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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健康峰会 宗旨

中美健康峰会旨在通过高层战略对话,  

领导力拓展以及应用性研究、积极推动

中美及各国当今与未来领袖在医疗卫生

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全球健康

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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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美健康峰会暨
首届青年领袖论坛将于

九月在波士顿举行

第二届哈佛-中央党校
社会发展论坛在哈佛

大学举行

首届中美健康峰会于
九月在波士顿召开

2011

中国卫计委与哈佛大
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
院再次签署合作协议

2011

第二届中美健
康峰会于十月
在北京召开

2013

第三届中美健康峰会于十
月在波士顿召开

“中美健康峰会”作为非营
利组织正式成立

2012 第四届中美健康峰会
于十月在南京召开

2015

里程碑

刘远立教授在哈佛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创立“中国

行动计划”

中国卫生部（现国家卫生与计
划生育委员会）和哈佛大学陈
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于北京首次
签署高级卫生行政人员培训项

目合作备忘录

首期哈佛中国卫生发展
与改革高级国际研修班

2005
2006

2005

2009

首届哈佛-中央党校社
会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

2007

中国卫计委与哈佛大学陈曾
熙公共卫生学院签署第三轮

合作备忘录

2014

43

首期哈佛中国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能力建设

国际研修班

2014

2014



峰会和论坛

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  在中国卫生部（现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
委员会）与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的支持下,  首届中美健康峰会在美国哈佛大学
召开。500余位中美卫生官员、专家学者、业界领袖就世界各地卫生体制改革的
成果与挑战等主题展开讨论。与会者就提高各国卫生服务质量、医疗服务的可及
性,  和成本效益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分组讨论包括信息技术在健康产业的地位与
作用，如何更好地 提高全民医疗保障水平等众多议题。

主要演讲者（与会专家）包括：

陈竺：中国卫生部长 
Sherry Glied：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副部长 
Julio Frenk：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Simon Stevens：前联合健康集团联合健康保险执行副总裁，现任NHS英格兰国
家卫生服务署的首席执行长 
任明辉：中国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首届中美健康峰会

中美医疗卫生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2011年9月21-22日,   哈佛大学,  美国波士顿

第二届中美健康峰会 

政府监管 市场竞争 职业精神 
2012年10月31日,  中国北京

第二届峰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800余位海内外医疗卫生领域的专家、卫
生官员、医药产业领袖就医学职业精神,  医疗服务行为的规制,  健康产业新领域
等主题展开讨论。

主要演讲者（与会专家）包括：

孙志刚：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  现卫计委副主任 
丁向阳：北京市副市长  
Carolyn Clancy：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卫生研究与质量管理局局长  
Lincoln Chen：美国中华医学会主席 
曾益新院士：中国协和医学院院长 
刘远立：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中国行动计划”项目创始负责人、现协和医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饶克勤：中华医学会党组书记

刘远立、 陈竺、 Julio Frenk 和 Sherry Glied 齐聚峰会 发言人回答问题（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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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和论坛

第三届中美健康峰会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2013年10月31日,  哈佛大学,  美国波士顿

第四届中美健康峰会 

主题：破解医改难题创新健康格局 
2014年10月17-18日,  中国南京

第三届健康峰会聚焦中美两国在全球预防医学领域中的成就与挑战。 

第三届健康峰会的举办正值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建院100周年院庆,  参会者包
括200多位来自国家卫计委规划与信息司、药政司、发展司、改革司及十一个省
卫生厅厅级领导组成的代表团和美国医疗卫生管理与学术领域久负盛名的研究者
与践行者。

主要演讲者（与会专家）包括：

Nils Daulaire：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国际事务及全球健康副部长 
Julio Frenk：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Tom Kenyon：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全球健康中心主任 
Michael Klag：约翰·霍普金斯大学Bloomberg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杨青：中国卫计委基层卫生司司长  
李立明：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 

第四届峰会在中国南京召开,  与会者就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公立医院改革方
向,  食品药品安全,  健康老龄化社会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主要演讲者（与会专家）包括：

崔丽：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Kenneth C. Earhart：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中国办公室主任 
Barry Bloom：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前院长 
Linda P. Fried：哥伦比亚大学Mailman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萧庆伦：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罗乐宣：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主任 
James Smith� 美国兰德公司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研究著名学者 
陈勇：北京朝阳医院院长 
王红：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 
张抒扬：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

Barry Bloom、杨青、刘远立、Ian Lapp、曾益新、及 秦小明参加峰会 大会热烈讨论的场景 (中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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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和论坛

第五届中美健康峰会

医疗体系改革与科技创新
2015年9月28-29日,  哈佛大学,  美国波士顿

2015年既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收官之年,  又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
2015）即将结束,  第十三个五年计划（2016-2020）即将开启之年。中美两国都
在实施医疗改革,  并面临相似的挑战。从2011到2015,  中美健康峰会被连
续列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2015)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成果清单
中,  已然成为中美两国经济文化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及中美两国人民之间
的交流磋商的重要平台。本届峰会以 “医疗体系改革与医药科技创新”为主题,  获
得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大力支持,  将为500
多名产、学、研、政的中外领袖提供一个高端,  开放的对话交流平台。

主要议题包括：
中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践的科学评估
如何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程度
医疗服务、医药政策与政府监管
医疗服务于医药技术的创新
科技创新如何推动医疗健康服务模式创新
首届中美青年领袖论坛

哈佛大学 John W. Weeks 桥眺望波士顿和剑桥

青年领袖论坛

首届青年领袖论坛
2015年9月29日，哈佛大学，美国波士顿

第五届中美健康峰会将同时举办首届青年领袖论坛,  旨在激励与帮助青年创业者
与专业人士寻找健康领域中尚未得到满足的市场需求,  并为此提供医疗健康的创
新解决办法。  

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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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北京站比赛（2015年8月29日）和波士顿站比赛 
（2015年9月12日)。

青年领袖论坛 （2015年9月29日)
评委和导师分享其在健康领域的工作经验
决赛选手展示创新理念和项目计划
青年创业创新大赛颁奖典礼

1

2

青年领袖论坛分为两部分



青年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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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和
创业人士

生物医学科技、医疗服务及公
共卫生服务领域

我们诚挚邀请

谁适合申请参赛?
您是否有改善医疗服务的创新想法和项目?

您是否有在健康领域创新的商业头脑?

您希望与中美顶尖的投资人和企业家分享您的创业计划并建立广泛的人脉吗?

您准备好向下一步迈进了吗?

如果您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将是您展示才华,  争取投资的最
佳舞台。

David W. Bates： 布瑞根妇女医院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创新官
Olivia Cheng：美国比翼医疗基金创始合伙人
David Christiani：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环境遗传学Elkan Blout教授
Michael Greeley：Flare Capital 合伙人,  前任新英格兰地区风险投资联盟主席
William A. Haseltine：ACCESS Health International, Inc 董事长兼总裁
Richard Siegrist：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创新创业总监
蔡大庆：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
邓锋：北极光创投创始人
刘远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刘育琳：普伦资本管理合伙人
李天天：丁香园创始人
冯唐：中信资本合伙人
王健：奥博资本亚洲联合创始人
张黎刚：爱康国宾创始董事长

参赛机会

决赛选手将获邀在青年领袖健康论坛上展示创新理念和项目

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风险投资基金及评委导师一对一的指导

在中美两国健康界建立广泛的人脉,  包括医药企业、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等

评委和嘉宾名单（初定）

在 82个项目申请中，27个团队被邀请参加了在北京和波士顿举行的青年创新创
业大赛。经过了一番激烈地角逐, 以下7个团队脱颖而出，将在第五届中美健康峰
会的青年领袖健康论坛中展示他们的项目和创业理念。

波士顿大赛团队

罕见病基因研究所“罕见病基因研究所－针对中国的解决方案” 

团队成员: Jimmy Lin, Paul Schindler, Jing You, Hui Liu, Zhi Xie, Ming Guo,  
Zhenhai Zhang, Leming Shi, Yiming Zhou 
机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伤口组织分析系统“客观的伤口评估和远程医疗方案” 

团队队员: Kevin Keenahan (Co-founder & CEO), Joshua Budman (Co-founder, CTO), 
Gabriel Brat, MD MPH (Co-founder, CMO)   
机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 布莱根妇女医院

优声 “用智能手机为听觉障碍患者服务” 

团队成员: Ezequiel Escobar (CEO & Co-founder), Gustava Romas  
(CFO & Co-founder), Alejandro Mendez (CTO & Co-founder),  
Adrian Vidourre (DBA & Co-founder) 
机构: MassChallenge

蚕茧生物科技“用天然蚕丝材料治疗骨关节炎” 
团队成员: Ailis Tweed-Kent MD (CEO/Founder), Xiaoqin Wang PhD (VP R&D) 
机构: 塔夫茨大学

北京大赛团队

智能3D 乳腺癌超声筛查系统 

团队成员：张伟(创始人, 董事长), 田旭东(总经理)，江玉磊(教授，首席科学家), 孙志锋(供
应链经理), 沈琼(财务经理) 
公司: 上海深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颠覆性的CRBSI等感染控制装置 
团队成员：蒋琼橙 (Jenny) (首席执行官\总经理), 唐伊娜(财务总监), 唐二虎(董事长兼中国
区总经理，天使投资人) 
公司：泰阁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壹心理，中国心理健康第一平台 
团队成员：黄伟强(首席执行官)，李广全(产品经理)，姚圳战(商务总监)，郭永兴(项目总
监)，容毅雄(人力资源总监)，黄力强(技术总监)，吴泽楷(副总经理)，王淑平(商务总监（
专业资源方向）), 廖洁(主编) 
公司：广州市人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初赛结果



智库与研究

在建立中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医药卫生体系的绩效评
价等方面,  峰会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课题研究和政策咨询服务。同时峰会组织
积极与科研学术单位及政府卫生部门合作,  共同开展了关于优质老龄医疗与社会
服务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的研究。

领导力拓展

领导力拓展项目由中国卫计委,  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清华大学及
协和医学院合作开展。自2006年以来,  这些合作培训项目为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培
训了600余名卫生管理和医院管理高级人才。他们在中国医改、食品安全和卫生
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前卫生部长,  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曾对
这些培训项目给予高度评价,  称其为“中国卫生界的黄埔军校”。

哈佛中国卫生管理高级国际研修班 

哈佛中国医院院长高级国际研修班 

哈佛中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能力建设国际研修班

曾益新院长在领导力培训项目中致辞
农村医疗发展 讨论研究课题

中国卫生官员参观哈佛医学院附属布瑞根妇女医院 哈佛学生中国行

1413

电子健康、公共卫生及初级医疗保健服务 

中国健康老龄化项目

现代化人群研究及疾病预防研究



理事会

Barry Bloom (创始理事会主席), 哲学博士,  哈
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Julius H. Jacobson公共卫生教授

Jing Ma (秘书长), 医学博士,  哲学博士,  哈佛大学医
学院,  布莱根妇女医院副教授,  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
生学院副教授

Olivia Ho Cheng (财务长), 美国比翼医疗基金创始
合伙人

William Kirby, 哲学博士,  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 
T. M. Chang中国研究教授,  哈佛商学院 Spangler Family
商业管理教授

John Quelch, 哲学博士,  公共卫生硕士,  哈佛大学商
学院 Charles Edward Wilson 商业管理教授,  哈佛大学
陈曾熙卫生政策与管理教授

William Haseltine, 医学博士,  哲学博士,  美国  
ACCESS Health International创始理事长

刘远立, 哲学博士,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
长,  教授。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创
始主任

Steven Wu, 医学博士,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
医院介入肾脏学科主任,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副会长

薛澜, 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Cheung Kong Chair 讲席教授

曾益新,  医学博士,  哲学博士,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

邓锋, 北京北极光创投创始人,  董事总经理

焦震, 北京鼎辉投资(CDH)总裁

中美健康峰会是在马萨诸塞州注册的非营利性组织501(c)(3)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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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我们

2014

2013

中美健康峰会诚挚的感谢所有赞助合作伙伴的慷慨捐赠。

 ■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2-3年）:

 ■ 享有峰会战略顾问的各项权益
 ■ 参与领导力拓展项目
 ■ 智库研究合作伙伴

 ■ 峰会战略顾问：

 ■ 享有峰会活动合作伙伴的各项权益
 ■ 参与中美健康峰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 参与峰会议程制订
 ■ 成为峰会演讲嘉宾

 ■ 峰会活动合作伙伴:

 ■ 参与中美健康峰会及其他特定活动
 ■ 赞助方logo可作为“合作伙伴”展示在峰会资料及网站上
 ■ 活动合作伙伴就级别之分

联系方式：sponsor@health-summit.org 

万呈集团
ONECHAIN GROUP 

Official Multi-media Production Partner

2015



中国 北京市 东城区西总布胡同46号C座3层 邮编 100005 
电子邮件� info@health-summit.org
网址�www.health-summit.org
电话�(01)857-600-2811 (美国)
          (86)010-8529-3038 (中国)

U.S.-China Health 
Summit Group

中美健康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