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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中国卫生技术评估

论坛顺利举办，来自国内外各

地的近 300 名研究者和决策者

参与此次会议，探讨发展我国

卫生技术评估的策略与途径。 

与此同时，《循证决策方法

Cochrane 培训班》与《高级经

济学评价培训班》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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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卫生技术评估论坛顺利开幕 

 

2015 年 10 月 31 日，由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主办、复旦大学

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估中心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协办的第九届中国卫生技术评估

论坛在沪顺利开幕，有来自加拿大、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海外学者

以及来自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 300 位

研究者和决策者参与这次会议。此次会议旨在分享国际经验和最新方法学进展，探讨发

展我国卫生技术评估的策略与途径，提高我国卫生技术评估的质量与水平，搭建研究者

和决策者交流的平台。感谢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卫生技术评估合作项目（CP）

和复旦大学重点实验室发展项目的支持。 

 

上午的会议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陈文教授热情洋溢的致辞和国家卫生计生委

基层卫生司诸宏明副司长有关卫生领域卫生技术评估政策需求的发言中拉开帷幕。第一

场分会由卫生技术评估创始人 David 

Banta 教授和我国卫生技术评估倡导

者陈洁教授主持，由各国专家介绍各

国卫生技术评估体系建设的经验。首

先，加拿大 Alberta 卫生技术评估创

新中心主任 Don Juzwishin 教授首先

对加拿大国家和地区两级的卫生技

术评估模式进行介绍。其次，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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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C 商学院 Gérard de Pouvourville 教授结合药品报销介绍法国卫生技术评估的经验。

最后，美国 Lewin 咨询公司资深副总裁 Clifford Goodman 教授从国际视角介绍美国的卫

生技术评估经验。 

  

在分享卫生技术评估国际经验基础上，会议聚焦国内卫生技术评估的体系建设问题。

第二场分会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石磊玉教授与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副司长诸宏

明主持，重点探讨我国卫生技术评估体系建设的策略与途径。由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

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教授首先就如何发展中国卫生技术评估问题发表引导性发言，随后

三位国外专家 Banta、Goodman 和 Juzwishin 以及卫生计生委法制司龚向光处长、人社

部社保中心医疗服务管理处段政明处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张亮院长

分别就卫生技术评估的框架、工具和方法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对中国卫生技术评估

发展的现状和需求进行了分析，为中国卫生技术评估的发展建言献策。 

论坛下午进行两场分会。第一场由

Gérard de Pouvourville 教授与中国医学

科学院卫生政策中心主任代涛教授主

持，邀请来自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Cindy 

Farquhar 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Danny Liew 教授和美国杜兰大学施李

正教授分享卫生技术评估方法学的新

进展。第二场由卫生计生委项目监管中心张朝阳主任和杜兰大学施李正教授主持，邀请

国内五位专家结合卫生技术评估研究案例进行分享和讨论。其中，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黄葭燕教授围绕二代测序在唐氏综合征筛查中的运用介绍其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评估

实践，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应晓华教授结合医疗器械的研究案例介绍卫生经济学评价

的特点，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薛迪教授针对中国公立医院住院医疗的临床路径介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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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状况的分析，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李瑛教授针对宫内节育器的案例介绍其安

全性方面的卫生技术评估，浙江大学医学部卫生政策学研究中心主任董恒进教授围绕治

疗 2 型糖尿病介绍其经济学的卫生技术评估。 

论坛第二天分四个专场讨论。循证专场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阚海东教授和安徽

医科大学副校长胡志教授主持，邀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王吉耀教授、复旦大学护理

学院院长胡雁教授和悉尼技术大学 Alex Wang 教授围绕临床实践指南制定、循证护理实

践等问题进行主题汇报。伦理专场由薛迪教授和董恒进教授主持，邀请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组织库执行主任孙孟红老师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周萍老师围绕生物样本库

和基因检测技术的伦理问题进行主题汇报。经济学评价专场由应晓华教授和山东大学医

药卫生管理学院孙强教授主持，邀请中山大学药学院医药经济研究所所长宣建伟和上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处处长张超围绕大数据和精细化管理等问题进行主

题汇报。政策转化专场由张朝阳主任和陈英耀教授主持，邀请加拿大劳伦森大学教授庞

伟明、美国兰德公司卫生政策研究员于浩、上海市医疗保险办公室李秀娟、北京市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雷海潮从政策转化问题不同的角色视角进行主题汇报。 

中国卫生技术评估论坛已成功举办八届，今年的论坛再次把卫生技术评估领域的国

际国内专家汇聚一堂，分享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搭建起研究者与决策者沟通的桥

梁，共同探讨中国卫生技术评估未来的发展，通过论坛凝聚各方的智慧，共创卫生技术

评估的美好前景，为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服务，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服务。 

（文   池迅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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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决策方法 Cochrane 培训班》与《高级经济学评价培训班》

成功举办 

2015 年 10 月 28 至 11 月 4 日，《循证决策方法 Cochrane 培训班》与《高级经济学

评价培训班》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成功举办。本次培训班由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

验室主办，得到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卫生技术评估合作项目的支持。 

 

循证决策方法 Cochrane 培训班为期三天，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Cindy Farquhar 教

授、Vanessa Jordan 研究员、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王跃平副教授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郑英杰教授主讲。课程以英文授课为主，阐明了循证决策的重要意义及发展，系统

阐述了 Cochrane 系统综述研究的科研步骤，

并指出在研究过程中需注意的关键点、可

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并通过课堂练

习等方式帮助学员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相关

的知识与方法。培训班上，主讲老师们一同

在教室授课，分工协作，内容系统连贯，理

论与应用结合，并及时为每位学员解疑答惑。此次循证决策方法 Cochrane 培训班得到

了学员们的广泛好评。 

高级经济学评价培训班亦为期三天，由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Danny Liew教授、

中山大学宣建伟教授、美国杜兰大学施李正教授及复旦大学陈英耀教授主讲。D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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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w 教授从基本知识出发，教授卫生经济学评价中常用的决策树模型、Markov 模型及

寿命表分析等方法，并在课堂上带领学员应用 Excel 软件进行具体操练应用。宣建伟教

授重点讲授市场准入、药物价格制定、大数据研究应用及谈判策略等，通过许多业界实

例使学员们津津有味。施李正教授围绕慢性病的计算机模拟应用模型，以实际案例深入

浅出地向学员们充分展现经济学评价的过程。陈英耀教授则重点介绍了经济学评价系统

综述的研究应用方法。高级经济学评价培训班从多方面、多视角，结合实际案例应用使

来自各行各业学员收获良多，获得一致好评。 

 

两个培训班在《第九届中国卫生技术评估论坛》前后分别举办，聚焦专题，理论与

应用并重，旨在传播卫生技术评估相关理论，培养卫生技术评估专业人才。培训班学员

通过面对面的授课及案例练习，认真完成了各项预定项目，授课专家与学员就循证决策、

经济学评价方面诸多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经验分享。重点实验室还收集了学员们的

反馈意见，为今后办好培训班积累经验，为促进我国卫生技术评估人才培养及能力提升

贡献一份力量。                                                 （文  明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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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2015 年度会议在沪召开 

 

2015 年 11 月 1 日下午，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2015 年度会

议在上海隆重举行。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医学科研管理办公室与公共

卫生学院领导及实验室研究人员共计 30 余人参加。 

 

本次会议，12 位来自卫生政策、卫生管理、卫生技术评估、卫生经济、医学信息等

领域的国内知名学者齐聚一堂，旨在为促进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及完善我国卫生技术评估

体系建言献策。 

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洁教授主持，陈文院长向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到来表示

欢迎，感谢学术委员会委员们对重点实

验室的关心和支持。医学科研管理办公

室主任张农教授也因学术委员会委员们

对重点实验室的支持表示感谢，强调在

新的发展时期，实验室面临机遇与挑战，

希望加快建设步伐，希望学术委员会委

员为实验室的建设多出谋划策。 

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教授围绕实验室最近一年的工作情况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

汇报，并提出了凝练研究方向、促进政策转化、及如何做好十三五实验室发展规划的考

虑与初步设想。重点实验室周萍讲师对国外卫生技术评估体系的发展进行了介绍，提出

了如何建立中国的卫生技术评估体系的思考，并邀请专家提出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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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们对实验室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并对我国卫生技术评估体系的建设及实验室未来的发展战略各抒己见。各位委员希望根

据实验室的发展阶段，高标准，严要求，早谋划，明确实验室功能定位与发展目标，凝

练研究方向，围绕卫生技术评估重点领域、重点方法进行攻关，重点关注国家的重大问

题和亟需的政策需求，提高卫生技术评估水平，重视成果转化；紧跟国家整体外交政策，

推进我国卫生技术评估及实验室的国际化发展前景；依托于现有学科，探索人才培养与

引进机制，重视科研团队的培养与锻炼，建立实验室短期及长期人才培养机制；组建卫

生技术评估网络，完善协同机制，建立智库网络，形成上下合力，推动我国卫生技术评

估及实验室的长远发展。 

学术委员会一致认为，随着医疗

卫生事业的发展及医改的深入，卫生

技术评估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作为一

门政策研究科学，一定要站在国家所

亟需问题的角度，加强与政府部门的

合作，促进政策转化，促进我国卫生

技术评估的长远发展。 

（文  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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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中期考核 

顺利完成 

 

2015 年 10 月 30 日下午，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开放基金项

目中期考核在上海举行，本次开放基金项目获得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卫生技术评估合

作项目(CMB-CP)和复旦大学重点实验室发展基金的支持。会议由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薛

迪教授主持，出席本次中期考核的专家组成员有浙江大学医学部卫生政策学研究中心主

任董恒进教授，美国兰德公司卫生政策研究员于浩教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黄葭燕

教授，参加此次中期考核汇报的有 10 名来自不同研究机构和单位的成员。 

 

在薛迪教授简要介绍了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总体情况后， 10 名汇报者依次对

自己的研究项目进行介绍，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对卫生技术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评价，

对卫生技术的经济性评价，对新兴医疗技术的评估，还有针对临床路径，以及非政府组

织参与癌症管理的机制研究；涉及的技术类型包括疫苗、含铜宫腔形宫内节育器、小儿

先天性心脏病、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基本医疗保险福利包、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线性

探针技术快速诊断耐药结核病等。汇报者系统介绍了各自研究的框架，进展、阶段性成

果、下一步研究计划以及研究中的困难等。专家组对各个项目进行了评议，指出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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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

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中期考核工

作已顺利完成，专家组的意见及建

议将帮助各项目负责人更好地完成

相关研究。通过实施开放基金项目，

重点实验室希望为推进我国卫生技

术评估的能力建设，促进研究成果

转化决策做出自己的努力。 

（文  许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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