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法医学日 
成都  2018 年 12 月 8 日 

 

Journée médicale franco-chinoise 
Chengdu, 8 décembre 2018 

 

 

组织方  Organisateurs 

本活动由以下机构大力支持  Grâce au soutien de  

法国驻华大使馆 

卫生与社会事务处 

法国驻成都

总领事馆 
法国商务投资署 法国健康产业联盟 



日程安排 

13:00 - 13:30    开场致词 

 

• 法国驻成都总领事满碧滟女士 

 

• 谢强先生，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 法国驻华大使馆卫生与社会事务参赞 白碧安女士 

 

13:30 - 14:15    教育、预防与健康主题交流会 

 

• Eric BRETON 先生，法国公共卫生高等研究学院（EHESP）法国公共卫生 <促进健康> 课题教授，法国

公共健康最高理事会（HSCP）患者健康与安全系统委员会 （CS3SP）成员 : 健康预防与促进 ：改善

人口健康的两项重要举措 

 

• 马吉祥先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与社区卫生处副处长 : 中国慢病控制情况及健康促

进战略 

 

14:15 - 14:30    签约仪式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与法国 VYV 集团关于推动成都市大健康医养金融生态圈建设的战略

合作谅解备忘录 

 

签署方： 

• 武侯区政府代表：区长林丽女士 

• VYV 集团代表：行政总裁卫然先生 

 

见证领导： 

• 谢强先生，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 法国驻成都总领事满碧滟女士 

 
 

14:30 - 14:45    茶歇 

  



 

14:45 - 17:30    主题会议（同时进行） 

主题会议  老龄化：健康老龄的构建要素和方案 

• 主旨发言： 

-法国老龄化与长期护理的关键 

主讲人：罗朗瓦谢，法国财务督察员，前法国国家自理共济金管理署主席 

-老龄化问题及老年照护服务实践 

主讲人：雷建国先生，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成都市老年病医院）院长 

 

• 圆桌讨论：多方参与构建有效的老龄应对机制 

讲者： 

卫然，VYV 集团执行总裁 

黄河，智慧华川养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大卫，IDP 爱健康公司亚太区总经理 

张盈华，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 

胡胜乐，法国 KRG（SeniorAdom）智慧养老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杨珂，优普中国长者照护及健康管理事业部总经理 

主持人：中国社保学会副会长吕建设 

主题会议  糖尿病：糖尿病健康挑战和更好的患者护理解决方案 

• 主题：分级护理体系中的慢性病护理 

讲者：冉兴无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糖尿病足病诊治中心主任 

• 主题：糖尿病足部溃疡管理障碍—医院，患者及社会多方参与的糖尿病足溃疡的复杂管理    

讲者：Emilio GALEA，法国优格 国际医学总监 

• 主题：糖尿病综合管理的现状与未来 

讲者：李焱教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 圆桌会议：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预防和管理 

讲者： 

余学锋教授，武汉同济医院 

Emilio GALEA，法国优格 国际医学总监 

李焱 教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冉兴无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糖尿病足病诊治中心主任。 

主持人：姜玉峰教授，解放军 306 医院创面治疗中心 主任 

主题会议  传染病：抵制抗生素耐药 

• 引入：法国驻华大使馆卫生与社会事务参赞 白碧安女士 

• 主题：跨学科研究对中法两国医疗相关感染和抗生素合理使用的贡献    

讲者：Vincent JARLIER 教授， 巴黎 Pitié-Salpêtrière 医院 

• 主题：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如何应对应对“紧急威胁”CRE 的挑战？ 

讲者：喻华教授，四川省人民医院检验科 

• 主题：微生物实验室在抗菌药物科学化管理（AMS）中的作用    

讲者：康梅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主持人：谢轶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闭幕致辞     卢国萍女士， 生物梅里埃大中华区副总裁 
 



 

AGENDA 

13h00-13h30   DISCOURS D’OUVERTURE 
 

• Mme Fabyène MANSENCAL, Consule générale de France à Chengdu 

• M. XIE Qiang, Directeur général, Commission de la santé et du planning familial de la ville de Chengdu 

• Mme Anne BRUANT, Conseillère pour la santé, les affaires sociales et le travail, 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13h30-14h15   SESSION PLENIERE : EDUCATION, PREVENTION ET SANTE 

 

• M. Eric BRETON, Titulaire de la chaire de santé publique France « promotion de la santé » de l'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anté publique et Membre de la Commission « système de santé et sécurité des 
patients » du Haut conseil de la santé publique : La prévention et la promotion de la santé : 2 leviers 
essentiels d’amélioration de la santé des populations 

• M. MA Jixiang, Directeur du département des maladies chroniques, Centre chinois de contrôle et de 
prévention des maladies : La situation du contrôle des maladies chroniques et la stratégie de promotion 
des bonnes pratiques en Chine 

 

14h15-14h30   CEREMONIE DE SIGNATURES 
 

Mémorandum d’entente stratégique entre le Gouvernement du district de Wuhou de la Municipalité de 
Chengdu et le Groupe VYV portant sur la promotion de l’écosystème santé / vieillissement / finance de Chengdu 
 

Signataires :  

• Mme LIN Li, Gouverneur du district de Wuhou 

• M. Jean-Louis DAVET, Directeur général délégué, Groupe VYV 
 

En présence de : 

• M. XIE Qiang, Directeur général, Commission de la santé et du planning familial de la ville de Chengdu 

• Mme Fabyène MANSENCAL, Consule générale de France à Chengdu 
 

•  

14h30-14h45   PAUSE-CAFE 

 

14h45-17h30   CONFERENCES THEMATIQUES (en parallèle) 

 

CONFERENCE 1 : Enjeux et solutions pour « Vieillir en bonne santé » (salle MORGAN) 
 

Interventions : 

• M. Laurent VACHEY, Inspecteur Général des Finances, ancien Directeur de la CNSA : Les enjeux du 
vieillissement et de la dépendance en France 

• M. LEI Jianguo,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Hôpital du peuple numéro 5 de la ville de Chengdu (hôpital de la 
gériatrie de la ville de Chengdu) : Le vieillissement et la mise en place des services aux personnes âgées 

 

Table ronde : Bien vieillir en bonne santé 

• M. Jean-Louis DAVET, Directeur général délégué, Groupe VYV  

• M. HUANG He, Directeur général, Smart Hua Chuan Senior Care  

• M. David THIERY, Directeur Asie, IDP Santé 

• Mme ZHANG Yinghua, Chercheuse, Centre d’études de la protection sociale internationale, 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 M. Thierry ROUSSEL, Directeur général, SeniorAdom 

• M. Kevin YANG, Directeur des projets d’accompagnement des séniors, Europ Assistance 
Modérateur : M. LYU Jianshe, Vice-président, Association chinoise de l’assurance sociale 
 



 

 

CONFERENCE 2 : Enjeux sanitaires du diabète et solutions pour une meilleur prise en 
charge des patients (Ballroom B) 
 
Interventions : 

• Pr. RAN Xingwu, Vice-directeur du département d’endocrinologie, Directeur du centre de diagnostic et 
de soin du pied diabétique de l’Hôpital de la Chine de l’Ouest : La prise en charge des maladies 
chroniques dans un système de soins à plusieurs niveaux 

• M. Emilio GALEA, Directeur médical international, Urgo : Le fardeau de l’ulcère du pied diabétique, et ses 
complications pour les hôpitaux, les patients et la société 

• Pr. LI Yan, Hôpital affilié à l'Université Sun Yat Sen : La situation actuelle et future de la gestion globale du 
diabète de type 2 

 
Table ronde : Prévention et gestion du diabète et de ses complications 

• Pr. YU Xuefeng, Hôpital Tongji de Wuhan 

• M. Emilio GALEA, Directeur médical international, Urgo 

• Pr. LI Yan, Hôpital affilié à l'Université Sun Yat Sen 

• Pr. RAN Xingwu, Vice-directeur du département d’endocrinologie, Directeur du centre de diagnostic et 
de soin du pied diabétique de l’Hôpital de la Chine de l’Ouest 

Modérateur : Pr. JIANG Yufeng, Hôpital militaire 306 de Pékin 
 
 

CONFERENCE 3 : La lutte contre les multirésistances bactériennes aux antibiotiques 
(salle Carnegie) 
 
Introduction : Mme Anne BRUANT, Conseillère pour la santé, les affaires sociales et le travail, 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Interventions : 

• Pr. Vincent JARLIER, Hôpital universitaire Pitié-Salpêtrière – Assistance publique – Hôpitaux de Paris (AP-
HP) : Contribution des études transversales aux infections associées aux soins et aux programmes 
d’utilisation des antibiotiques dans des hôpitaux français et chinois 

• Pr. YU Hua, Hôpital populaire de la province du Sichuan : Comment le laboratoire de microbiologie clinique 
relève-t-il le défi du CRKP ? 

• Pr. KANG Mei, Hôpital de la Chine de l’Ouest affilié à l'Université du Sichuan : Le rôle du laboratoire de 
microbiologie clinique dans la gestion des antimicrobiens 

Modérateur : Pr. XIE Yi, Hôpital de la Chine de l’Ouest affilié à l'Université du Sichuan 
 
Conclusions : Mme LU Guoping, Vice-présidente, bioMérieux 
 

 

  



 

开场致词 – Discours d’ouverture 

 

法国驻成都总领事满碧滟女士 
Mme Fabyène MANSENCAL, Consule Générale de France à Chengdu 

 

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谢强先生 (XIE Qiang) 
谢强，男，汉族，1962 年 6 月出生（56 岁），籍贯四川金堂，中共党员，西南财经

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1983年 8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成都市计委、

高新区经贸发展局、高新区科学技术局、青羊区政府、青羊区委、成都市卫计委等多

个部门工作，2011 年 12 月任青羊区委书记，2015 年 1 月任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法国驻华大使馆卫生与社会事务参赞白碧安女士 (Anne BRUANT) 
白碧安女士生于 1961 年 9 月，毕业于波尔多政治学院,毕业于波尔多大学（英语语言和

文明），后进入海事管理学院学习，于 1986 毕业为海军军官后，被分配至分管海洋事

务的部委。曾担任多项海洋行政管理职务，1986 年至 1994，曾任卡尔瓦多斯省海事局

副局长；莫尔莱市海事区区长。1994年至 1997 年，任法国农业和渔业部海洋文化办公

室主任；1997 年至 1999年，任法国就业和社会团结部人口与移民总局难民和寻求庇护

者办公室主任；2002 年至 2004年，任法国就业和社会团结部社会，文化和领土行动办

公室主任；2004 年至 2006 年，挂职韦尔万市副市长；2006 年至 2008 年于堪培拉，任

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文化合作参赞；2008年至 2009 年，分管社会事务部委秘书处大

区卫生局成立项目实施主任；2009 年 10 月被任命为社会事务监察员；2013 至 2014，

任法国公共卫生检测所（现国家公共卫生所）副所长。白碧安女士自 2015 年起担任社

会事务监察总局副局长；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担任法国驻华大使馆卫生，社会事务与

劳动参赞。 
 

教育、预防与健康主题交流 – Session plénière 

 

 

Eric BRETON 
Eric BRETON 是法国公共健康最高理事会（HSCP）患者健康与安全系统委员会 

（CS3SP）成员。他同时也是《健康教育与行为》杂志的联合主编。 
 

2010 年以来，他成为法国 Arènes 实验室（UMR CNRS 6051） 成员以及担任教师-研究

员。他同时是由法国国家公共安全署（ Agence nationale de santé publique）资助的法国

公共卫生高等研究学院（EHESP）法国公共卫生 <促进健康> 课题教授。到法国之前，

他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阿联酋积累了广泛的国际研究经验。他的研究项目是加强

地区进行更加平等的健康预防与促进的政策与战略以及复杂项目评估。 
 

他参与了法国公共卫生高等研究学院（EHESP）国家以及外交公共卫生培训项目和欧洲

医疗健康与公共卫生教育培训企业集团（ETC PHHP）项目。 
 

2017 年他联合主持并由法国公共卫生高等研究学院出版了第一本法语健康管理手册。

同年，他为健康领域一线专业人士出版了一本健康管理策略指南。 
 

  



 

 

马吉祥 (MA Jixiang) 
马吉祥，中国疾控中心慢病社区处副处长，博士学历，主任医师，中华预防医学会心脏病

预防与控制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疾控中心硕

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工作，重点开展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

病危险因素研究及防控措施制定与实施、慢病综合防控及评价等工作，获得省部级科技进

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发表 SCI 文章 20 余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 100 余篇，参编论

著 8 部。东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留学两年，世界卫生组织慢病防控咨询专家。主要承担了

省部减盐防控高血压项目、大庆糖尿病三十年随访研究项目、中国主要慢性病风险评估项

目、中国农村糖尿病综合防控项目、WHO 中国控酒现状与对策研究等项目。 
 

 

 

 

主题会议：“健康老龄化”的问题与对策 

Conférence 1 : Enjeux et solutions pour « Vieillir en bonne santé » 

 

 

罗朗·瓦谢 (Laurent VACHEY) 
罗朗 瓦谢，现任法国财务督察员，拥有法国公共卫生高等学院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

文凭。罗朗 瓦谢曾于 2008 年至 2011 年期间担任法国国家自理共济金管理署主席，

该署负责失能老人专项津贴的筹集管理以及帮扶失能老人的公共政策。现罗朗 瓦谢

也是世界银行与法国开发署联合融资支持贵州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专家组成

员。 
 

 

雷建国 (LEI Jianguo) 
雷建国，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医学会副会长，成都医师

协会副会长。目前担任中国高血压联盟理事、四川省医院协会医保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四川省医师协会老年分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委、四川省

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委会常委、四川省医师协会高血压专委会常委、成都医学会

老年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卫然 (Jean-Louis DAVET) 
卫然现任 VYV 集团执行总裁。VYV 由法国若干历史悠久的相互保险机构联合组建，是

法国最大的健康保险集团，同时也是当地最大的民营医疗和社会服务集团。2008 年

至 2017 年，卫然曾任 VYV 成员之一 MGEN 的首席执行官。此外，卫然担任若干保险

公司和基金的董事，并在多个国际机构任职，现任国际合作与相互保险联盟

（ICMIF）的副主席。 

 

黄河 (HUANG He) 
黄河，目前任智慧华川养老（北京）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博士，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本科，中科院博士。历任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主任科

员、副处长，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曾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课

题 10 余项，发表论文 22 篇，其中 SCI/EI14 篇，申报国家标准和专利等 17 项。 
 

 



 

 

 

张盈华 (ZHANG Yinghua) 
张盈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

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问题研究。作为主要成

员参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顶层设计研究，参与完成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等国家决策部门委托重要课题 30 余项，完成各类研究报告 100 余万字，发表中英

文学术文章和研究报告 70 余篇（部）。张盈华还是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

金融分会理事，除了养老金领域以外，还涉猎长期护理保险等的研究。 
 

 

胡胜乐 (Thierry ROUSSEL) 
SeniorAdom 创始人胡胜乐先生，始终活跃于各个商业领域，曾参与创建 Direct Energie

（能源），Neuf Telecom（电信）等著名法国公司。在商业经营以及企业战略方面有

丰富而广泛的经验，是多家公司的商业顾问以及投资人。 

基于亲身经历，胡胜乐发现，对于独居老人群体，在家中因意外或疾病导致摔倒昏厥

并长时间无人施救带来的后果将会十分严重，而且对老年人的身体和精神方面将会有

很大的损伤。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关系到居家老人安全的问题，他与团队共同开发出

一种新的远程护理解决方案 SeniorAdom，利用相关设备和云端智能算法，以智能科技

为老人打造一个安全、安心的居家环境。 
 

 

 

 

杨珂 (Kevin YANG) 
杨珂先生于 2018 年 7 月加入优普中国，担任长者照护及健康管理事业部总经理。杨

珂先生在医疗服务及健康管理领域，积累逾 12 年经验 , 先后于 Meditouch, 

Arjohuntleigh，Weinmann 担任管理工作：包含中国区业务首席代表、销售及营销经

理等。于 2015 年，杨珂先生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专注于为康复师以及康复者提供线

上解决方案，直至他加入优普。杨珂先生拥有上海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目前正在

攻读 DBA（健康政策以及管理学位）。 
 

 

吕建设 (LYU Jianshe) 
吕建设，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副会长、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全

国劳动管理与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特约研究员。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党委书记，原全国社会保险技术标准专

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社会保险经办管理工作及社会保险系统培训工作。曾负责

《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资格技能标准修订、教材编写、试题库设

计等工作。目前牵头并负责《综合性公证养老服务体系》、《相互制长期护理保险研

究》、《社保数据的社会化应用》等课题以及养老服务培训和老年教育的研究工作。 
 

 

 

 

大卫 (David THIERY) 
IDP 爱健康公司亚太区总经理，公司致力于服务老年人和体弱者，通过预防使其能够

留在家中。 

毕业于管理学。 

法国日报工厂负责人，5 年工作经验，带领 20 余名法国员工； 

法国餐饮公司管理负责人，2 年工作经验，带领 50 余名中国员工。 

目前： 

负责 IDP 爱健康公司中华区数字产品授权； 

为 IDP 爱健康公司的商业项目实施启动前试点。 

培训： 

- 由法国巴黎第五大学 COGNAC-G 实验室，致力于人体体弱问题研究及最新人工 

智能产品应用于体弱检测研究的研究人员培训。 

- 受 Humanitude 护理体系培训，为体弱人群提供人性化护理。 
 

 



 

主题会议：糖尿病健康挑战和更好的患者护理解决方案 

Conférence 2 : Enjeux sanitaires du diabète et solutions pour une meilleur 
prise en charge des patients 

 

 

冉兴无 (RAN Xingwu)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糖尿病足诊治中心主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管中心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分中心主任 

四川省卫生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中国医师协会内科培训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常务委员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糖尿病足病工作组组长 

四川省医学会内分泌暨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川省医学会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暨糖尿病学组组长 

西部精神医学协会内分泌暨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川省医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谢病学组组长 

四川省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专科医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milio GALEA 
Emilio GALEA 先生现任法国 URGO 医疗的国际医学总监一职，负责大洋洲及中东地区，为

该地区提供组织再生与伤口管理解决方案的教育培训工作。他拥有英国赫特福德大学

（Hertfordshire）皮肤完整性技能和治疗的硕士学位，其个人及专业目标是通过教育和基

于证据的伤口管理实践来促进这一过程。Emilio 先生活跃于各种国际会议上，并曾获得

阿布扎比卫生当局颁发的年度演讲者奖。他定期在杂志和伤口护理期刊上发表文章，并

发表了《伤口护理产品目录》，为临床医生提供有关 SEHA 设施中最常用的先进伤口护理

产品指南。 
 

 

 

 

李焱 (LI Yan)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肥胖学组副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分会常委 

中国老年医学内分泌代谢分会副会长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糖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糖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药学会内分泌代谢用药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师学会内分泌分会常委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中国糖尿病杂志》《中国医科大学学报》《中国医学前沿杂

志》《药品评价》《国际糖尿病》编委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编委  
 



 

 

余学锋 (YU Xuefeng)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毕业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医学院博士并在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从事研究。 

现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武汉市内分泌学会主任委员、湖北省内分泌学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糖尿病杂志》、《中华糖尿病杂志》、《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

杂志》、《临床内科杂志》、《内科急危重症杂志》、《药品评价》等多家杂志的编

委。 

承担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973 等多项研究课题并有多篇论文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 
 

 

 

 

姜玉峰 (JIANG Yufeng) 
姜玉峰，解放军 306 医院 创面治疗中心主任基础医学博士后。 

师从我国创伤修复研究领域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付小兵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伤修

复与组织再生。 

中国医师协会 创伤外科医师分会 常委兼副总干事，兼组织修复与创面治疗医师专业委员

会、青年委员会 副主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创面防治与损伤组织修复分会 副主委兼糖

尿病足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 创伤学分会 创面修复专科联盟 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 创面及组织修复学组 副主任委员；《感

染、炎症、修复》、《Chinese Journal of Trauma》通讯编委；《中华糖尿病杂志》、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wer Extremity Wound》,《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Wound》

特约审稿。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2014）；全军医

疗成果二等奖（2014）；王正国创伤医学创新奖（2015），第一作者发表 SCI 文章 7 篇；

主编、副主编专著各 1 部，参编、参译专著 8 部；负责国家级课题 1 项，执行负责工程院

院士咨询项目 2 项，学会课题 2 项。 
 

 

  



 

主题会议：抵制抗生素耐药 

Conférence 3 : La lutte contre les multirésistances bactériennes aux 
antibiotiques 

 

Vincent JARLIER 
Vincent JARLIER 教授是法国巴黎 Pitié-Salpêtrière 医院及其附属医学院的细菌学-

卫生学系主任，同时也是法国微生物协会抗生素委员会成员。1992-2004 年曾任

法国卫生部“院内感染防治技术委员会”委员，并在 1999-2004 年期间担任委员会

副主席。1997 年参与创建“法国国家细菌抗菌剂耐药性流行病学观察部” 

（ONERBA）并在 2006-2010 年期间任部长。自 2002 年起担任负责欧洲抗菌素耐

药性监测网络的法国总负责人，并于 2011-2015 年担任该组织主席。 
 

 

 

 

喻华 (YU Hua) 
所在科室：检验科 

职  称：主任技师 

疾病擅长：在四川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医院感染事件中能充分发挥专业技术水平，

多次受到了卫生厅和医院的表彰。 

 个人履历 

1991 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随后进入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

院检验科工作，2008 年晋升主任技师，检验科硕士生导师组成员。现任四川省医学

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检验科教学助理、临床微生物专业负责人，全国细菌耐药监

测学术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参考报》检验医学频道微生物与临床专业委员会常

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微生物与免疫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临床微生物学组委员，四川省

医院感染质量控制中心常务委员、细菌耐药监测组组长，四川省防痨协会常务理事。 

2011 年负责建立了四川省细菌耐药监测网，为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抗生素

预警提供科学依据。2013 年负责起草了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实践培训基地试行管理

办法（讨论稿）”、“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实践培训教学大纲”，为国家细菌耐药监测

网建设、质量控制提出建设性意见。2014 年，带领微生物室成功申报，成为全国首

批 6家“全国细菌耐药监测实践培训基地”之一，负责举办了四期“全国细菌耐药监测实

践培训班”。 
 

 

康梅 (KANG Mei) 
教授 

医学博士 

研究生导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临床微生物室技术负责人 

中国医师协会病原微生物检验质量管理专委会委员 

中国侵袭性真菌耐药监测网（CHIEFNET）核心专家组成员 

欧洲临床临床微生物和感染病学会药敏委员会 CHiCAST 分委会委员 

中国医药保健促进会临床微生物与感染病分会委员 

四川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分会委员 

近五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及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30 余篇 

负责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项目一项 

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谢轶 (XIE Yi) 
谢轶，博士，副主任技师，硕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秘书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分子诊断学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及免疫学专委会真菌学组委员 

四川省临床检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课题负责人（鲍曼不动杆菌群体感应系统中 abaI/R 

基因功能及调节机制的研究）。参与多项国家级科学研究项目，其中包括卫生部临

床学科重点项目、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项基金、科技部支撑计划、卫生部公益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项目等。 

主要参编教材和书籍：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临床免疫学与检验（第五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医学检验项目选择与临床应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微生物生

物膜与感染》人民卫生出版社、《感染控制最佳实践系列教育丛书 多重耐药菌感

染》人民卫生出版社。 

发表文章 60 余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3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20 余篇。 
 



 
 

 

本活动由以下机构大力支持 – GRACE AU SOUTIEN DE 

 

 

植根于亚洲市场的埃顿是国际领先的智能设施管理专家，始终位于技术的前沿。 

埃顿是国际领先的综合设施管理(IFM)专家，由法国企业家博龙先生创立于 1997

年，集团总部设在上海，在综合设施管理行业拥有 20 年丰富的专业经验，团队不

断壮大，在全球 25 个国家拥有 26,000 名员工。埃顿的业务遍及中国 70 多个城市，

全球运营网络分布于中国、东南亚、中亚和非洲。包括位列财富 500 强, 福布斯全

球 2000, FTSE10 和 CAC40 在内的各行各业不同类型的客户都选择信赖埃顿来进行战

略外包。 

凭借 20 多年的运营卓越、行业专长和技术能力，我们为设施的运营者带去安心，

为使用者创造理想的环境。通过确保人力、资产、环境和技术之间的动态平衡，

埃顿智能医疗和养老护理解决方案将帮助医疗和养老机构提高运营效率和透明

度，同时为入住的病人和长者带去舒适、便利和生活品质。 
 

 

生物梅里埃公司创建于 1963 年，公司依赖自身的科技创新和工业生产资源，始

终致力于研发作为医疗和工业用途的体外诊断产品。生物梅里埃的诊断系统由

试剂、仪器和软件组成，主要围绕传染病、工业微生物控制、心血管病和肿瘤

等四个战略领域来设计。 

梅里埃家族在企业界和国际公共卫生界积极推动对传染病的防控，致力于微生

物领域发展。与各国建立多个项目例如建立新发病原体鉴别联合实验室、医院

感染控制项目等。 

公司目前经营产品超过 2000 余种，公司上市的所有产品均遵循同行业最高标

准，并通过 ISO 国际质量认证。 

梅里埃在世界15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办事机构、研究发展中心和制造工厂，

业务遍及世界六大洲，全球雇员约 10400 人。 

多年来，生物梅里埃秉承“在中国，为中国，与中国共发展”的战略，大中华区

的六个分公司共有员工约 450 人，其中成都分公司设立于 1999 年，在四川省的

主要客户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业微生物主要服务于成都

市和四川省的临床检验中心和药监局、高校企业等。 
 

 

 

 

1963 年优普援助集团诞生于法国巴黎，是全球领先集援助服务与风险解决方案于一

体的服务提供者，是世界 500 强忠利集团旗下成员。 

        以“用心服务”为宗旨，50 多年来，依托 7*24 一站式联络中心和技术融合，通过

遍布全球的认证服务网络，优普已累计为全球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3 亿客户提供各

类援助服务。 

        优普于 1989 年进入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设有分支机构，目前已为

逾 30 万中国公民提供各类旅行援助及礼宾服务，亦为中小微企业开启一站式服务解

决方案。 

于长者照护和健康管理领域，在法国，优普每年为超过 6 万名居家长者提供约 100

万次各类援助帮扶服务，内容几乎涵盖长者日常所需的所有辅助护理种类。 

在美国，优普收购了全美第一大“居家养老平台”Carelinx，并组建了全球规模最大，

拥有超 30 万名专业护理人员的上门服务网络。 

在中国，凭借 30 年来扎根本土、服务全球的运营经验和丰富齐备的海外医疗及康健

养护资源，优普于 2018 年正式进驻中国长者服务市场，成立优|关爱事业部。 
 

  



 

本活动由以下机构大力支持 – GRACE AU SOUTIEN DE 

 

益普生集团是一家以创新和专科疾病治疗为主导的国际生物制药公司，其 2017 年

的销售总额呈双位数增长。益普生集团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生物科技公司，承诺

每年引进一个新产品或添加一个新的适应症，目前业务发展策略由三个目标疾病领

域支撑：即肿瘤学、神经科学、和罕见病。同时，集团通过持续发展 OTx 商业模

式，在以胃肠道疾病为主的多元健康产品领域中也有卓越表现。1992 年，益普生

进入中国并在天津成立代表处开展业务，随后于 1997 年在天津华苑产业区建立起

符合欧盟GMP 标准的博福-益普生（天津）制药有限公司。经过 26 年的稳健发展，

目前益普生中国已经成为集团在全球范围的第三大市场，现约有员工 1000 名。 
 

 

 

 

关于赛诺菲 

赛诺菲致力于帮助人们应对健康挑战。我们是一家全球生物制药公司，专注人类健

康。我们用疫苗预防疾病，提供创新的治疗方案减轻病痛和困扰。我们助力罹患罕

见病的极少数人，也支持长期受慢性病困扰的千万患者。 

赛诺菲共有 10 万余名员工，遍及 100 多个国家， 致力于将科学创新转化为医疗健康

解决方案。 

Sanofi, Empowering Life. 赛诺菲，让生命绽放。 
 

关于赛诺菲中国 

赛诺菲于 1982 年进入中国，总部位于上海，业务覆盖制药、人用疫苗和消费者保

健。集团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广州、福州和乌

鲁木齐共设有 11 个区域办公室，并在北京、杭州和深圳建有三家生产基地。赛诺菲

在中国约有 9,600 名员工。 

赛诺菲在上海设有中国研发中心和亚太研发总部，在成都设有全球研发运营中心，

并在苏州设有全球研究院。我们的研发专注于中国与全球的高发疾病，如肿瘤、免

疫类疾病、代谢性疾病等。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anofi.cn，或关注“赛诺菲中国”微信公众号 
 

 

创立于 2012 年 SeniorAdom 公司（法语意为：居家养老），是法国新一代

远程智能养老监护系统服务商，目前已经成为法国远程护理行业中的领头

企业。自创立之初，便以“用高效智慧便捷的方式保证每一个老人的居家

安全”为宗旨。其创新的无佩戴监测体系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自动学习来

记录用户的生活习惯，当系统检测到独居老人或行动不便者在家中出现异

常情况时（如昏厥、摔倒、或是虚弱（身体或精神）引起的意外等），将

会迅速通知亲属或看护人员，从而有效解决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者的居家

安全问题。 

SeniorAdom 于 2017 年因其先进创新的技术被中国政府所发现。之后于

2018 年 1 月，在中法两国元首的见证下，SeniorAdom 和 Sigfox 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并被选中和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CDHT)进行项目测试，之

后共同开发中国市场。该项目测试为期一年，将首先在 1500 多名独居老

人家中部署 SeniorAdom 解决方案：包含安装在每个房间内的若干运动传

感器，一个房门传感器和一个 GPS 定位按钮。之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计划投资 3 亿美元，用于在成都等中国 20 多个主要城市部署该解决方

案。 
 

 

 

 

  



 

本活动由以下机构大力支持 – GRACE AU SOUTIEN DE 

 

 

施维雅是一家由非盈利性基金管理的国际制药公司，总部位于法国（叙雷讷）。施

维雅在 149 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际业务，在全球共有 21,700 名员工；2017 年营业额

为 41.52 亿欧元。 作为一家完全独立的企业，集团将其 25%的营业收入投入到药品

研发工作中（不含仿制药），并将其所有利润用于企业发展。在心血管疾病、免疫

炎症疾病、神经变性疾病、癌症和糖尿病等五个卓越领域持续不断的追求创新，以

及在高质量仿制药物方面的举措，是施维雅持续增长的动力。施维雅还提供药物开

发以外的 eHealth 解决方案。 
 

 

法国优格医疗隶属于优格集团。集团始于 1880 年，总部设在法国巴黎。自

创立以来，集团专注于伤口愈合、外科敷料、皮肤护理及非处方药品。目

前为止，优格产品已行销至超过 80 个国家。 

法国优格于 1998 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有员工约 100 名，产品覆盖超过 30

个省、2000 余家医院，为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和各类患者提供高质量的革新

产品及完善的专业售后服务。 

优格基金会（URGO foundation）成立于 2010 年，由 URGO 集团 CEO Pierre 

Moustial 先生担任主席。法国优格通过基金会支持科学研究，开展预防性的

卫生活动，敷料的捐赠及资助等活动，与患者及专业医疗人士携手，在先

进伤口护理和儿童福利方面进行充分合作。在与医生、护理人员及多学科

团队的合作中，URGO 基金会提高了对糖尿病足的各种问题的认识、知识、

定义和理解。 
 

 

 

 

VYV 集团由法国两大健康相互保险集团 MGEN 和 Harmonie 发起并由众多历史悠久的

相互保险机构和集团联合组建，是法国最大的健康保险集团，同时也是当地最大的

民营医疗和社会服务集团。 

VYV集团为超过一千万会员（近法国总人口的20%）提供相互保险产品和相关服务，

年营业额达 90 亿欧元，保障群体包括在职人员、年轻人、学生、退休人员、其他弱

势群体等，产品涵盖个人和团体的基本医疗险和补充医疗保险、收入险、长期护理

险、养老年金险等。同时，集团通过旗下管理的近千家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为参

保会员及社会大众提供医疗健康、养老扶幼、疾病预防及其他社会服务。 

集团的宗旨是发挥相互保险的特点和集团优势，为会员提供覆盖其一生的人身保

障，并为社会保障作出贡献。 

VYV 集团在中国与健康产业、保险行业、社保系统、养老服务、科技创新等各领域

的业界伙伴展开广泛联系与合作。集团主要发起会员之一法国教育健康相互保险机

构（MGEN）自 2010 年以来就进入中国，与中方合作伙伴就相互保险和长期护理保

险展开研究与实践探索。 
 

 

  



 

 

组织方 – ORGANISATEURS 

 

 
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法国驻华使馆 

卫生和社会事务处 
 

 

 
法国商务投资署 

 

 
 

法国健康产业联盟  
CLUB SANTÉ CHINE / FRENCH HEALTHCARE ALLIANCE 
 

国健康产业联盟成立于 2013 年法国总统对中国正式访问期间，在法国驻华大使馆

的支持下，该联盟集聚了 100 家活跃在中国的法国医疗健康领域企业（涵盖制药/

生物技术，医疗科技和电子健康公司，公立/私立医院，养老机构运营商，建筑设

计事务所，服务和培训供应商，研究机构等）。 
 

我们的目标是： 

• 提供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具有竞争力和创新性的产品及服务； 

• 与中国本土相关机构（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相关部门，投资者，医院，研究

所等）开展医疗，科学，金融和商务方面的增值合作。 
 

法国健康产业联盟由五个主题工作组组成：  

1. 医院设计及管理；  

2. 健康老龄及老年护理；  

3. 糖尿病与癌症；  

4. 传染病； 

5. 电子健康。 
 

网址：www.french-healthcare-alliance.cn 
 
 
 

 
 

如需垂询，敬请联系法国驻成都领馆商务投资处： 

• 戴旭映女士，项目官员（北京）xuying.dai@businessfrance.fr  

• Benoit COLINOT 先生，高级商务官员（北京）benoit.colinot@businessfranc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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