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4 月 18-20 日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2019 第二届妇幼医疗高峰论坛会议通知（第三轮） 
4I(Industry & Innovation & Investment &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Women & Children’s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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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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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织机构 

◼ 大会主席：段涛教授，春田医管创始人 

◼ 主办单位：上海春田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 学术支持：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投融资机构分会 

◼ 承办单位：上海布鲁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会议时间：2019 年 4 月 18-20 日 

会议地点：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路 1388 号，近芳甸路） 

 

会议议程： 

 

第一天 

2019 年 4 月 19 日（周五） 

08:30-09:00  开幕致辞 

◼ 专题 1. 全球学习好榜样之 IT 篇（India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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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9:30  台湾妇儿医疗机构的发展之道：朱益宏，台湾医院协会副理事长、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理事长 

09:30-10:00  商学院案例库中印度专科医院的成功之路: Viren Mahurkar, Founder at HitchinRock Advisors 

主持：蔡江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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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30          茶歇 

 

◼ 专题 2. 波士堂 

主持：段涛，春田医管创始人 

10:00-12:00  高峰对话 Boss 说 

方宜新，瑞慈医疗集团创始人 

耿梓轩，上海艾儿贝佳妇产科医院董事长、上海浦滨儿童医院董事长 

刘挺军，泰康保险集团副总裁兼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首席执行官 

吴志军，远东宏信有限公司副总裁、远东宏信医疗健康集团总经理 

谢子龙，老百姓医药集团董事长，湖南妇女儿童医院创始人 

 

12:00-13:00  午餐 

 

◼ 专题 3. 消费升级背景下非公立医疗品牌的升级 

13:00-13:30  开场主题演讲：优秀的医疗品牌三要素和品牌建设三重点 

段涛，春田医管创始人 

13:30-13:50  爱尔眼科，匠心打造医疗品牌 

吴士君，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13:50-14:10  亚心医院发展及管理模式探索 

黄宁,道彤投资创始合伙人、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前创始执行总经理 

14:10-14:30  唤醒非公医疗 

                     丁剑，北京世纪康瑞医院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14:30-15:30  圆桌讨论 

主持：段涛，春田医管创始人 

嘉宾：吴士君，叶红，丁剑 

15:15-15:45          茶歇 

 

◼ 专题 4.非公妇儿医院诊所的成长之痛 

15:30-15:50  解码非公妇儿医院成长之痛 

李辉，辉薇妇儿医生集团创始人、沈阳安联妇婴医院院长 

15:50-16:10  人才管理，非公医院和诊所成长之镇痛剂 

杨杰，北京和睦家卫星诊所及家庭医疗总经理 

16:10-16:30  诊所的成长之痛 

刘潇潇，唯儿诺儿科创始人 

16:30-16:50  外资医疗机构落地中国及成长的几点思考 

黄霏，新加坡百汇医疗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部负责人 

16:50-17:50  圆桌讨论 

主持：刘淑琴，国投医疗国信(上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嘉宾：李辉，杨杰，刘潇潇，黄霏，邓媛元(远东宏信医疗健康集团妇儿事业部总经理) 

→ 获客渠道与成本的分析与反思 

→ 新消费时代下的客户画像 

→ 获客方式：线上还是线下？ 

→ 为什么所有的获客方式都尝试过了，还是没有用？ 

→ 你需要的是市场经理？品牌经理？还是首席增长官？ 

 

第二天 

2019 年 4 月 20 日（周六） 

◼ 专题 5. 《2019 中国妇儿医疗机构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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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8:50  《2019 中国妇儿医疗机构白皮书》解构：段涛，春田医管创始人 

08:50-09:00  发布“2019 中国妇儿医疗机构投资信心指数 

09:00-09:10  发布“2019 中国妇儿医疗机构投资热力图”之上海篇 

09:10-09:20  白皮书发布贺辞：郝德明，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09:20-09:30  《2019 中国妇儿医疗机构白皮书》投资部分发布仪式 

09:30-10:30  投资界大咖说 

主持：沈奕青，春田医管合伙人 

刘红哿，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中心董事总经理 

李凡，复星集团复星创富董事总经理 

孙琦，道彤投资创始管理合伙人 

唐迅，普华永道中国医药医疗行业并购主管合伙人 

10:30-11:00          茶歇 

 

◼ 专题 6. 妇产儿医疗、药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合作共赢 

11:00-11:20  跨界共赢—专注生命早期 1000 天 

瞿峰，惠氏营养品大中华区总裁 

11:20-12:00  助产创新技术和美国产科培训新理论和实践 

            Ross Wayne McQuivey, 美国 Clinical Innovations 公司首席医疗官 

12:00-13:00  午餐 

    

◼ 专题 7. 妇幼医疗服务的资金保障者和能量转换者 

13:00-13:40 开场主题演讲：投行投资联动助推非公医疗发展 

单俊葆，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投融资分会会长、中金智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13:40-14:10  妇幼医疗服务的投资逻辑：施国敏，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 

14:10-14:40  医疗服务资本化路径与妇幼医疗融资策略：李响，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医疗医药组负责人 

14:40-15:10  产融结合助力非公医疗生态圈构建：王国梁，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裁 

15:10-15:40  资本整合，赋能医疗 

             叶永梅，GE 产业金融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15:40-16:10  茶歇 

16:10-17:30  圆桌论坛：模式创新与消费升级：资本视角下的妇幼医疗产业 

嘉宾：单俊葆、施国敏、李响、王国梁 

主持：韩涛，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投融资分会副秘书长/中金智德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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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台及海外特邀嘉宾   

Rajiv Maliwal Founder & Managing Partner of Sabre Partners 

Ross Wayne McQuivey 美国 Clinical Innovations 公司首席医疗官 

朱益宏  台湾医院协会副理事长、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理事长 

 

已确认嘉宾（按姓名首字母排列）： 

蔡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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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东风  莲池妇婴医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段 涛             春田医管创始人、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前院长 

邓媛元            远东宏信医疗健康集团妇儿事业部总经理 

丁剑   北京世纪康瑞医院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方宜新  瑞慈医疗集团创始人  

耿梓轩  上海艾儿贝佳妇产科医院董事长、上海浦滨儿童医院董事长 

郭榕榕          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医疗医药行业组执行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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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涛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投融资分会副秘书长、中金智德副总经理   

黄霏   新加坡百汇医疗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部负责人 

黄宁            道彤投资创始合伙人、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前创始执行总经理 

李凡            复星集团复星创富董事总经理 

李辉   辉薇妇儿医生集团创始人、沈阳安联妇婴医院院长 

刘挺军  泰康保险集团副总裁兼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首席执行官 

刘红哿  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中心董事总经理 

刘淑琴          国投医疗国信(上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潇潇  唯儿诺儿科创始人 

瞿峰   惠氏营养品大中华区总裁 

沈奕青          春田医管合伙人 

施国敏  华盖医疗基金 董事总经理 

单俊葆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投融资分会会长、中金智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琦   道彤投资创始管理合伙人 

唐德凯  绿叶生命科学集团创新中心总经理  

唐迅   普华永道中国医药医疗行业并购主管合伙人 

王国梁  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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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军  远东宏信有限公司副总裁、远东宏信医疗健康集团总经理 

吴士君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谢子龙  老百姓医药集团董事长，湖南妇女儿童医院创始人 

杨杰   北京和睦家卫星诊所及家庭医疗总经理 

叶永梅  GE 产业金融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会议费：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 

支付 

2019 年 3 月 31 日后 

支付 
现场支付 备注 

参会代表 ￥ 1200 ￥ 1500 ￥ 1500 含会期茶歇、午餐 

电子版《会议手册》 在读研究生 ￥ 1000 ￥ 1300 ￥ 1300 

说明：在读研究生报到时请出示本人学生证和身份证，即可享受上述优惠； 

支付方式：  

1. 支付宝及微信支付：布鲁锡官网报名后可通过网上支付宝或微信直接付款，快捷方便； 

2. 银行汇款：全国各大银行均可汇款，汇款时请注明：“SWCH 会务费”、“参会者姓名”及“单位名称”，报到时带好汇款原始凭证；  

 

 

住宿费：参会期间住宿费自理，预订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会议酒店）需提前转账至组委会账号，支付全额住宿费，以汇款时间顺序安排，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酒店信息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路 1388 号，近芳甸路） 

入住时间 2019 年 4 月 18 日入住，4 月 20 日退房（共计两晚） 

房型 大床房（含单份早餐） 双床房（含双份早餐） 

单价 1300 元/间/天 
包房（整间房）：1500 元/间/天 

拼房（单张床位）：750 元/床/天 

联系人 王小姐 138175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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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 

◼ 网上报名： www.blueseachina.net；  

◼ 手机报名：微信关注“布鲁锡医学会议”即可报名，请扫描右侧二维码； 

◼ 咨询电话： （021）64278708*8003，13817510016 王小姐      

组委会账号：  

◼ 开户名称： 上海布鲁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开户银行： 华夏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 公司帐号： 4333200001810200191466 

◼ 说说明明： 汇款时务必注明：“SWCH 会务费”、“参会者姓名”及“单位名称”，全国各大银行均能汇款 

 

主办单位：上海春田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上海布鲁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月                                                   2019年1月 

http://www.blueseachin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