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中国老年医学大会日程

18 日下午 老年病流行病学研究与管理分论坛 四层西 2

老年护理康复论坛
四层西 10

19 日全天 大会主旨论坛
三层湖滨会堂

AB 厅

19 日下午 老年营养论坛 四层浦江厅

老年心血管论坛 四层西 10

老年血栓论坛 四层西 1

老年消化论坛 四层西 11

老年骨质疏松论坛 四层西 6

基于老年医学核心技术的康复管理 四层西 2

老年神经认知高峰论坛 四层西 9

20 号上午
健康老龄化论坛暨慢病品牌医生学院

老年医学人员队伍能力提升班
四层西 1

老年人合理用药论坛 四层西 2

老年无创呼吸机论坛 四层浦江厅

老年医养结合论坛 四层西 10



老年病流行病学研究与管理分论坛

13:20-15:40 老年病流行病学研究与管理分论坛

主席：陈峥 北京老年医院；刘坚 广州军区总医院

主持：刘承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王志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3:20-13:30 致辞 于普林 北京医院

1 13:30-14:10 专题发言 真实世界研究：实效性临床试验与比较疗

效研究

方向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2 14:10-14:35 专题发言 基于老年营养不良流调现状再谈营养不

良支持策略

齐海梅 北京医院

3 14:35-15:00 专题发言 老年健康综合评估应用研究 汤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4 15:00-15:40 圆桌讨论 老年专科医院及综合医院老年科的建设

与发展方向探讨

陈峥

刘坚

王青

等

北京老年医院

广州军区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2018-05-18

地点：四层西 2



老年护理康复分论坛

14:00-17:40 老年护理康复分论坛

主席：黄改萍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主持：张文光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4:00-14:10 致辞 王建业 北京医院

2 14:10-14:40 专题发言 老年康复内涵与发展 陈新宇 浙江医院

3 14:40-15:10 专题发言 延续护理--纵深老年护理专业化发展 杨辉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4 15:10-15:40 专题发言 糖尿病的康复 康冬梅 安徽省人民医院

5 15:40-16:10 专题发言 老年慢病的康复护理 黄改萍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6 16:10-16:40 专题发言 VTE 的预防 崔丽萍 山西大医院

7 16:40-17:10 专题发言 吞咽功能障碍患者康复护理-日本大阪

医科大学见闻

柴云花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8 17:10-17:40 专题发言 互联网＋远程心电的社区卫生服务 李玉杰 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

2018-05-18

地点：四层西 10



中国老年医学大会主旨论坛

08:30-10:50 中国老年医学大会（1） 上半场

08:30-09:00 开幕式 鲁翔 主持

主持：奚桓 北京医院, 刘新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蹇在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09:00-09:25 专题发言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的建设 王建业 北京医院

2 09:25-09:55 专题发言
Frailty and acute illness in older

adults

Kenneth

Rockwood
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

3 09:55-10:20 专题发言
中国心血管疾病预防指南 2017 更

新版解读
李小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主持：拓西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王林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董碧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4 10:20-10:50 启动仪式
老年全科医生能力建设中心项目全

国启动会
于普林 北京医院

10:50-12:30 中国老年医学大会（1）下半场

主持：王建业 北京医院, 于普林 北京医院, 刘学军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郑松柏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0:50-11:10 专题发言
中国老年人慢性胃炎诊断与治疗

共识意见
王小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 11:10-11:40 专题发言
老年肺部感染的优化治疗策略

（住友卫星会）
陈琼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3 11:40-12:00 专题发言 老年舒张性心衰的治疗进展 张存泰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 11:50-12:30 专题发言 老年 LUTS 治疗的药物选择 贺大林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12:30-13:30 中国老年医学大会 午间

2018-05-19

地点：三层湖滨会堂 AB 厅



13:30-15:00 中国老年医学大会（2） 上半场

主持：曾志羽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丰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孙莉 陕西省人民医院, 徐浩 西苑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3:30-13:50 专题发言 器官衰老与干预 黎健 北京医院

2 13:50-14:20 专题发言
老年人生理代谢特点及营养支持需求

(费卡华瑞卫星会)
肖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 14:20-14:40 专题发言 糖尿病心血管保护: 聚焦能量失衡 刘幼硕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 14:40-15:00 专题发言 老年 BPH 患者特点及疾病管理 张晓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00-16:30 中国老年医学大会（2）下半场

主持：朱鹏立 福建省立医院,杨云梅 浙江大学第一医院,韩辉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齐国先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5:00-15:30 专题发言

Brain Health and General

Healthin Aging: The

Association and Assessment

Song Xiaowei 加拿大温哥华菲莎卫生局

2 15:30-15:50 专题发言 血管性痴呆的诊治进展 彭丹涛 中日友好医院

3 15:50-16:10 专题发言 IGA 肾病诊治新进展 赵卫红 江苏省人民医院

4 16:10-16:30 专题发言 互联网医院建设 杜元太 北京医院

16:30-17::00 中国老年医学大会（3）

主持：于普林 北京医院

1 16:30-17:00 颁奖 优秀论文颁奖

程蕴琳

曾尔亢

高海青

周晓辉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老年营养分论坛

13:30-15:15 老年营养分论坛 1

主席：刘晓红 北京协和医院, 董碧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主持：于普林 北京医院；张存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王晓明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3:30-13:35 领导致辞 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主委致辞 于普林 北京医院

1 13:35-14:00 专题发言 老年代谢综合征的营养治疗 董碧蓉 四川华西医院

2 14:00-14:25 专题发言 老年低滴度慢性炎症与营养 刘晓红 北京协和医院

3 14:25-14:50 专题发言 老年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营养治疗 齐海梅 北京医院

4 14:50-15:15 专题发言 膳食纤维与老年相关疾病 郑松柏 上海华东医院

15:15-17:30 老年营养分论坛 2

主持：董碧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刘晓红 北京协和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5:15-16:30 病例讨论 病例介绍

病例专题一营养筛查和评估方法（吞咽功能）

病例专题二 肠内营养如何进行血糖管理

病例专题三如何提高肠内营养耐受性

康琳

周洪莲

乔薇

楼慧玲

北京协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广州市一医院

2 16:30-17:00 授牌仪式 老年科临床营养规范化管理示范基地授牌仪式

及基地建设经验分享

各参加授牌老年示范基地

3 17:00-17:30 项目介绍 老年临床营养管理科研基金项目颁奖及老年多

学科研究项目介绍

2018-05-19

地点：四层浦江厅



老年心血管分论坛

13:30-15:00 老年医学大会老年心血管分论坛 1

主席：张存泰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林展翼 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

主持：王林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鲁翔 南京医科大学；成蓓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吴智勇 海南省人民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3:30-13:40 于普林教授致开幕辞

1 13:40-14:00 专题发言 老年颈动脉斑块患者都需要调脂治疗 李小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 14:00-14:20 专题发言 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抗凝治疗 张存泰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3 14:20-14:40 专题发言 ACC 会议高血压进展速递 郭艺芳 河北省人民医院

4 14:40-15:00 专题发言 微循环、血管新生与高血压防治 陶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0-16:40 老年医学大会老年心血管分论坛 2

主持：蹇在金 湘雅二医院；樊瑾 解放军总医院；高学文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凃玲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5:10-15:30 专题发言 浅谈老年体位性低血压变化及处理 方宁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 15:30-15:50 专题发言 关注老年冠脉微血管病变的策略 王晓明 西京医院

3 15:50-16:10 专题发言 心力衰竭的能量代谢重构 周洪莲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 16:10-16:30 专题发言 关注老年人他汀治疗的安全 秦明照 北京同仁医院

16:40 林展翼教授 论坛总结

2018-05-19

地点：四层西 10



老年抗栓治疗的热点与难点论坛

13:30-15:00 老年抗栓治疗的热点与难点论坛 1

主席：曹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主持：刘宏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吴青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段春波 北京医院；曹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3:30-13:40 会议致辞 致辞 曹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 13:40-14:00 专题发言 2016-2017 房颤抗凝领域重磅热点解析 王玉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3 14:00-14:20 专题发言 盘点 2017 年抗凝抗血小板治疗进展 刘宏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4 14:20-14:40 专题发言 肺栓塞的个体化临床治疗策略 秦明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

5 14:40-15:00 专题发言 老年房颤患者预防卒中的临床决策 曹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5:10-16:40 老年抗栓治疗的热点与难点论坛 2

主持： 李小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吴青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赵迎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 张存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5:10-15:30 专题发言 VTE 防治研究-Dissolve1 结果中期报告 李小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 15:30-15:50 专题发言 房颤射频消融围术期的抗凝策略 李学文 山西大医院

3 15:50-16:10 专题发言 冠心病合并房颤的抗栓策略 贾长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

4 16:10-16:30 专题发言 老年患者抗凝药物的出血风险管理 刘德平 北京医院

5 16:30-16:40 讨论总结 讨论总结 曹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018-05-19

地点：四层西 1



老年消化疾病分论坛

13:30-16:00 老年消化疾病论坛

主席：郑松柏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上半场主持：郑松柏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王小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陈新宇 浙江医院；

张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钟碧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3:30-13:40 领导致辞 于普林 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

1
13:40-14:05 专题发言 老年人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的临床特

点和处理

许乐 北京医院

2 14:05-14:30 专题发言 老年人促动力药的合理应用 姚健凤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3 14:30-14:55 专题发言 老年人胆道感染的临床特征和处理原则 徐世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4 14:55-15:20 专题发言 老年人 ERCP 术中突发事件应对策略 缪林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 15:20-15:45 专题发言 PPI 依赖老年 GERD 的诊治 王晶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6 15:45-16:00 讨论

16:00-17:30 老年消化疾病论坛

主席：郑松柏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下半场主持：万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甘华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徐丽姝 广东省人民医院； 吴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8 16:00-17:00 优秀论文交流 9 篇，每篇 7 分钟

1. 铋剂四联疗法对高龄 2 型糖尿病伴

H.pylori 感染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

2. 幽门螺杆菌与老年慢性胃炎病理变化的

相关性研究

3. 老年人缺血性结肠炎的特点

4. 老年人胆石性肠梗阻一例并文献复习

5. 844 例老年人反流性食管炎内镜特征分

析

6. 老年胃癌患者血清相关趋化因子含量及

临床意义探讨

7. 老年性便秘患者小肠细菌生长情况及原

因的分析

8. ABCB1 基因位点 C3435T 多态性与非酒

精性脂肪肝的相关性研究

9. 匹维溴铵联合复方嗜酸乳杆菌治疗不同

亚型肠易激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刘世雄

王瑞玲

张自妍

丁清清

季英兰

吴友伟

张晓南

苏斌斌

刘 晓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陕西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区总医院

北京医院

9 17:00-17:30 优秀论文颁奖及大会总结点评 郑松柏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评审组长：吴本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优秀论文评审专家（排名不分先后）：

阮继刚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刘瑞雪 辽宁省人民医院，张航向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罗庆峰 北京医院，张伟三 天津医科大学总

医院，江华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殷铁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周炳喜 河南省人民医院，王凤云 中国中医科

学院西苑医院，邵耘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8-05-19

地点：四层西 11



老年骨质疏松防治论坛

13:30-15:30 老年骨质疏松防治论坛

上半场主持：丁国宪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永华 苏州市立医院；吴小和 江西省人民医院

主席：丁国宪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3:20-13:30 领导致辞 王建业 北京医院

13:30-13:40 主席致辞 丁国宪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 13:40-14:05 专题发言 从依从性角度谈骨质疏松症的治疗 程群 上海华东医院

2 14:05-14:30 专题发言 骨质疏松诊断新技术-TBS 的临床应

用

赖兵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 14:30-14:55 专题发言 老年脊柱融合术如何面对骨松患者 张华俦 北京医院

4 14:55-15:20 专题发言 老年股骨骨折诊疗案例解析 施慧鹏 上海交通大学第六人民医院

5 15:20-15:30 讨论及总结 吴永华 苏州市立医院

2018-05-19

地点：四层西 6



基于老年医学核心技术的老年康复管理论坛

13:30-15:10 基于老年医学核心技术的老年康复管理论坛 1

主席：陈怀红 浙江医院

主持：陈怀红 浙江医院, ；张鸣生 广东省人民医院, ；余晶波 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3:30-13:40 王建业教授致开幕辞

1 13:30-14:00 专题发言 老年尿失禁的康复治疗 王建业 北京医院

2 14:00-14:30 专题发言 老年衰弱症的评估与康复治疗 张鸣生 广东省人民医院

3 14:30-15:00 专题发言 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研究 陈生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4 15:00-15:10 茶 歇

15:10-16:10 基于老年医学核心技术的老年康复管理论坛 2

主持：吴秀萍 哈医大一院, ；杜晓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4 15:10-15:40 专题发言 老年肌肉功能变化特征及训练方案 林坚 浙江医院

5 15:40-16:10 专题发言 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综合康复评估与

治疗

王伯忠 浙江医院

16:10-17:00 老年综合征的多学科管理现场演示

主持：陈旭娇 浙江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7 16:10-16:45 病例现场演示 老年综合征的多学科管理 褚娇娇

等

浙江医院

8 16:45-17:00 点评 专家点评 张存泰

陈琼

方宁远

武汉同济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上海仁济医院

2018-05-19

地点：四层西 2



老年神经认知高峰论坛

13:30-15:20 脑血管病及认知功能障碍-第一场

主席：彭丹涛 中日友好医院

主持：武剑 清华长庚医院, 于普林 北京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3:30-13:40 致辞 分会致辞 王建业 北京医院

3 13:40-14:10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临床研究内容 王伊龙 北京天坛医院

4 14:10-14:40 专题发言 脑小血管病与认知关系的研究进展 魏文石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5 14:40-15:10 专题发言 脑血管病研究进展 徐运 南京鼓楼医院

6 15:10-15:20 茶歇

15:20-16:30 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新进展-第二场

主持：吕佩源 河北省人民医院, 唐北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5:20-16:00 专题发言 日本阿尔茨海默病诊治进展（含翻译） 吉岩あおい
日本大分大学医学部附属

医院

2 16:00-16:30 专题发言 从 AD 新指南 ATN 角度探讨 PSCI 徐浚 北京天坛医院

16:30-18:00 老年人认知障碍相关疾病诊治-第三场

主持：彭丹涛 中日友好医院, 谭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6:30-17:00 专题发言 痴呆相关的精神行为异常识别 周玉颖 天津环湖医院

2 17:00-17:30 专题发言 VCI 的量表检测 郭起浩 上海华山医院

3 17:30-18:00 专题发言 AD 患者视空间障碍以及基于物联网监控查

找体系建立

何金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18:00 大会总结

2018-05-19

地点：四层西 9



健康老龄化论坛暨慢病品牌医生学院

老年医学人员队伍能力提升班

08:25-10:10 健康老龄化论坛 1

主席：于普林 北京医院 , 王建业 北京医院，夏蕾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主持：奚桓 北京医院 ；沈干 安徽省卫健委；程标 四川省人民医院；高兴林 广东省人民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08:25-08:30 致辞 领导致辞 王建业 北京医院

1 08:30-08:50 专题发言 糖尿病与肌少症 潘琦 北京医院

2 08:50-09:10 专题发言 高血压领域进展回顾 宋庆桥 广安门医院

3 09:10-09:30 专题发言 卒中后血管性认知损害防治进展 单培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4 09:30-09:50 专题发言
老年 OSA 与多系统损伤

（健康睡眠 远离慢病）
张蔷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5 09:50-10:10 专题发言 高尿酸血症多学科专家共识 张莉芸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10:20-12:00 健康老龄化论坛 2

主持：郑霄云 中日友好医院,；齐国先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王衍富 大连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乔成栋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0:20-10:40 专题发言 老年心衰患者高血压管理 张国刚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 10:40-11:00 专题发言 老年人顽固性高血压诊治进展 刘德平 北京医院

3 11:00-11:20 专题发言
睡眠障碍与老年神经系统退行性

变
谭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4 11:20-11:40 专题发言 肠道微生态与 AD 相关研究进展 李玺 西安医大附属第二医院

5 11:40-12:00 专题发言 骨骼肌内的脂肪化 刘祥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8-05-20

地点：四层西 1



老年人合理用药论坛

08:20-10:00 老年人合理用药论坛 1

主席：王建业 北京医院, ；胡欣 北京医院

主持： 侯锐钢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 ；金鹏飞 北京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08:20-08:30 致辞 领导致辞 王建业 北京医院

1 08:30-09:00 专题发言
老年疾病的诊疗及多重用药评估方法

探讨
齐海梅 北京医院

2 09:00-09:30 专题发言 中国老年患者不适宜用药调查 张杰 中国社保研究会

3 09:30-10:00 专题发言
基于医疗大数据的老年基本药物综合

评价
封宇飞 北京医院

10:10-12:00 老年人合理用药论坛 2

主持：王忠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 ; 封宇飞 北京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4 10:10-10:40 专题发言 待定 朱国斌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

5 10:40-11:00 专题发言 药师眼中的羟苯磺酸钙 胡欣 北京医院

6 11:00-11:30 专题发言 老年人合理用药综合管理及用药技巧 蹇在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7 11:30-12:00 专题发言 待定 张瑞琴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

2018-05-20

地点：四层西 2



无创辅助通气论坛

08:30-10:10 无创辅助通气论坛 1

主席：杜毓锋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主持：高兴林 广东省人民医院；张秀兰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08:30-08:40 致辞 领导致辞 李小鹰 解放军总医院

2 08:40-08:50 启动会 无创呼吸机培训基地启动会 解立新 解放军总医院

3 08:50-09:30 专题发言 高流量湿化氧疗 VS 无创正压通气 解立新 解放军总医院

4 09:30-10:10 专题发言 无创通气临床应用细节 胡兴硕 解放军总医院

10:10-12:00 无创辅助通气论坛 2

主持：李爱民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任寿安 山大一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5 10:10-10:40 专题发言 无创血流动力学指导下老年高血压个体化

目标治疗

刘泽 广州军区总医院

6 10:40-11:00 专题发言 GOLD2018 指南更新解读与中国慢阻肺诊

治策略

杜毓锋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7 11:00-11:20 专题发言 无创通气临床应用的拓展 王蓓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8 11:20-12:00 专题发言 机器操作讲解

2018-05-20

地点：四层浦江厅



医养结合论坛

08:30-10:10 医养结合论坛 1

主席：刘学军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主持：李玉杰 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08:30-08:40 致辞 领导致辞 于普林 北京医院

2 08:40-09:10 专题发言 积极探索医养结合新模式，打造“五位一体”

医养福地

王斌全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3 09:10-09:40 专题发言 医养结合模式在山西的探索与实践 刘学军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4 09:40-10:10 专题发言 慢阻肺从急性期到稳定期的全程管理 姚婉贞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30-12:00 医养结合论坛 2

主持：习玲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0:10-10:30 授牌仪式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湘雅）山

西分中心成立暨山西协同创新联盟网络成

员单位授牌仪式

唐北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 10:30-10:50 专题发言 基于“SMG”健康管理模式的老年医养结

合策略

张持晨 山西医科大学

3 10:50-11:20 专题发言 简谈医养结合的几个关键问题 齐海梅 北京医院

4 11:20-11:40 专题发言 以人为中心、需求为导向的医养服务模式 王燕妮 青松康复护理集团创始人 CEO

5 11:40-12:00 专题发言 多方合力共建长治市医、康、护、养长期照

护体系

刘杰英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2018-05-20

地点：四层西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