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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圣康华医学研究院  
Sekwa Institute of Medicine



北京圣康华医学研究院

背 景 情 况



q 临床质量管理研究室

q 区域医疗发展研究室

q CDS实验室

q 北京视觉科学研究所

q 北京圣康华眼科医院

q 糖尿病防治研究所

q 医学信息管理服务中心

聖康華: 天佑中華

Sekwa:  Vision

北京圣康华医学研究院  
Sekwa Institute of Medicine

q Joint Clinical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CPI)
q FK Asia Health Research Network
q Better Diabetes Care International (BDCI)
q 中国糖尿病防治促进工程 (BDCC)

q 北京圣康华医学研究院医联体系统

http://eye.sekwa.org/eye-center/comprehensive-ophthalmology


历史背景：

q 洛克菲勒家族与北京协和医学院

Ø 基础：Johns Hopkins创建了现代医学教育的新模式

Ø 最初理想：在东方建造现代医学的摇篮

q 协和对中国医疗机构建设的贡献

Ø 现代医学在东方的基地：惠及医学，惠及东方；

Ø 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阜外医院、儿童医院、妇产医院、301医院、肿瘤医院…

q 协和眼科对中国眼科发展的贡献

Ø 罗宗贤教授、胡铮教授、劳远秀教授、张承芬教授 …

Ø 北大医院：毕华德教授

Ø 复旦大学：林文秉教授

Ø 人民医院：费佩芬教授

Ø 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现青岛大学医学院）：潘作新教授

Ø 中山眼科中心的建设：陈耀真、毛文书教授



榜样：一家承载、记录现代医学发展史的医院… 古老、现代、安宁、舒适..



q 早期创建团队（博士生导师3人，医学博士7人）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圣康华眼科医院 院长
刘熙朴

§ 历任职务:美国Allegheny大学眼科副教授，中国协

和医科大学眼科学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学位委

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专家，北京协和

医院眼科教授、副主任、青光眼专业组组长，中华

眼科学会青年委员《中华眼科杂志》、《眼科》编

委。

§ 兼任职务：挪威特拉姆斯大学临床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

§ 工作领域：眼底病、白内障、青光眼、预防眼科学。



§ 眼底病专家

§ 《中华眼科杂志》杂志编委

§ 中华眼科学会第4、5、6届常委。

§ 我国最早开展荧光血管造影诊断眼底病的专家，

也是最早应用激光治疗眼底病的专家之一。

§ 出版发表各种专著18部，论著145篇。

§ 中华眼科学会科研最高奖金钥匙奖、瑞士劳力

士雄才伟略奖等国内外科学奖10多项。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圣康华眼科医院 首任院长
张惠蓉



刘宁朴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q 眼底外科专家

q 先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眼科和美国杜克大

学眼科中心。

q 主要特长：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治疗。

q 任职：

Ø 北京同仁医院 眼底科主任

Ø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特聘专家

Ø 美国杜克大学眼科中心 客座教授



Torkel Snellingen
M.D.,MPH, DCEH,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Preventive Ophthalmology 

and Public Health



Bård Smedsrød 

Department of Moleculer Biology and Anatomy
Troms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orway



拥有国家外专局授权的外事管理资质

q FK亚洲健康研究组织：挪威、中国、泰国、蒙古、尼泊尔、孟加拉

q IDF项目：美国、韩国、柬埔寨、孟加拉国、朝鲜、巴西…

国际合作



科研工作

q  国家项目:
Ø 国家973项目（与同仁医院合作）

Ø 清华大学项目

Ø 北京残联项目

q 国际项目:
Ø 挪威FK 基金会项目

Ø Norwegian Research Council

Ø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项目



FK Asia Health Research Network

o China：The Sekwa Eye Hospital
o Thailand：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o Nepal：Nepal Institute of Health
o Mongolia：State Res. Center o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o Bangladesh：Impact Foundation

February 2006, 
Great Wall



FK Asia Health 
Research Network

o China：The Sekwa Eye Hospital
o Thailand：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o Nepal：Nepal Institute of Health
o Mongolia：State Res. Center o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o Bangladesh：Impact Foundation



Ronald Danis Matthew Davis

DRS
ETDRS
PRP



Participants of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diabetic retinopathy organized by Dr. Stuart Fine and Dr. Morton 
Goldberg at the Airlie House Convention Center in 1968

Matthew Davis, M.D., Professor and Chair o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Ophthalmology 
Department, Director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Study, Director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Vitrectomy Study.



世博会
上海 2010





第二届中国国际低视力康复论
坛



北京圣康华医学研究院

新型医联体的探索



组织体系

1. 北京视觉科学研究所 (BRIVS) 医联体系统

2. JCPI 医生联盟

3. UniCare 健康管理与医联体系统（更广意义的“医联体”）

Ø 个人健康管理服务（面向个人的服务：健康管家）

Ø 健康管理机构的认证与服务

Ø 医疗机构的认证与服务

4. Medlink 医联体信息系统（魅力医生工作室）



北京视觉科学研究所 (BRIVS) 医联体系统

1. 眼科

2. 中医眼科

3. 视觉康复

4. 神经康复

5. 糖尿病康复

6. 儿童康复

Ø 基于BRIVS专业体系的医联体

Ø 视觉脑科学相关专业的医联体服务体系

http://eye.sekwa.org/eye-center/comprehensive-ophthalmology


1. 眼科医疗部

2. 中医眼科医疗中心

3. 视觉康复中心

Ø 眼病视觉康复

Ø 神经视觉医疗

4. 糖尿病康复医疗中心

5. 神经康复医疗部

6. 儿童康复医疗部

视觉脑科学医学应用研究
与专业服务机构

http://eye.sekwa.org/eye-center/comprehensive-ophthalmology


q小机构：科研型、学院型

q大服务：独立第三方专业服务

Ø 专业领导力

Ø 面向医疗机构的技术支持服务能力

Ø 面向医疗机构的系统质控服务

机构定位（1）



1.服务于患者

Ø 建设以视觉脑科学医学应用研究与医疗服务为核心的区域医疗中心

2.服务于医生

Ø 为视觉相关专业领域的医生提供深造学习和事业发展的平台

3.服务于医疗机构：

Ø 为医疗机构提供视觉相关专业领域的专业技术支持服务

机构定位（2）



1. 北京市医保定点专科医院

2. 北京市残疾人康复协会视觉康复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3. 北京市西城区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4. 北京大学医学部眼视光学院教学医院

5. 国家外国专家局外事管理单位

6. 教育部留学回国基地单位



Empowerment 
through Partnership 
for Service

A dedicated professional team 
with sufficient health care resources, 
a trustworthy health care partner, 
to provide holistic and professional 
support for the needed.

JCPI 医生联盟

因协作，

得提高，

以服务。

ü 获取充分的专业支持资源，

ü 建设有专业精神的工作团队，

ü 成为值得患者信赖的健康呵护人，

ü 为患者提供体系化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q UniCare is committed to be the outstanding 
integrated health care service provider, serving 
customer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terms of trust, 
availability and innovation: 

Ø to develope integrated health care services 
(medical products) that empower health care 
providers, enhance treatment options;

Ø to provide the support and direction that 
ensures patients receive the best care;

Ø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our customers 
and our society.  

UniCare 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致力于医疗专业资源的整合和质量管理

服务，为客户和社区提供先进、可及、

值得信赖的健康管理服务。

① 整合专业资源，赋能医生；

② 为患者提供就医指导和支持服务，确保

患者可以获得最佳医疗服务；

③ 促进客户生命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UniCare 健康管理服务的概念

q Health care managers and administrators 
keep hospitals and doctor’s offices running 
on all cylinders, providing the support and 
direction that ensures patients receive the 
best care. 

q Without a good healthcare management 
system, a healthcare facility would not be 
able to effectively care for patients.  

q These difference-maker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developing new 
medic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empower health care providers, enhance 
treatment options, and serve local 
communities.  

q 健康管理服务的本质，是对医疗专业资源及其

质量的充分理解和掌控、是对医疗专业资源的

质量管理服务，是对医疗专业资源的有效组织

和应用，是在对专业资源掌控基础上对患者就

医的指导和支持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的目标，

是确保患者以最小的经济和时间代价，获得最

佳的医疗和健康服务。

q 如果没有有效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再好的

医疗服务设施都难以为患者提供有效的医疗服

务。  
q 健康管理服务可以赋能医生和医院，从而可以

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和健康服务。健康管理

服务是医疗服务背后的服务，是医院服务能力

和服务效率的“催化剂”，是患者的健康管家。  



JCPI 医生联盟 与 UniCare医联体服务体系

JCPI医生会员 UniCare医联体 UniCare健康管理

1. 观察员

2. 医生会员

3. 认证医生会员

4. 学术委员

5. 专业理事会

1. 基础会员

2. 基本医疗认证服务

3. 专科医疗认证服务

4. 第三方医学影像诊断服务

5. 医院质量管理顾问服务

6. 区域医疗发展支持服务

1. 个人健康管理顾问服务

2. 机构技术支持服务

3. 健康管理师培训服务



UniCare 专业医联体形成的条件

医生团队 基地医疗机构 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专业理事会 有学术领导地位

有可用的资源

项目代理与质量管理工作体系



团队工作，让医生更具魅力 ...

www.MedLink.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