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全国日间手术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

会议日期 会议地点
北京市石景山区田村路555号

北京石景山景园假日酒店
会议主题 借力绩效考核，助推日间手术发展

日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时长 内容 讲者 讲者单位及职务

10月17日 14:00 20:00 210min

10月18日 7:00 8:30 90min

8:30 8:40 10min

傅卫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相关领导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司局

Douglas McWhinnie 国际日间手术学会主席

9:40 9:55 15min

9:55 10:05 10min

10:05 10:35 30min 中国日间手术发展现状及展望 于丽华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卫生健康

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药成本价格研究部副主任

10:35 11:15 40min 日间手术流程化管理 Douglas McWhinnie 国际日间手术学会主席

11:15 11:55 40min 英国日间手术国家政策进展 Ian Jackson 国际日间手术学会前主席

11:55 12:35 40min 欧盟日间手术标准 Carlo Castoro 国际日间手术学会前主席

12:35 14:00 85min

14:00 14:30 30min 日间手术与绩效考核 郭永瑾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副主任

14:30 15:00 30min 从Day Surgery到Ambulatory 张继东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仁济医院副院长

15:00 15:30 30min 日间手术室规范化管理实践 郭莉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中华护理学会手术室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5:30 15:40 10min

15:40 16:10 30min 西京医院日间手术绩效管理 张侃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副院长

16:10 16:40 30min 在医改背景下，日间手术精细化管理在路上 黄志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

张继东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仁济医院副院长

梁廷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书记

陈子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

张澍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院长

颜晗 北部战区总医院副院长

17:10 17:30 20min 会议小结 张振忠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主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

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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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大会

宴会厅（三层）

主持人：王宇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

间歇

16:40 17:10 30min

对话环节：

主持：  郭永瑾，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

席，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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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张振忠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主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8:40-9:40 嘉宾致辞

间歇

主旨演讲

主持人：江芹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药成本价格研究部主任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新入会会员单位授牌仪式

主持人开场

2019年10月18-19日

会议注册

会议注册

开幕式

宴会厅（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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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全国日间手术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

会议日期 会议地点
北京市石景山区田村路555号

北京石景山景园假日酒店
会议主题 借力绩效考核，助推日间手术发展

日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时长 内容 讲者 讲者单位及职务

2019年10月18-19日

8:30 8:50 20min 日间手术标准 钟力炜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

院长

8:50 9:10 20min 智慧医疗场景下的眼科日间手术与病房管理 瞿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

8:50 9:02 12min
构建日间手术管理制度体系，夯实安全与质量

基石
刘蔚东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长，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日

间手术中心主任

9:02 9:14 12min ”日间手术模式”科普视频创作及推广研究 杨丽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9:14 9:26 12min
智能多模式决策的个性化随访在日间手术中的

应用
蒋丽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9:26 9:38 12min 论三甲医院日间手术中心存在和发展 李培明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9:38 9:50 12min 眼科日间手术的实践与效果评价 徐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9:50 10:00 10min

10:00 10:12 12min
信息助力医疗-上海某医院人工智能随访信息

平台建设
贾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0:12 10:24 12min
基于SWOT 分析法对医院日间手术开展的研

究
秦辉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0:24 10:36 12min
应用精益管理方法提高日间手术管理能力的探

索与实践
王敏霞 浙江省台州医院

10:36 10:48 12min 日间手术院前管理体会 袁华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48 11:00 12min
独立运行的日间手术中心模式在民营医疗机构

的应用探讨
吴俊梅 上海优仕美地医疗

11:00 11:20 20min 术式介绍：腹股沟疝的日间手术及手术要点 申英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副主任

王斐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

于丽华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卫生健康

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药成本价格研究部副主任

钟力炜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

院长

瞿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

韩春艳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处

8:30 8:50 20min 日间手术出院后管理 马洪升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长，华西医院日间手术中

心主任

8:50 9:10 20min
互联网+可穿戴设备辅助下的髋膝关节置换日

间手术
田洪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骨科关节外科副

教授，副主任医师

9:10 9:22 12min
日间开展超声引导下下肢曲张静脉腔内射频消

融闭合术效果及安全性初探
陈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9:22 9:34 12min 耳鼻咽喉科开展日间手术的实践与探索 汪轶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9:34 9:46 12min 腹股沟疝日间手术的无痛处理 俞德梁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9:46 9:58 12min
日间手术开展大隐静脉曲张射频消融闭合术可

行性
汪海涛 北部战区总医院

9:58 10:08 10min

10:08 10:20 12min
前列腺癌靶向冷冻消融日间手术模式的临床应

用
董柏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0:20 10:32 12min
按日间手术模式开展食管裂孔疝手术的临床经

验分享
宁鹏涛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32 10:44 12min
临床触诊阴性的乳腺病灶通过超声引导下导丝

定位后切除在日间手术模式中的应用
刘峰 乌海市人民医院

分论坛二 日间手术临床操作技术论坛

宴会厅B（三层）

主持人：马洪升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长、华西医院日间手术中心主任

 倪如暘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医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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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一   日间手术政策与管理论坛

宴会厅A（三层）

主持人：于丽华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药成本价格研究部副主任

钟力炜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

间歇

11:20 11:50 30min

对话环节：日间手术 患者安全与绩效

主持：赵蓉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长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医疗事业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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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全国日间手术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

会议日期 会议地点
北京市石景山区田村路555号

北京石景山景园假日酒店
会议主题 借力绩效考核，助推日间手术发展

日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时长 内容 讲者 讲者单位及职务

2019年10月18-19日

10:44 10:56 12min 良性前列腺增生日间手术的优势和临床经验 王文义 河南省人民医院

10:56 11:08 12min 白内障日间手术模式与常规住院模式的比较 侯宁蕊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08 11:28 20min
术式介绍：腹腔镜下消融辅助肾脏肿瘤剜除手

术及手术要点
张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马洪升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长，华西医院日间手术中

心主任

 倪如暘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同仁医院医务处处长

张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田洪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骨科关节外科副

教授，副主任医师

申英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副主任

分论坛三 日间手术麻醉论坛

宴会厅C （三层）

主持人： 郭曲练 湖南省麻醉学会主任委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麻醉科主任

 骆华杰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医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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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11:58 30min

对话环节：手术分级与日间手术的关系

主持：卞红强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

长、武汉儿童医院大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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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全国日间手术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

会议日期 会议地点
北京市石景山区田村路555号

北京石景山景园假日酒店
会议主题 借力绩效考核，助推日间手术发展

日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时长 内容 讲者 讲者单位及职务

2019年10月18-19日

8:30 8:50 20min  警惕手术室外麻醉中的医疗风险 郭曲练
湖南省麻醉学会主任委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麻醉科主

任

8:50 9:02 12min
小儿隐睾采用骼腹股沟-骼腹下神经+生殖股

神经阻滞麻醉效果评价
王语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9:02 9:14 12min 如何让Ⅲ、Ⅳ级患者开展日间手术的策略探讨 孙德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14 9:26 12min
术前口服碳水化合物用于日间手术患者的初步

研究
罗慧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9:26 9:38 12min
胃超声对术前口服碳水化合物的日间手术患者

胃内容物的观察：随机对照研究
斯妍娜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

9:38 9:50 12min
全麻下经食道超声心动图检查在日间手术的应

用
崔波 北部战区总医院

9:50 10:02 12min 小儿日间手术术后早期进食的疗效观察及研究 李本红 昆明市儿童医院

10:02 10:12 10min

10:12 10:24 12min
羟考酮超前镇痛改善日间门诊儿童扁桃腺样体

切除术后的痛觉反应
吴江 武汉儿童医院

10:24 10:36 12min 日间手术围术期镇痛管理 聂煌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0:36 10:48 12min 日间手术的麻醉要点 朱玉芳 武汉儿童医院

10:48 11:00 12min 日间手术患儿术前禁饮禁食现状调查及分析 张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00 11:20 20min
术式介绍：腔镜甲状腺癌根治术日间手术介绍

及手术要点
白宁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外科

11:20 11:40 20min
术式介绍：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术日

间手术介绍及手术要点
何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白内障科

郭曲练
湖南省麻醉学会主任委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麻醉科主

任

骆华杰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医务处处长

申乐 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

马正良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麻醉科主任

8:30 8:50 20min 医院日间手术管理模式与发展 高兴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手术片区总护士

长

8:50 9:02 12min 日间医疗部护理风险管理研究现状与进展 顾春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9:02 9:14 12min 混合管理模式的眼科日间手术流程 解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9:14 9:26 12min
基于Web of Science日间手术近五年研究的

可视化分析
张雨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9:26 9:38 12min 腹股沟疝日间手术患者延续护理的效果研究 宋晓飞 河南省人民医院

9:38 9:50 12min 日间手术室的麻醉恢复室护理管理 郭玲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50 10:02 12min
开展信息化护理诊疗微信平台，提高眼科ICL

日间手术患者就医安全
孙婕 西安市第四医院

10:02 10:12 10min

10:12 10:24 12min
移动医疗手机应用软件（APP）在日间手术随

访应用现状及思考
黄明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24 10:36 12min
甲状腺日间患者出院准备度与延迟出院现状调

查及相关性分析
彭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0:36 10:48 12min
AI机器人医疗助手系统在日间手术患者出院电

话回访中的应用
姚荷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0:48 11:00 12min 日间手术中心精细化护理管理 林静 桂林市人民医院

11:00 11:12 12min
短信推送对提高日间患者满意度及护理工作效

率的效果评价
杨阳 西安市第四医院

11:12 11:24 12min
右美托咪定术前滴鼻对学龄前儿童焦虑的影响

研究
李灿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分论坛四 日间手术护理论坛

第一会议室    （一层）

主持人：何丽 中华护理学会手术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手术室总护士长

刘小南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长、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消化病医院教授

2
0

1
9

/1
0

/1
9

 上
午

间歇

2
0

1
9

/1
0

/1
9

 上
午

间歇

11:40 12:10 30min

对话环节：日间手术加速康复与医院运营效率

主持：刘蔚东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

长、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日间手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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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全国日间手术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

会议日期 会议地点
北京市石景山区田村路555号

北京石景山景园假日酒店
会议主题 借力绩效考核，助推日间手术发展

日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时长 内容 讲者 讲者单位及职务

2019年10月18-19日

11:24 11:44 20min 术式介绍：小儿腹腔镜疝囊高位结扎术  刘俊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外科教研室副主任，日间外

科病房副主任，两江院区医护办主任

何丽
中华护理学会手术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

手术室总护士长

刘小南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副秘书长，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

院消化病医院教授

刘淑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总护士长

莫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日间手术中心护士长

 刘春英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护理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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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12:14 30min

对话环节：

主持：穆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护理部 副主任

兼手术室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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