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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背景： 

未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媒体等新

兴技术在智慧医疗行业中的应用将更加深化。在政策的助力下，我国

医疗信息化进程将加快推进。未来医疗行业将融入更多人工智慧、传

感技术等高科技，使医疗服务走向真正意义的智能化,实现患者与医

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逐步达到信息化。 

未来的智慧医院的建设和实现，需要实现院内的智慧管理、智慧

服务和智慧医疗，不断提升院内医疗服务的质量、体验和效率；在院

内智慧化升级的基础上，实现院间、区域间甚至省级的系统联动和数

据共享，实现外延式的智慧医院构建，真正实现上下级医院协同的分

级诊疗；蓬勃发展的新技术有助于实现医疗过程透明化、医疗流程科

学化、医疗信息数字化以及服务沟通人性化，从而达到提升医护工作

效率、增强患者服务体验和优化内部管理机制的目的。在未来发展当

中，医疗机构要不断探索运用新技术，促进医疗服务智慧化建设水平

的不断提高。 



当前我国正处于智慧医院建设的第一阶段，智慧医院建设过程

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此大背景下“2021 全国智慧医院建设大会”

将于 2021 年 3 月 27-28 日在上海盛大召开，本次大会将汇聚 1500+行

业专家，力邀 50+权威嘉宾与领航企业，分享最前沿的技术资讯、解

读最新产业政策、全面链接政产学研用多方平台。诚邀您 2021 年 3

月再度相聚，共襄盛会！ 

一、会议名称： 

2021 全国智慧医院建设大会 

二、会议主题： 

智慧赋能.助力健康中国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信息协会医疗卫生和健康产业分会 

      上海科雷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水利电力医学科学技术学会医院综合发展工作委员会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卫生健康人才分会（筹）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医院分会 

协办单位：深圳市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协会 

      深圳市大数据产业协会 

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 

上海市医院协会医学人工智能管理专业委员会 

上海交大健康传播发展中心 



上海市卫生系统后勤管理协会研究院 

医盟网信息化联盟（医盟网） 

北京华夏正元中医药研究院 

中国医疗器械采购公共服务平台 

上海乐普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产业网 

雷锋网 

药械网 

梅斯医学 

生物谷 

行业合作：上海市医院协会 

      浙江省医院协会 

      江苏省医院协会 

      陕西省医学会 

      甘肃省医院协会 

      山东省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 

承办单位：上海科雷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四、大会媒体：医盟网、动脉网、中国数字医疗网、健康界、丁香园、 

医学界、亿欧网、贝壳社、肽度 TIMEDOO、医学猫、

健康县域传媒、中国基层卫生网、医信邦、中国医疗

设备、泽桥医生、医视屏、医阶、雷锋网、大健康派、

中国医采网、药械网、数邦客、梅斯医学、医信通、



好医工、微诊网、优年网、康强网、中国健康咨询网 

五、会议时间：2021 年 3 月 27--28 日 

六、会议地点：上海 

七、会议日程安排： 

第一天（3 月 26 日星期五）：会议报到注册、展商布展 

第二天（3 月 27 日星期六）：开幕式、主、分论坛、展览参观 

第三天（3 月 28 日星期日）：分论坛、展览参观 

八、为何值得参加： 

    1、2021 年中国首场聚焦智慧医院发展革新的行业峰会 

2、了解当下全球智慧医疗产业发展最新动态及中国市场趋势 

3、更新中国市场关键智慧医院项目进展及现况下的机遇和挑战 

4、介入综合性，有深度的行业探讨，以期获得效益的提高 

5、学习新技术，分享项目信息，应对产业机遇及挑战 

6、倾听行业权威人士的独到见解与分析 

7、把握绝佳商务的机遇，结识行业主管 

8、参与小组研讨，了解行业最新技术，最新战略变动，与行业

精英共同实践获得经验 

九、大会议题： 

1、十四五规划智慧医院发展政策解读 

2、当前中国智慧医院建设现状与未来展望 

3、释放 5G 价值，拉响转型集结号 

4、智能技术“核聚变”，物联网加持医院智慧化 



5、互联网医院建设 

6、人工智能在未来智慧医院的应用方向 

7、DRG 和 DIP 将给医院带来哪些影响？ 

8、新形势下智慧医院绩效管理的实施 

9、县域医院智慧能力建设创新与发展 

10、科技赋能下的智慧妇幼 

11、后疫情时代中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智慧转型 

12、云平台+智慧医院 

13、大数据+智慧医院 

14、智慧医院-智慧患者 

15、智慧医院-智慧临床 

16、智慧医院-智慧医技 

17、智慧医院-智慧管理 

18、智慧医院-智慧护理 

19、智慧医院-智慧后勤 

20、智慧医院-智慧教学科研 

十、参会人员： 

（一）各级卫生健康行政管理负责人、信息管理和信息技术人员； 

（二）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同志、信息化建设主管领导、专业

技术人员，以及信息技术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临床、科研、

教学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信息化相关人员； 



（四）从事医疗信息技术研发、服务的企业管理人员及技术人； 

（五）各级医院分管设备、总务、护理、后勤、基建领导； 

（六）各级医院院办领导、分管智慧医院建设院长等领导； 

（七）与智慧医院建设相关的设计院、科研单位、工程单位、

材料供应商，后勤服务单位、院内交通设计、院内物流、

物联网等单位负责人。 

十一、部分拟邀请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国家卫健委领导 

上海市卫健委领导 

张 亮  华中科技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创始院长 

宋 新  中国信息协会医疗卫生和健康产业分会会长 

黄祖瑚 江苏省医院协会会长 

马伟杭 浙江省医院协会会长 

许戈良 安徽省医院协会会长 

陈  宏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罗  蒙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医院分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潘君才 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秘书长 

赵春雷 深圳市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协会会长 

王  炜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卫生健康人才分会筹委会主任、 

CDP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创始人 

何  萍  上海市医院协会医学人工智能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



海申康医院管理中心医联中心主任 

刘海涛 物联网首席科学家、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 

于广军 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 

张治芬 杭州妇产科医院（杭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邵浙新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书记 

黄  进 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副院长 

赵海鹏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副院长 

朱一俊 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 

顾一阳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吴  亮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信息科主任 

丁海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医保办主任 

谢俊明 浙江省中医院医保办主任 

王忠民 江苏省人民医院信息处处长 

董  亮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信息中心主任 

张纪阳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大数据中心主任 

冯  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网络信息中心主任 

刘敏超 解放军总医院信息科信息中心主任 

陈肖敏 浙江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岳丽青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护理部主任 

葛茂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信息中心主任 

魏建军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投资建设部主任 

郑  涛 上海仁济医院信息中心主任 



黄  虹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信息中心主任 

许  杰 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IT 中心主任 

吴  斌 宁波市第一医院信息科主任 

赵  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 

潘伟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大数据中心主任 

鲍  瀛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信息管理处主任 

俞  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信息中心主任 

王爱荣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规划绩效部主任 

林  辉 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办公室主任 

周  敏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信息中心主任 

郑西川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 

许  翔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后勤保障处处长 

王  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基建办公室主任 

黄如春 江苏省人民医院总务处处长 

宣君芳 杭州市妇产医院总务科科长 

更多嘉宾更新中…… 

 

 十二、大会注册费： 

（一）医院代表 1200 元/人（包含：会务费、资料费、工作餐） 

（二）企业代表 1800 元/人（包含：会务费、资料费、工作餐） 

（三）大会注册费优惠条件如下： 

1.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报名交纳费用的代表：1000 元/人。 



2. 6 人（含）以上团队报名：1000 元/人。 

（四）汇款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南翔支行 

单位名称：上海科雷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帐     号：310069082018010176611 

（五）大会同期中国智慧医院建设新技术及应用展览免费参观。 

 

十三、大会组委会联系方式: 

   参会报名及商务合作 

联系人：陈老师     电  话：13522212806（微信同号） 

邮  箱：

 

3636650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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