 编

参会人员

姓名 性别 部门及职务 手机号码 电邮

住宿安排

（必选，不

选视为自行

解决住宿。）

会务组已经联系酒店供下榻，提供协议优惠价。

常州市环球维景国际大酒店（主会场，新北区河海东路 56 号，联

系人陈芸 13584365978，0519-82088888）

□ 单间 380 元/天 □ 标间拼房 190 元/天/人

（请划√，并请注明 3月 日- 日，预定间）

汇款

请于 3 月 15 日前将会议费汇至峰会指定账户，现场领取发票。请

注明“常州会议”，由北京中欧国际医院管理中心出具发票。

开户名：北京中欧国际医院管理中心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直门支行

账 号：0123014210000875 税 号：91110114783980542B

必填：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提前汇款的请在报到处领取发票，现场缴费的会后快递培训费发

票。住宿发票请在酒店前台开具，随时可办理。

交通

常州奔牛国际机场到主会场酒店可打车 26 分钟，车费约 80 元。常

州站或常州客运中心到主会场酒店可乘坐 209 路或 Y2 路公交车 50

分钟左右可到达，票价 1元，也可打车 21 分钟，车费约 20 元。常

州北站到主会场可乘 528 路转 215 路，票价 2元。也可打车 25 分

钟，打车约 25 元。

请在 3 月 15 日前填写后连同汇款截图或翻拍的凭证，发送至 10507428@qq.com。



附件 2：

关于召开 2019 年医院人文品牌峰会的通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促进中国医院人文品牌建设，展示新时代良好

的医院文化风貌。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定于 2019 年 3 月底在

江苏常州召开 2019 年医院人文品牌峰会。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

主办：中国生命关怀协会

承办：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常州市医学会

协办：北京中欧国际医院管理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公共

政策与管理学院

媒体支持：新华网、《健康报》社、丁香园、健康界、

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常州广播电视台、常州日报、常州网、

中吴网、化龙巷网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间：3 月 28 日报到，29-30 日全天会议。



地点：江苏省常州市

三、会议内容

（一）公布年度人文建设品牌医院、人文品牌风尚案例

等推选结果，对各获奖单位及个人进行表彰。

（二）由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医院人文建设课题组与西安

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发布中国人文建设医院蓝皮

书。

（三）由知名专家学者就医院人文管理、人文服务、人

文科普、人文公益、品牌策划实战进行讲座交流。

（四）考察学习常州市优秀医疗机构和大健康产业。

四、参会嘉宾

雷志勇 少将、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理事长、武警总医院

原院长、武警医学院原院长

李怀荣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原纪委书记

宋树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副司长

孟小捷 《健康报》社人文文化采编中心主编

王克勤 著名调查记者、大爱清尘基金发起人

周 全 知名纪录片《人间世》总制片人、上海广播电

视台融媒体中心 knews 新闻副总编辑

袁彦龙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医学人文专委会秘书长、中

欧医管集团创始人



朱柏松 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何小茜 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记

徐瑞玉 常州市医学会常务副会长

胡书孝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王 彤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宣传处处长

马辛格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

刘东海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

陆 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

林亚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党委副书记

于广军 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

黄利华 湖南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宋连英 郑州人民医院纪委书记

林 忠 柳州市妇幼保健医院党委书记

廖志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统战部部长

余高妍 知名健康科普大 V“虾米妈咪”

钮 骏 上海市儿童医院社工部主任，医院志愿者品牌

“四叶草”负责人

高 翔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宣传部长，纪录片《生门》

策划者，“剪衣门、遇刺门”舆情危机处理专家

麻晓鹏 深圳儿童医院副院长，“八毛钱、罗某笑”等

事件危机亲历处置专家

吴跃伟 澎湃新闻社会调查部知名高级记者、“鸿毛”



等知名新闻事件直击报道者

陈 峰 苏州科技城医院社会营销处处长、团委书记

郑婷尹 台湾台北医学大学医务管理协会理事

糖音炮弹 知名医界好声音组合、中国医院发展大会演

唱嘉宾

医冠清瘦 知名医院品牌研究员、自媒体大 V

——（以上排名不分顺序）

五、其他事项

（一） 会议费用：1500 元/人（协会委员 1200 元/人），

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二） 费用支付：请于 3 月 15 日前将会议费汇至峰会

指定账户，请注明“常州会议”，现场领取发票。

开户名：北京中欧国际医院管理中心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直门支行

账 号：0123014210000875

税 号：91110114783980542B

（三） 报名确认：峰会限参会名额 500 人，报名请从

速。报名后请将汇款截图或凭证翻拍，连同参会报名表于 3

月 15 日前发至 10507428@qq.com，邮件标题请注明：常州

会议。

（四） 会务联系人：高溱、陆云鸥、郭建忠、陈峰

联系微信：



联系电话:高 溱老师 010-62717228，17701093196

陆云鸥老师 0519-85682578，13912303235

郭建忠老师 0519-88809573，18112886025

陈 峰老师 17715187306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

2019 年 1 月 22 日



附件 3:

2019 年医院人文品牌峰会（常州）会议日程

（部分嘉宾演讲顺序可能会根据时间进行适当调整）

时间 内容 地点

3月 28 日 10:00-23:00 会议报到

江苏省常州市环球恐龙城维景

国际大酒店（常州市新北区河海

东路 56 号）

主论坛：首届医院人文品牌峰会

时间：3月 29 日 8:30-12:00 地点：酒店 A座二楼豪景厅

主持人：袁彦龙（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医学人文专委会秘书长）

08:30-09:00 开幕式致辞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雷志勇将军 致辞

国家卫健委宣传司领导 致辞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领导 致辞

常州市人民政府领导 致辞

09:00-09:40 大会讲话 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领导

09:40-10:20 大会讲话 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朱柏松

10:20-10:25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医院人文建设课题组发布中国人文建设医院蓝皮书 胡书孝

10:30-11:10 第三只眼看医院人文的重要性
知名纪录片《人间世》总制片人、上海广播电视台

融媒体中心 knews 新闻副总编辑 周 全

11:10-11:50 专题分享讲座 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 于广军

12:00-13:30 自助午餐



平行论坛一：人文医院建设之人文管理

时间：3月 29 日 13:30-17:30 地点：酒店 A座二楼豪景厅

主持人：李庆（知名医院品牌研究员）

13:30-14:10 专题分享讲座 《健康报》社人文文化采编中心主编 孟小捷

14:10-14:50 专题分享讲座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胡书孝

14:50-15:30 专题分享讲座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 林 忠

15:30-16:10 专题分享讲座
深圳儿童医院副院长，“八毛钱、罗某笑”等事件

危机亲历处置专家 麻晓鹏

16:10-16:50 专题分享讲座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张晓膺

16:50-17:30 专题分享讲座 台湾台北医学大学医务管理协会理事 郑婷尹

平行论坛二：人文医院建设之人文服务

时间：3月 29 日 13:30-17:30 地点：酒店 A座二楼佳景轩大厅

主持人：徐瑞玉（常州市医学会常务副会长）

13:30-14:10 专题分享讲座 著名调查记者、大爱清尘基金发起人 王克勤

14:10-14:50 专题分享讲座
澎湃新闻社会调查部知名高级记者、“鸿毛”等知

名新闻事件直击报道者 吴跃伟

14:50-15:30 专题分享讲座 湖南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黄利华

15:30-16:10 专题分享讲座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宣传处处长 王 彤



16:10-16:50 专题分享讲座 常州市儿童医院院长 薛 鹏

16:50-17:30 专题分享讲座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医学人文专委会副秘书长 沈健

17:40-18:40 自助晚餐

颁奖晚会

时间：3月 29 日 19:00-21:00 地点：酒店 A座二楼豪景厅

领导致辞：朱柏松 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颁奖嘉宾：协会领导、常州市卫生健康委领导、嘉宾

中国人文建设品牌医院、品牌建设先进个人、优秀人文品牌案例等颁奖，文艺表演

平行论坛三：人文医院建设之人文科普

时间：3月 30 日 8:10-11:30 地点： 酒店 A座二楼豪景厅

主持人：杨夏巍（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宣传科科长）

8:10-8:50 专题分享讲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 陆 晨

8:50-9:30 专题分享讲座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统战部部长 廖志林

9:30-10:10 专题分享讲座 知名健康科普大 V“虾米妈咪” 余高妍

10:10-10:50 专题分享讲座 苏州科技城医院社会营销处处长、团委书记 陈 峰

10:50-11:30 专题分享讲座 知名自媒体大 V 医冠清瘦

11:30-12:30 自助午餐

平行论坛四：人文医院建设之人文公益

时间：3月 30 日 8:10-11:30 地点：酒店 A座二楼佳景轩大厅

主持人：王燕（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宣传处处长）

8:10-8:50 专题分享讲座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党委副书记 林亚杰



8:50-9:30 专题分享讲座 郑州人民医院纪委书记 宋连英

9:30-10:10 专题分享讲座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院长 仇 杰

10:10-10:50 专题分享讲座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宣传部长，纪录片《生门》策划

者，“剪衣门、遇刺门”舆情危机处理专家 高 翔

10:50-11:30 专题分享讲座
上海市儿童医院社工部主任，医院志愿者品牌“四

叶草”负责人 钮 骏

11:30-12:30 自助午餐

下午：会议结束，考察或自由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