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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同道：

过去的一年是特别的一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十年以来最慢增速，并
可能将持续放缓。2018年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是无以复加的。
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民营经济退场论的突然泛起，国内经济政策的严
重波动性等，正在不断强化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企业及投资者对市场
的信心减弱。每个人都喊着资本寒冬，而寒冬是否真的已经降临，并将
进一步寒冷，这一股寒流又将持续到何时？

我们今年主办的第二届妇幼医疗高峰论坛于是便显得更加有意义、
有价值。

2018年，该来的，不该来的“黑天鹅”都来了，“灰犀牛”也在
不断的逼近。在这个节骨眼，我们有必要聚在一起抱团取暖，探讨市场
需求和竞争，探讨投融资的困境与解决方案，探讨医疗，尤其是妇儿医
疗，这个被称作最抗周期的行业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它
应有的价值。

对大多数非公妇儿医院来说，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的非公立妇
儿医院，而是正在觉醒的公立医院。公立医院的硬件环境在不断升级，
服务在不断提升，专科在不断细化，开始挤压非公妇儿医院本就艰难的
生存空间，而大多数非公妇儿医院，还在低水平、营销驱动的同质化竞
争。已上市的妇儿医疗集团面临增长的困境，未上市的妇儿医疗集团则
面临复制、扩张的困境。

刚刚兴起不久的妇儿连锁诊所又是否找到了成功复制与连锁的秘
籍，以保自己顺利度过寒冬？行业内是否真如投资人所预料，将面临更

主席致辞 多的兼并与收购？

这些问题，相信很多同道都想和我们一起找到答案。

我们期待从市场、从品牌、从投资的角度去看待这个行业，在不确
定中寻找确定，在悲观中寻找希望。

■ 而这依然是一个横跨妇、产、儿科领域的专业、行业、产业、创
业的“四业大会”；

■ 是一个交流信息、碰撞思想、探索趋势、寻求合作、助推创业、
促进融合、洞察行业、推崇创新、追求卓越、成就梦想的平
台；

■ 是一个妇产儿领域医疗、医药、医疗器械、保险、孕婴童产业、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投资的生态链；

■ 依然将发布中国最权威的《2019中国妇儿医疗机构白皮书》。

此次峰会将有妇儿医疗机构投资者、拥有者、运营管理者、妇产儿
科医生、医药企业、医疗器械企业、孕婴童产业、互联网创新企业等各
界人士前来交流，我们诚意邀您加入我们这次专注、专业、全面的跨界
峰会，与诸多行业专家领袖一起研究和探讨妇幼医疗领域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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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主 席
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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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官微二维码

欢迎信

尊敬的医师：

欢迎您参加“2019第二届妇幼医疗高峰论坛”，希望通过此次会
议的学习和交流，为您今后的工作带来有意义的帮助！

一、  会议：

报到时间：2019年4月18日，13:00-22:00，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二楼
会议时间：2019年4月19-20日
会议地点：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三楼上海厅III

二、 大会文件下载：

电子版《会议手册》下载：关注并进入大会官微：“布鲁锡医学会
议”后，可直接下载。（二维码见下）

三、微信提问：

本次大会提问全部采用微信提问方式，递交的提问有机会在讨论时
段显示在现场的大屏幕上。请参会者进入大会官微平台进行提问：

大会日程：关注大会官微，即可查看大会详细日程
会议动态：关注大会官微，即可每日收到大会动态
微信提问：关注大会官微，点击页脚“现场提问”即可参与
历史消息：关注大会官微，即可查看以往的“历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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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短信通知：

会议期间，您可以实时收到组委会的最新通知、会议动态等信息

五、就餐： 

大会提供会议期间的午餐，凭餐券用餐，每券一人，时间地点详见
餐券。

大会组委会

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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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介绍春田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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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以下简称“本会”）是国家一级行业协
会，英文名称是： Chinese Non-government Medical Institutions 
Association(缩写： CNMIA) 。

本会是经国家批准， 2014 年 8 月，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成立，
由依法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非公立医疗机构、相关企事业单位和社
会团体等有关组织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为独立法人社团。

本会在党和政府对社会办医和非公立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视下，
在行业的高度关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
展。目前已正式成立了 45 个全国性分支机构，全国省级、副省级地方
协会 28 个。协会设“六个部室”“两个中心”，有办公室、会员组织
部、学术培训部、投融资服务部、人才技术服务部、法律事务部、医疗
质量评价中心和信息中心。

本会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章程》，对会员单位和会员个
人承担行业“沟通协调、服务指导、自律维权、规范管理”的职责，是
政府与非公立医疗机构之间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政府的参谋和
助手。

本会以“服务为根本、自律为核心、维权为责任、指导为手段”为
宗旨，以“推进社会办医和医疗机构规范化管理”为两大历史使命，以
“产业链为动力、学术链为标准、人才链为核心、资金链为保障”的四
个链建设为发展思路，以社会信用评价和医疗服务能力星级评价为手
段，促进全行业健康有序高效的发展。

本会积极宣传国家法律法规，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工作方针
政策，大力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发展与建设；依法维护非公立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非公立医疗机构和谐的服
务秩序；利用自身独特的人才、信息、设备资源， 为具有发展潜力的非
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全方位、个性化、实效性的专业服务；打造行业诚信
建设体系，在全行业中提出“十要”“十不准”；应用信用与能力评价
的标准，对非公医疗机构开展认证与评价工作; 规范非公立医疗管理，
提升社会办医整体水平；搭建继教（CME）和各类学术教育培训平台，
开展以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针对性、实用性和先进性为
主要内容的医学继续教育，充分发挥以医疗为主体，互联网 +投融资为
“一体两翼”职能。

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提出的“坚持社会办医，发展
健康产业”的重要讲话精神，本会紧密围绕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以“一
带一路”思想为指导，推进社会办医国际交流合作，搭建交流与合作平
台，吸引国外医疗人才资源，引进先进技术，将现代化、国际化的管理
理念与我国社会办医实际相结合。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入开展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研究，实现医院治理体系和管理能力
现代化，推动各级各类医院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建立权责清
晰、管理科学、治理完善、运营高效、监督有力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
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依托互联网 +医疗健康政策和技术，动员汇
聚全行业医疗资源，建立全国各学科医疗协作体云平台（以下简称“医
协体”），不断完善医协体组织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逐步
建立平台中心医院、合作医院和第三方服务机构，建立目标明确、权责
清晰、公平有效的协作机制，推进医协体同医联体融合发展。实现信息

互通、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共同构建我国分级诊疗体系。 

附件：

1.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分支机构名单

2. 全国省级、副省级地方协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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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评价中心和信息中心。

本会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章程》，对会员单位和会员个
人承担行业“沟通协调、服务指导、自律维权、规范管理”的职责，是
政府与非公立医疗机构之间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政府的参谋和
助手。

本会以“服务为根本、自律为核心、维权为责任、指导为手段”为
宗旨，以“推进社会办医和医疗机构规范化管理”为两大历史使命，以
“产业链为动力、学术链为标准、人才链为核心、资金链为保障”的四
个链建设为发展思路，以社会信用评价和医疗服务能力星级评价为手
段，促进全行业健康有序高效的发展。

本会积极宣传国家法律法规，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工作方针
政策，大力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发展与建设；依法维护非公立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非公立医疗机构和谐的服
务秩序；利用自身独特的人才、信息、设备资源， 为具有发展潜力的非
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全方位、个性化、实效性的专业服务；打造行业诚信
建设体系，在全行业中提出“十要”“十不准”；应用信用与能力评价
的标准，对非公医疗机构开展认证与评价工作; 规范非公立医疗管理，
提升社会办医整体水平；搭建继教（CME）和各类学术教育培训平台，
开展以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针对性、实用性和先进性为
主要内容的医学继续教育，充分发挥以医疗为主体，互联网 +投融资为
“一体两翼”职能。

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提出的“坚持社会办医，发展
健康产业”的重要讲话精神，本会紧密围绕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以“一
带一路”思想为指导，推进社会办医国际交流合作，搭建交流与合作平
台，吸引国外医疗人才资源，引进先进技术，将现代化、国际化的管理
理念与我国社会办医实际相结合。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入开展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研究，实现医院治理体系和管理能力
现代化，推动各级各类医院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建立权责清
晰、管理科学、治理完善、运营高效、监督有力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
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依托互联网 +医疗健康政策和技术，动员汇
聚全行业医疗资源，建立全国各学科医疗协作体云平台（以下简称“医
协体”），不断完善医协体组织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逐步
建立平台中心医院、合作医院和第三方服务机构，建立目标明确、权责
清晰、公平有效的协作机制，推进医协体同医联体融合发展。实现信息

互通、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共同构建我国分级诊疗体系。 

附件：

1.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分支机构名单

2. 全国省级、副省级地方协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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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分支机构名单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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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省级、副省级地方协会名单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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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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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第二天

13





大会主席

段涛，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世界围产学会理事、
WHO世界卫生组织产科专家委员会委员、FIGO（国际妇产科联盟）专
家委员会成员，亚太母胎医学专家联盟主席、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妇产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知名妇产领域专家，全国学科主委，医院管理者，互联网弄潮儿。
2017年1月25日卸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任院长期间，上海市
第一妇婴保健院连续四年是全国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也是最拥抱互联网
的医院。 

段涛教授同时是著名的妇产界“网红”，“2016年十大影响力医
疗大V”之一，个人微信公众号“段涛大夫”荣获2017年“上海市十大

段涛

健康微信公众号“榜首以及2018年“健康中国新媒体影响力十佳个人
奖”和”2018中国社会办医10大领袖人物”，以科学性、权威性、趣
味性三大原则，及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观的“段三有”精神，坚持
每周撰写发布两篇产科相关科普文章和一篇管理文章，多篇阅读量过10
万甚至50万，音频视频直播吸引数十万人次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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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

郝德明，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法定代表
人、发起人。上海交大、英国剑桥大学客座教授、国家健康产业研究院
专家顾问，国家发改委健康服务业质量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非公立医院评价指南》编委会主任委员，相关医疗健康产业投资集团等
上市企业专家顾问、独立董事。长期从事医师注册与考核、互联网移动
医疗、社会办医投融资、非公立医疗机构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主编
《中国非公立医疗行业调研报告》、《中国社会办医投融资平台》、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第三方评价体系建设》等著作。

郝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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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及海外特邀嘉宾

Rajiv  Maliwal,  is  the  Founder  and  Managing  Partner  of 
Sabre  Partners,  a  private  equity  firm  which  manages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focussing  on  healthcar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  India.   He  is  best  known  for having pioneered and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a unique private  sector  solution  for  
ailing  and  stress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India  (eg.  Centurion  
Bank,  Lord  Krishna Bank etc.) and more recently, in spearheading 
growth of healthcare  and  biotech  in  India   by  providing  equity 
capital and innovative business strategies.

Prior to founding Sabre Partners in 2002, Rajiv was at Stan-
dard Chartered PLC as Global Head  of  Private  Equity.   Between  
1993  and  1998,  he  was  with Goldman  Sachs,  Hong Kong  and  

Rajiv  Maliwal

JP  Morgan,  Singapore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setting  up  and  
growing  the investment banking and securities businesses for 
them in South East Asia and India.  He established  a  JV  for  both  
these  firms  in  India  with  domestic  partners (Goldman 
Sachs/Kotak  Mahindra  JV  and JP  Morgan/ICICI  JV),  led  many  
M&A,  Equity  and  Debt underwritings  and  originated  several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s.  Prior  to  1993,  Rajiv was with Citi-
bank, where he was responsible for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ing in Western India.

Sabre  Partners  has  raised  two  healthcare  focussed  funds 
since  2009  for  investing  in India and is raising is third fund now.  
It has invested in several tertiary care and single speciality  hospi-
tals  including  mother  and  child  facilities.   It  has  also  invested  
in diagnostic businesses, drug discovery, home care and wellness 
businesses.

Rajiv graduated with an MBA from Indian Institute of Man-
agement, Bangalore in 1985 and  holds  a  Bachelor  of  Engineer-
ing  (Hons)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BITS, Pilani. 
He was awarded the IIM Bangalore,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in 2012.

Rajiv  sits on the board of several companies in India and 
globally. He is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IIM, Banga-
lore and was a  member of Stanford Parents Advisory Board for 4 
years. He is a frequent speaker at a number of educational institu-
tions and international  forums on  entrepreneurship,  healthcar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mongst other areas and regularly men-
tors start-ups. He is al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wo not- for-profit 
healthcare initiatives in India in the fields of mental health and 
eye-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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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oss W. McQuivey 是Clinical Innovations公司的首席医学
官。他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妇产科的兼职临床教师，也曾在巴布亚新几
内亚的莫尔斯比港总医院任产科的客座教授，师从已故大师Aldo Vacca
教授。Dr. Ross W. McQuivey是国际知名真空助产专家，本科毕业于斯
坦福大学，而后在犹他大学就读医学院并完成住院医师培训，专注于妇
产科。

在过去的15年，Dr. Ross W. McQuivey多次在国际产科国际会议
中发表学术言论并推广模拟培训课程，其在ACOG大会上的手术阴道助
产课程广获好评。

Ross W. McQui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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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复旦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博士。

现任：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理事长、台湾医院协会副理事长、台
湾社区医院协会监事长、台湾医务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全民
健康保险署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共同拟订会议委
员、卫生福利部医院评鉴常务委员、麻醉专科医师、台湾麻
醉医学会医疗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专长：卫生政策、支付制度、医院管理、医院等级评审、麻醉医
学、重症医学。

朱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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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嘉宾
（按姓名首字母排列）

蔡江南教授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经济学
兼职教授。他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咨询公司、和政府部门从事了近三
十年的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的教学、研究和咨询工作，发表了大量有影
响的研究成果。参与了美国第一个（麻省）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案
的设计、实施和评价，以及中国新医改方案的研究工作。

他出版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国际经验》、《寻路医改：中国卫生
政策的创新与实践》、《中国健康产业创新蓝皮书》。创立了 “卫生政
策上海圆桌会议”、“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平台（CHIP或奇璞奖），在
医疗健康行业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担任医疗健康领域的领军企业的独立
董事，包括迪安诊断、上药集团、药明康德。

蔡江南

蔡教授曾是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和商学院的主要
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蔡教
授曾获1990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我国经济学最高奖）、2002年
美国卫生研究学会最杰出文摘奖。他于1997年获得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社会政策博士、1984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经
济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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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宏信医疗健康集团总经理助理、妇儿事业部总经理；

中国医师协会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师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
长；

毕业于中南大学附属湘雅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具备多年医疗行业
管理经验。

邓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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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多年医疗领域丰富资源和管理经验。近10年的医疗机构筹建、
投资并购工作，对当代医疗环境，营利非营利机构的内涵，医疗企业的
价值判断，医疗项目的定位等有自己独道见解。

2010年加入北京市朝阳区桓兴肿瘤医院，引入先进项目管理思想
和工具，总结出了丰富的民营医院实战管理经验，实现连续8年稳定增
长。2018年3月，兼任朝阳急诊抢救中心院长，短期促成医院由二级升
为三级，且带领医院扭亏为盈，同年被评为“北京市社会组织系统先进
个人”。

多年心系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连续8年组织院职工参加癌症基金会
“北京希望马拉松”长跑活动并积极捐款，为肿瘤研究和肿瘤患者奉献
爱心。

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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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一名基层医生起步，逐步走了上管理者的岗位；后弃医从商，
创立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民族护肤品品牌之一；在化妆品领域取得成功
后，又重新踏进医疗领域。这一切只因他心中的那份梦想：建一个老百
姓喜欢、医生护士喜欢、政府也喜欢的医院。他就是瑞慈医疗集团董事
长兼总裁方宜新先生。

瑞慈医疗集团创始人，江苏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江苏省工商联副主
席。历任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先后荣获、江苏省新长征突击手、抗击非典全国先进会员、江苏省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经济建设服务先进个人、江苏省优秀民营企业
家、年度成长苏商、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抗震救灾优秀会员、年度中国
财智领袖人物、‘十一五’中国健康管理事业特别贡献人物、中国公益
奖——人物奖、改革开放40周年南通优秀民营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方宜新

25



优艾贝（中国）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副主任医师，浦东新
区政协委员，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特邀监督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医卫委
员，医学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第九届全国青联委员，第八届、第
九届河北省政协委员，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一等功。是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保健协会母婴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医师
协会全国社会办医工作委员会总干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管理分会副
主任委员。有25年医院投资及运营管理经历。

耿梓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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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榕榕

郭榕榕女士现为中金公司投行部医疗医药行业组执行总经理，拥有
10年医药医疗行业经验。

郭女士拥有丰富的医药医疗行业项目经验，作为项目组负责人及核
心成员参与、完成了多个医药医疗企业的资本运作项目，包括新世纪医
疗香港红筹IPO、弘和仁爱香港红筹IPO、上海医药H股IPO、以岭药业
非公开发行、中国医药（通用技术集团下属医药板块）重大资产重组、
华润医药资产重组等多个医疗服务项目的并购等项目。此外，郭女士完
成多个客户的重要战略发展规划建议，包括国药集团医药流通并购及组
建医疗集团发展战略、中国医药公司发展战略、新华保险健康产业发展
战略等项目。

郭女士作为中金公司核心成员长期持续跟踪研究中国医改并参与各
地公立医院改革，曾为国务院、卫计委、财政部等领导提供中国医改政
策建议，也为上海、湖南、贵阳等各地省市政府、卫计委提供医改政策
建议，包括公立医院改革建议、国企医院重组改制方案、社会资本办医
落地方案及政策建议、以及民营医院盈利水平合理性研究等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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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资本副总经理，创新医药基金合伙人；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
会投融资机构分会常务副秘书长。

全国高中化学奥赛一等奖；南京大学化学学士；卡内基梅隆大学生
物化学硕士、博士，从事核酸化学修饰和 RNA 干扰研究；长江商学院 
MBA。参与海南省肿瘤医院、博鳌超级医院、爱康国宾、心医国际、
中电健康数据、智云健康、叮当快药、中国抗体、泛生子、蝶和医疗、
联影医疗、全域医疗、万魔声学的投资。创立大健康投融资服务平台
【惟医汇】，策划举办各类医药专业沙龙、论坛、峰会、培训超过 50 
场，为 40 家多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
社会讲解员，写有个人公众号【涛子说】。

韩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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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宁

黄宁，1999年参与创建了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并担任创始执行
总经理，拥有丰富的医疗管理经验。爱康国宾（Nasdaq：KANG）联
合创始人之一。曾担任上海德达医院董事。

黄宁现任道彤投资创始合伙人，是多个知名项目的天使投资人。其
他部分投资案例包括：西安市长安医院（三甲，民营医院Top10）、凡
迪基因（已被上市公司收购）、兰丁医疗（已进入商业化的医疗A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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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凡女士现任复星创富董事总经理，负责大健康和TMT领域的股权
投资，以及控股并购业务。

李凡女士本科就读于沈阳药科大学微生物制药专业。后获得复旦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执业药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在大健康领域
有超过18年的从业经验。李凡女士拥有丰富的医药企业市场策略和运营
管理经验，并且是中国移动医疗行业早期的拓荒者之一，是医药和互联
网跨界融合方面的专家。早年服务于上海医药集团、默沙东、诺华等大
型国内外制药企业，并担任销售和市场等管理岗位。2008年在国内率
先进入互联网医疗领域，开创了丁香园的商业化道路。2015年~2018
年在微医集团先后担任战略副总裁，高级副总裁，并担任集团下属子公
司微医贝联的执行总经理。先后负责集团的医药业务板块、创新业务板
块，互联网医院业务运营以及妇幼业务板块的投资和运营。是多家行业
咨询公司的智库。2018年初加入复星创富。

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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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安联妇婴医院 院长
辉薇妇儿医生集团 创始人
妇产科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及社会兼职：
辽宁围产医学会侯任主任委员
来宁围产医学会胎儿医学组组长
中国医生集团联盟候任主席
辽宁省民营医院管理妇儿协作组组长

专业特长：
妇儿医院管理
胎儿医学；高危妊娠的管理
妇科常见病包括宫颈病变、妇科内分泌、更年期管理、盆底功能障碍的
诊治及妇科私密整形手术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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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哿

2018年3月加入泰康健投，现任投资中心投研负责人。刘女士于
2014至2017年在香港建银国际金融公司担任医疗消费融资董事总经
理，作为保荐人及财务顾问完成6个医疗消费IPO项目及3个大型上市公
司重组项目。刘女士于2008至2013年担任建银国际证券公司研究部副
主管及首席经济学家，负责宏观、策略等研究团队。在加入建银国际
前，刘女士曾在香港英高投资银行集团、惠誉评级及中信证券从事企业
并购、公司信用评级等工作。刘女士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取
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英国剑桥大学Judge 商学院取得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

2014-2017年
IPO项目：2016年华润医药香港IPO（20亿美元）、2015年和美

医疗香港IPO（2亿美元）、2015年环球医疗香港IPO（7亿美元）、
2015年东阳光药IPO（2亿美元）、2015年昊海生科IPO（3亿美
元）、2016年江南布衣IPO（1.5亿美元）

重组及增发项目：2015年中国中药（570 HK）增发融资100亿港
币收购天江药业、2016年华润医疗注资控股凤凰医疗（交易额38亿港
币）、2016年泰康保险战略投资和美医疗（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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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挺军

刘挺军博士现任泰康保险集团副总裁兼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武汉大学董辅礽研究院研究员，民政部全国养老服务
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监事会监事。

1997年7月加入泰康，相继担任泰康人寿资产管理中心首席运营
官、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等职务。

自2007年泰康进入健康产业，刘挺军负责泰康健康产业的投资和
运营业务，协助公司获取中国保监会批准的第一个保险资金投资养老社
区的试点，率先将国际领先的大规模、全功能、医养结合、持续照护的
养老康复体系引进中国，并成功对接保险产品。通过虚拟保险产品与实
体医养服务跨界融合，泰康开创了“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
终极关怀”四位一体的商业模式，刘挺军博士是泰康“四位一体”大幸
福工程战略的参与谋划者和坚定执行者。

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泰康集团旗下专业从事健康产业
投资和管理的全资子公司。在刘挺军博士的带领下，泰康健投成长为我
国大型的健康产业集团，专业从事医养健康产业投资开发、资产管理和
运营服务业务，拥有泰康之家、泰康医疗、泰康纪念园、泰康健康不动
产、泰康健康产业基金等多个专业医养品牌。至今，泰康健投已运营健
康产业实体项目机构近300家，覆盖全国22个省、55个城市，总建筑面
积近500万平米，管理资产市值超过500亿元，员工过万人，累计服务
客户超过40万人次，提供高品质医养健康服务。

刘挺军博士始终积极践行泰康集团大健康战略，持续推动养老革
命、医疗创新和殡葬改革，聚焦“医养康宁”服务体系建设，打造服务
全国的生态化医养服务网络，重塑国人健康观、养老观、生死观。至
今，已完成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苏州、武汉、三亚、杭州、南
昌、厦门、沈阳、长沙、南宁、宁波、合肥十五个城市的大型连锁医养
社区和康复医院布局，可提供超过2万户养老单元，北上广蓉四地社区
及康复医院均已投入运营。同时，稳步落实医学中心全国东西南北中整
体布局，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是泰康旗下首家运营的医教研一体化大型综
合医院，着眼于整合全球优质医疗资源、发展学科建设，打造“21世纪
的东方霍普金斯”，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和泰康西南医学中心亦相继
落地；战略投资中国最大口腔连锁拜博口腔，积极探索健康产业生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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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琴

刘淑琴，国投医疗。国信医疗管理公司总经理
台湾国立阳明大学医务管理研究所硕士

经历
安琪儿医疗集团首席运营官
台湾彰化基督教医院国际医疗中心执行长，医院评审评鉴中心主
任，秘书室主任，健康健查中心主任
台湾教育部讲师

35



唯儿诺儿科创始人
- 2014年创办唯儿诺儿科
- 美式家庭儿科医生模式
- 20家门诊部分布在6 个城市：
  上海， 深圳， 杭州， 无锡， 香港， 广州
- 目前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中高端儿科连锁医疗机  

GE公司战略投资部－美国总部驻中国投资总监
- 负责集团收购并购合资项目

刘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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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峰于2005年年初加入惠氏营养品，任全国销售总监一职，并于
2010年升任惠氏营养品中国区客户发展和医务运作总经理。2014年5
月1日，瞿峰先生正式担任惠氏营养品大中华区总裁一职。 

在瞿峰先生的率领下，惠氏营养品继续保持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
场份额第一的地位，并蝉联“中国杰出雇主”的荣誉，其中中国大陆地
区更成为惠氏营养品乃至雀巢营养品全球的增长引擎。

瞿峰先生还在2017年着手建立了惠氏营养品商学院，并亲自担任
院长一职，着重推动母婴全产业链的合作伙伴学习交流，价值共享，合
作共赢。 

在加入惠氏营养品之前，瞿峰先生在多家大型跨国公司高层管理岗
位任职，积累了20多年丰富的管理和销售经验。

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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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奕青

沈奕青，上海春田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主管公司对外合作、
项目拓展、业务协同、资本运作等。清华大学EMBA。连续创业者。
2015年5月创立“健盟”，是医疗健康领域的“创新工场”，孵化了多
家医疗+互联网+技术革新的创业企业。创立健盟前，担任美国最著名
的华裔州长骆家辉的驻中国商务代表多年，鉴于对波音飞机、星巴克咖
啡、微软、亚马逊、华盛顿大学、Swedish儿童医院、Fred Hutchin-
son癌症研究中心等美国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被两次
授予“华州杰出人才奖”。沈奕青擅长战略规划、商业模式构建、医疗
投资及管理运营、医疗产业链整合与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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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国敏先生拥有北京大学医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为华盖医
疗基金董事总经理。

施国敏先生是华盖医疗基金的创始团队成员，在加入华盖医疗基金
之前，曾任职于建银国际医疗产业基金、易凯资本、美敦力公司，并曾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拥有研究经历（教授研究助理）。施国敏先生在医
疗健康行业拥有丰富的投资、并购与产业运营经验，对包括生物科技、
化学药、医疗器械、医药流通、医疗服务及医疗创新与管理等各领域进
行了系统的研究。长期在《第一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
观察报》、《华尔街见闻》、《E药经理人》、《中国医院院长》、
《健康报》、健康界、投资界、ChinaVenture、投资家、贝壳社、火
石创造、动脉网、格隆汇等产业与投资媒体发表文章和设立专栏，并创
立了在医疗投资圈和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肖恩大侠”。

施国敏

施国敏先生曾先后参与2011年、2012年《中国股权投资与并购年
鉴》及2014年、2015年《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中国健康产业蓝
皮书2016》，《独角兽的创新时代》以及《中国并购史》等的撰写。
施国敏先生还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MBA课程讲师，同时还是
BiMBA学员和人民大学商学院的MBA职业导师；并在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交大为MBA/EMBA和行业企业及部分
产业协会与资本论坛发表演讲或讲课。

施国敏先生主导重点参与的项目有拜博口腔（被联想集团收购）、
康泰生物（300601）、博士眼镜(300622)、冠新软件（834376）、深
圳一体（被中珠控股收购）、理大师、美国Fe3、云开亚美、成都正广
兴、鹭燕药业（002788）、北京蒙太因（被Zimmer Biomet收购）、
瑞奇外科、凯瑞斯德、诺康达医药、德琪生物、海吉亚医院集团、九强
生物（300406）、融贯电商、碧莲盛医疗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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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国敏先生拥有北京大学医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为华盖医
疗基金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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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智德股权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投融
资机构分会会长，负责公司直接投资业务。曾任职中金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企业融资咨询部负责人、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拥有20年以
上直接投资、投资银行、证券监管等工作经历。在中金公司投行部先后
负责过医疗健康、媒体文化、互联网、金融、电信、能源、交通、房地
产等行业数十家企业的重组上市、收购兼并等工作。

单俊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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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琦，道彤投资创始管理合伙人。曾担任中国最大医疗器械进口公
司执行总裁及主要管理层股东、主板上市公司高管、上海市政府经济运
行专家组成员、上海市首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青
联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股权投资杰出创新人物”。 

投资案例：医学界、唯儿诺儿科、魅丽纬叶、术创手术机器人、脑
医生（Dr. Brain）、深睿医疗等。

长江商学院EMBA 11期。拥有二十年医疗器械产业经验。

孙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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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绿叶生命科学集团创新中心总经理、上海医格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 

中国医院协会国际医疗服务与管理委员会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脑疾病分会常务理事

15年以上医疗行业工作经验，曾服务于纽交所上市企业深圳迈瑞生
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A股上市企业乐心医疗和仁和药业。作
为联合创始人创办过2家互联网医疗公司；在医疗互联网和大数据领域
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唐德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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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迅于1995年加入普华永道并于2007年7月升任企业购并服务部
合伙人。唐迅自2005年起全职在企业购并领域服务，他亦在普华永道
英国工作过。

唐迅直接主导过超过300宗购并交易项目，专长外资及国内企业的
买方收购尽职调查，同时唐迅对收购咨询及卖方业务出售也具有非常丰
富的经验。

唐迅主要客户包括世界500强公司、著名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及国
内大型企业，例如：

雅培制药、阿斯利康、博世、可口可乐、中国南车集团、中国东风
汽车集团、卫材药业、强生医疗、菲亚特/克莱斯勒、费森尼斯、通用
汽车、依维柯汽车、礼来药业、韩国LG、默沙东药业、辉瑞制药、上海

唐迅

医药、山东罗欣制药、韩国SK、史赛克、日本住友商社、泰科电子、泰
森食品、唯品会、上海大众汽车、中国湘潭电机集团等等；

骏麒资本、Elliott Assets Mgt, 君联资本、崇德基金、中信产业投
资基金、嘉实资本、L Capital、国投开发投资、嘉御基金、中银投资香
港、中民投医疗、金浦健服医疗等等。

近三年唐迅负责了数十起医院、诊所及医疗服务的尽职调查项目包
括南通瑞慈医院、固生堂中医连锁、联合丽格医美连锁、马泷齿科连
锁、专科透析医院、专科眼科医院、专科产科医院、微整形医院等。

唐迅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及香港会计师公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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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裁

多年致力于医疗健康产业的战略规划和运营管理，对医药行业发展
有独到见解及丰富经验；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与
信息安全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健康产业发展
分会副会长；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食药养生委员会副主席；安徽省健康产
业发展促进会荣誉副会长；《中国现代医药杂志》名誉总编辑；组织编
写《“一带一路”战略下医疗与融资租赁行业发展报告》；组织编写
《“健康中国”战略研究专题报告》；组织编写《中国区域健康医疗发
展蓝皮书》等。

王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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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珊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秘书长兼会员组织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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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宏信有限公司副总裁、远东宏信医疗健康集团总经理，拥有十
余年企业管理经验，以及丰富的医疗产业投资与运营经验。

以“金融+产业”为战略驱动，吴志军带领远东医疗持续开拓涵盖
金融服务、投资运营、管理咨询、医用技术和健康教育等的医疗健康全
产业链业务。截至2018年底，其领导下的远东医疗金融业务团队已成
为国内医疗融资租赁领域的开拓者与标准制定者，累计投放资金超过
1300亿元人民币；产业方向，远东宏信医院集团成员医院超过50家，
可开放床位近2万张，位列国内社会资本办医第一梯队，康养集团亦稳
步落地；同时通过 “一套体系、一张网络、一家医院”的创新集团化医
疗运营管理模式，致力使安全、专业、高品质的医疗健康服务纵深覆
盖、人人可及。 

 

吴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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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眼科医院集团（SZ.300015）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深
交所上市委员会委员，中上协董秘委员会常委，多次荣获“新财富金牌
董秘”、“中国最受投资者欢迎的上市公司董秘”、“天马奖”、“功
勋董秘”、“优秀董秘”等称号。

吴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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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妇女儿童医院创始人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
荣获中国好人榜“诚实守信” 称号

2001年创立老百姓大药房，于2015年4月在A股主板上市，总资产
高达77亿元、拥有遍布全国的4000 余家门店，2018年含税销售收入达
105亿元，是中国经营规模最大、覆盖省份最多的大型现代医药连锁服
务企业，也是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药品零售企业。

初心不改，坚守让老百姓“吃得起药、看得起病”的“医药梦”！

谢子龙

继老百姓大药房、谢子龙影像艺术馆之后，投资26亿元创建湖南妇女儿
童医院，占地129.99亩，开设床位1500张，是当今国内非公资本投资
规模最大的妇儿医疗机构，专业为妇女儿童提供高品质健康医疗服务，
致力于打造中南地区“区域性妇儿医疗中心”，成就其人生第三大作
品，展现“利国利民”的博大情怀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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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女士，现任北京和睦家卫星诊所和家庭医疗总经理，目前分管
和睦家医疗北京地区七家卫星诊所的运营和管理。她分别于2014和
2015年获得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卫生事业管理学士学位，以及澳大利亚
弗林德斯大学与南开大学合办的医院管理硕士学位。

杨杰女士曾于1995年作为国家外专局外派的护士，赴新加坡中央
医院工作，并于1997年加入北京和睦家医院。作为北京和睦家医院初
创护理团队成员，她曾历任北京和睦家医院门诊总护士长、门诊部资深
经理、护理部副主任等职务，并参与和睦家医院历届JCIA评审工作，建
立、健全了护理管理制度及培训系统。她在医院质量安全管理、客户服
务管理、总务后勤管理等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同时，杨杰
女士曾作为北京和睦家医院第一位急救知识讲师，获得美国心脏协会在
中国颁发的第一批心肺复苏急救讲师资格，并在院内及院外多领域担任

杨杰

急救培训讲师，主导并建立了院外急救培训体系。

杨杰女士在副院长任职期间不断致力于和睦家卫星诊所的新建及扩
建业务的发展，在3年内带领团队新建诊所4个，扩建医院及诊所共8个
项目。她于2016年再次晋升为北京和睦家卫星诊所和家庭医疗总经
理，带领团队专注于以全科医疗为导向，建立社区预防保健、慢病管
理、社区人群健康管理等全生命周期的社区医疗新模式。

作为北京和睦家医院初创护理团队成员之一，她积累了多年护理管
理经验，并参与了医院的规则制度的建立及JCIA评审工作。她曾2013
年就任和睦家医院副院长职务分管医院质量安全部、客户服务部、总务
后勤等部门的管理，积累了丰富的医院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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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女士在副院长任职期间不断致力于和睦家卫星诊所的新建及扩
建业务的发展，在3年内带领团队新建诊所4个，扩建医院及诊所共8个
项目。她于2016年再次晋升为北京和睦家卫星诊所和家庭医疗总经
理，带领团队专注于以全科医疗为导向，建立社区预防保健、慢病管
理、社区人群健康管理等全生命周期的社区医疗新模式。

作为北京和睦家医院初创护理团队成员之一，她积累了多年护理管
理经验，并参与了医院的规则制度的建立及JCIA评审工作。她曾2013
年就任和睦家医院副院长职务分管医院质量安全部、客户服务部、总务
后勤等部门的管理，积累了丰富的医院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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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梅

GE医疗产业金融集团 中国及亚太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叶女士就职于GE金融集团18年。曾在美国总部、亚太区、大中华
区担任资深高管，经历横跨投资并购整合，贷款租赁类企业经营，供应
链金融业务建立，以及从股权、贷款类、不良资产到消费者金融的风险
管控。

在此之前，叶女士花两年时间在大中华区成功打造了GE产业金
融，嫁接GE金融全球资源和积累为GE产业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
服务。

叶女士曾代表GE股东创建了GE与国家电网公司的合资公司，并担
任副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之职，全面负责公司经营，成功打造了资产逾
百亿，具有国际水准的融资租赁加商业保理的金融平台。成为GE在中

国合资企业的最佳实践。

除金融领域的经历，叶女士还曾任职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年高
科技企业8年，领导团队从零开始创建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并成立了合
资企业。

叶女士拥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士学位，以及美国波士顿学院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

54



GE医疗产业金融集团 中国及亚太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叶女士就职于GE金融集团18年。曾在美国总部、亚太区、大中华
区担任资深高管，经历横跨投资并购整合，贷款租赁类企业经营，供应
链金融业务建立，以及从股权、贷款类、不良资产到消费者金融的风险
管控。

在此之前，叶女士花两年时间在大中华区成功打造了GE产业金
融，嫁接GE金融全球资源和积累为GE产业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
服务。

叶女士曾代表GE股东创建了GE与国家电网公司的合资公司，并担
任副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之职，全面负责公司经营，成功打造了资产逾
百亿，具有国际水准的融资租赁加商业保理的金融平台。成为GE在中

国合资企业的最佳实践。

除金融领域的经历，叶女士还曾任职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年高
科技企业8年，领导团队从零开始创建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并成立了合
资企业。

叶女士拥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士学位，以及美国波士顿学院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

55





媒体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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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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