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时间：2017 年 6 月 8 日—10 日。 

（二）地点：成都华西天使宾馆（成都市武侯区电信南

街 10 号，联系电话：028—85422050）。 

 1.报到地点：一楼大厅。 

 2.主论坛：12 楼广益会堂。 

 3.基于生物医学大数据的卫生政策与医院管理分论坛：

12 楼广益会堂。 

 4.基于生物医学大数据的临床诊疗决策分论坛：12 楼

华德厅。 

 

 

 

 

 

 

 

 

 

 



     二、大会议程 

日期 
主旨 

内容 
时间 讲者 题目或备注 职务/职称 主持人 

6 月 8 日   9:00-17:00 报到 

6 月 9 日 

上午 

主论坛 

基于生

物医学

大数据

的卫生

经济评

价应用 

9:00-9:30 开幕式 窦丰满 

9:30-10:00 段政明 待定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保中心处长 

付  平 

梁  娴 

10:00-10:10 
茶歇 

10:10-10:40 陈国青 
大数据背景下管理决策研究应用挑战--- 

外部视角引入与技术增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EMC 讲席教授 

10:40-11:10 Yi Li 
 Use of Big Biomedical Data: Assessment 

of Medical Providers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生物统计系教授 

11:10-11:40 周小波 
Integrated Biomedical Big Data System and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生物信息与系统生物中心

主任/终身正教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11:40-12:10 
David 

 Hutton 

Cost-Effectiveness of High-Cost Medical 

Interventions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管理与政策系副教授 



日期 
主旨 

内容 
时间 讲者 题目或备注 职务/职称 主持人 

6 月 9 日 

下午 

主论坛 

大数据

的领先

分析 

方法与

技术 

14:00-14:30 
James 

C. Gee 

 ‘precision radiology’ with connection to 

big data/machine learning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放射科学 Penn 图像计

算与科学实验室（PICSL）主任/副教授 

李  秋 

臧文斌 

14:30-15:00 林浩添 
人工智能在白内障诊断 

和随访的应用研究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研究员/ 

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 

15:00-15:30 孙鑫 
真实世界医疗大数据与 

药品研发与政策制定 

中国循证医学中心主任/教授/IDEAL 中国中

心主任//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四川省“千人计划” 

15:30-16:00 罗光春 面向超大规模的大数据处理新技术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

院长/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四川省杰出青年科技带头人 

16:00-16:10 茶歇 

16:10-16:40 刘俊勇 
基于医保基础数据的医疗时空分布演进

过程分析 
四川大学电气学院院长/教授 

16:40-17:10 应晓华 基于健康大数据的真实世界卫生政策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国家卫生计生委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17:10-17:40 
Laura  

Rozek 

Using Cancer Surveillance to Understand 

the Region-Specific Burden of Cancer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系

副教授、公共卫生学院 

全球公共卫生办公室副主任 

17:40-18:00 提问与讨论环节 



日期 
主旨 

内容 
时间 讲者 题目或备注 职务/职称 主持人 

6 月 10

日上午 

分论坛 

基于生

物医学

大数据

的卫生

政策 

与医院

管理 

9:00-9:30 Chuanwu Xi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strain 

characteristics on hospital-acquired 

infections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公共卫生

学副教授环境卫生学终身副教授 

 

任  俐 

孙  麟 

9:30-10:00 臧文斌 
医院所有制类型与医疗服务价格及质量:  

基于成都市的实证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10:00-10:10 茶歇 

10:10-10:40 庞湛 待定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 

10:40-11:10 罗利 
大数据驱动的不同医保类型患者对医疗

资源使用行为差异分析 

四川大学商学院工业工程与工程管理系主任/

服务管理研究所所长/中美服务与运作研究中

心副主任 

11:10-11:40 孙麟 医院慢性疾病医保费用检测分析和控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保办主任/华西生物医学

大数据中心副教授 

11:40-11:55 李春漾 基于大数据的医保管理与分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保办/助理研究员 

11:55-12:10 提问与讨论环节 



日期 
主旨 

内容 
时间 讲者 题目或备注 职务/职称 主持人 

6 月 10

日上午 

分论坛 

基于生

物医学

大数据

的临床

诊疗 

决策 

9:00-9:30 
Abram  

Wagner 

Uses of Immun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s

（免疫信息系统的使用）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 

研究员/讲师 

张瑞华  

杨晓妍 

9:30-10:00 吕粟 
磁共振多模态大数据分析在 

重大神经精神疾病中的应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影像科教授/青年长江学者 

10:00-10:10 茶歇 

10:10-10:40 谢丹 组学大数据在精准医学中的应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准医学中心副主任/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10:40-11:10 付平 
大数据整合分析在肾脏临床研究中的应

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科副主任/教授 

11:10-11:40 李秋 临床医生看药物经济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科教授 

11:40-12:10 提问与讨论环节 



    三、大会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成都卫生经济学会 

    承办单位：四川大学华西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 

    名誉主席： 

        李  颐 教授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系 

        林华珍 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统计信息主任 

    主    席： 

        张  伟 教授 成都市卫生经济学会会长 

                    四川大学华西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主任 

    组委会（按姓氏字母排序）：陈芍、程永忠、窦丰满、

付平、龚怀宇、何映月、胡显良、候宇飞、蒋林、蒋昕、李

秋、梁娴、廖雪松、刘作林、刘勇、刘勇华、刘罡、刘毅、

陆华、龙芸、宁建锋、任俐、时维娟、宋维、沈莎、王英、

杨晓妍、阳丽文、杨晓梅、杨德华、苑侠、阎正民、颜春蓉、

张进、张孝轩、张岚、张瑞华、臧文斌。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字母排序）：Abram Wagner、卞兆

祥、陈国青、段政明、David Hutton、Laura Rozek、林浩添、

刘俊勇、罗利、罗光春、吕粟、李春漾、庞湛、宋学坤、孙

鑫、奚传武、谢丹、应晓华、周小波。 

    秘书组：孙麟、曾筱茜、唐红、辜永红、袁加、饶嘉懿、

袁锦嘉、何维泰、单婧炎。 



    四、会议费用 

   （一）培训费。 

    1.5 月 31 日前（含 31 日）注册缴费每人 600 元；5 月

31 日后注册费每人缴 800 元。注册费用中包含培训费、资料

费、午餐、晚餐等。 

    2.交通费、住宿费自理，会务组将根据参会回执协助预定

宾馆客房。 

   （二）缴费方式。 

    1.报到前缴费，以转账方式转入专用账户。转账时请务

必备注您的单位名称。转账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成都卫生经济学会 

    账    户：工行成都贝森南路支行 

    账    号：4402010309006719881 

    2.现场报到时进行缴费，则只能采用现金方式。 

    五、大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人：辜永红 18702855876、袁加 18215577688 

            袁锦嘉 13547861814 

    六、其他事项 

   （一）请务必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前将会议回执填写完

整并提交（因会议酒店房间有限，请务必在回执单中填写是

否住宿及住宿要求，便于组织安排）。 





附件 1 

会议回执 

（请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前反馈）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参加 
分论坛 

□基于生物医学大数据的卫生政策与医院管理 
□基于生物医学大数据的临床诊疗决策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职务/职

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住宿情况 

      
单间  □ 

标间：一间□  一床□ 

不住宿□ 

      
单间  □ 

标间：一间□  一床□ 

不住宿□ 

      
单间  □ 

标间：一间□  一床□ 

不住宿□ 

      
单间  □ 

标间：一间□  一床□ 

不住宿□ 

      
单间  □ 

标间：一间□  一床□ 

不住宿□ 

    备注： 

1.住宿说明。请您务必在“报名回执表”中选择住宿情况，请您在

您所选项目后的方框内打“√”。 

2.住宿信息。天使宾馆收费标准：单间 420 元/间/晚，标间 380

元/间/晚。 

    3.参会人员注册完毕后，由会务组安排入住地点。 

    4.请您认真准确无误填写“参会回执表”的单位信息，会务组将根

据该信息开具会议发票。 

 



附件 2 

 

酒店交通路线 

    （一）成都双流机场— 天使宾馆（大约 1小时）：乘坐

机场大巴 2号线到华西坝站下，转乘 8路公交车到电信南街

站下，到天使宾馆签到处。 

    （二）成都火车北站— 天使宾馆（大约 40 分钟）：乘

坐地铁 1 号线（世纪城方向），在华西坝站下（B 出口），步

行至华西坝站，乘坐 61 路，在小天小区站下，及到天使宾

馆签到处。 

    （三）成都火车东站— 天使宾馆（大约 1小时）：步行

至成渝立交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犀浦方向），春熙路站下

（D 出口）步行至红星路广场南站，乘坐 21路公交车，电信

南街站下，到天使宾馆签到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