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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社康是一家全球非营利咨询机构，致力于在低、中、高收入国家提升人们的就医机会，

以使更多人享受高质量、付得起的医疗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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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所有人，不论身处何地，不论年龄几许，

都有权利享受到高质量、付得起的医疗服务，

过上健康充实的生活。

机构介绍：

艾社康（上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简称艾社康）是一家

全球非营利咨询机构，致力于在低、、付得起的医疗护理

服务。中、高收入国家提升人们的就医机会，以使更多人

享受高质量

目前艾社康已与国内外众多公共和私营领域的大健康行业

翘楚和新兴创业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推动健康养老创新

在国内外的拓展，更好地服务大众。

艾社康希望通过研究与分析，发掘并记录某

个国家或地区在健康领域的最佳商业或政策

模式，从而将其向更多国家地区应用推广。

我们致力于促进国际间知识和经验的交换，

在国与国之间搭建交流合作的渠道，创造协

作创新和业务拓展的机遇。

全球健康
创新伙伴

机构简介



我们专注于促进国内外医疗健康领域的创新和生态系统搭建，以未来健康创新平台为核心，

整合艾社康全球的知识和资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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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健康创新平台1
搭建大健康领域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从以医院医疗为核心的服

务模式转向更以人为本的服务模式

未来健康学院2
从政策、产业及创新案例的研究分析着手，建立全球健康领域的

创新知识中心

咨询业务3
基于当地的和国际的专业资源背景，助力高质量、可支付的健康

领域创新项目的落地与发展

公益项目4

通过公益性的平台与活动对健康领域的创新创业者提供支持，激

励社会有生力量关注并加入到健康事业中来

政府部门与智库

行业领军机构

学术机构

创新企业与创业者

基金会

非营利性组织

合作伙伴与合作业务：

业务模式



我们关注于面向未来的健康体系转型，致力于从服务、支付与科技三个维度推动以患者为中

心的整合式健康体系(PCIC)建设

艾社康旨在推进高质量、付得起的未来卫生健康系统，推动从目前以医院

医疗为核心的服务模式转向更以人为本的医疗健康服务模式。

我们认为，以人为本的医疗健康服务需包含四大要素：

1）整合的：有机整合的创新医疗模式为患者提供从居家社区到医疗机构，

从疾病防治到健康管理的全周期服务；

2）可及的：通过更好地利用与配置医疗资源，提升地区内和不同地区间医

疗健康服务的可及性；

3）科技赋能的：通过医疗与信息技术的结合赋能健康服务模式的创新，为

实现以人为本的智慧健康服务提供更多可能；

4）价值导向的：以提升患者价值为核心目标，不断改善医疗健康服务的产

品与流程，使其更契合患者的真实需求、降低医疗成本、实现卫生系统的

可持续发展；

整合医疗、在地养老

健康管理、医养结合

数字医疗、科技助老

科技转化、智慧健康

价值医疗、健康金融

医保改革、商保创新

健康服务模式创新

健康科技创新与应用

健康服务支付模式创新

关注领域

关注疾病

癌症、慢病、罕见病、

认知与脑健康、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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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领域



我们的研究团队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知识和经验，搭建集政策分析、行业研究、案例分

享与前沿资讯为一体的知识中心，为政府、NGO和企业等合作伙伴提供行业洞见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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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行业研究

我们开展针对大健康领域行业的研究，从而获得对行业发展

趋势的综合判断，并由此在业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推

动行业的发展。

02. 政策分析

我们研究大健康领域的相关政策与实践，对全球健康创新产

业的政策环境获得深刻了解。

03. 创新案例分析

我们对创新的商业模式进行研究和评估，以此更好地理解那

些行之有效的商业策略，启发大健康领域的更多创新。

老龄人口政策

健康护理系统

长期看护政策

服务质量升级

公共-私人资源合作

商业创新

高值药械准入模式

前沿技术应用

医疗服务升级转型

筹资支付模式创新

价值医疗模式创新

政策创新

研究重点: 研究话题:

学术研究



相比传统的咨询服务，我们关注项目落地，咨询团队为合作伙伴提供项目执行和落地支持，

包括行业资源对接、寻找合作伙伴、交易支持，推动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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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伙伴
Advisory Partner

合作伙伴
Engagement Partner

• 研究调研

• 案例学习

• 知识整合

• 策略制定

执行伙伴
Implementation Partner

• 团队支持

• 资源对接

• 需求评估

• 资源对接

• 专业机构参访考察

• 投融资服务

我们的专业咨询团队将根

据项目提供有针对性的市

场分析与策略制定

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寻找、

联络所需资源，协助伙伴

建立合作，推动项目发展

我们直接参与到用户的团

队中以提供长期的落地支

持，协助项目加速落地并

提升项目价值

咨询服务

深入理解市场格局

协助制定相应战略

合作推动策略实施

长期支持战略合作



我们希望联结大健康领域有志于影响行业发展、注重行业创新的各方领军力量，目前已有

50+跨行业的领袖机构成为未来健康平台的创新伙伴，享受平台的定制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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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生物制药 & 医疗器械

科技与大数据

金融与保险机构

医疗服务机构

学术机构

优质创新企业

非政府组织/第三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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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政策倡导：通过我们的深入研究和平台资源，将研究成果和倡导思路有效定向传播，

推动政府、产业及社会对重要健康课题的关注重视，催化该领域的政策制定和业务创新

 联合新加坡、印度、菲律宾等

国的专家一同撰写关于亚太肿

瘤筹资创新的白皮书

 对亚太9个国家地区的肿瘤筹资

与支付核心专家进行访谈，积

累最前沿行业洞察

 针对整个亚太地区的208种支付

模式进行梳理，深入分解剖析

40余种创新模式

 在新加坡的经济学人杂志”肿瘤

战争”大会上正式发布白皮书，

反响热烈

由某国际领先药企赞助发布《亚洲9个国家与地区癌症筹

资：创新与趋势》白皮书

 首份针对中国罕见病用药保障

情况的研究报告

 探索梳理中国地方及其他国家

在罕见病用药保障创新方面的

经验

 该报告在2018年第二届国际健

康金融高峰论坛上正式发布，

20余家行业主流媒体针对报告

和罕见病用药进行了报道

 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期间，

上海市政协委员提交关于上海

加强罕见病用药保障提案

由某国际领先药企赞助发布《加强中国罕见病患者用药保

障》行业研究和政策建议报告

示例 示例

成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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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学术与课题研究：选择重要研究领域，组建专业团队并利用机构外部专家资源，为

合作伙伴提供深度项目支持，并共同建立中国、亚太和一带一路地区的知识积累和研究洞见

 系统梳理各国家卫生领域的政

策及发展情况，包括医疗服务、

医药产业、卫生支出等

 完成系列专家访谈，洞悉各国

在医疗卫生领域投资的机遇与

挑战

 项目预计于2019年底完成

 为进一步更有针对性的在上述

国家进行卫生政策与产业投资

研究打下基础

与中山大学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及非洲国家公共卫生政

策研究项目

示例

 同杜克昆山大学联合承接并执

行研究工作，项目由亚太卫生

观察所（WHO-APO）发起

 对亚太6个国家进行系统性地文

献梳理，总结其在整合医疗领

域的成果与挑战

 对亚太6个国家地区的卫生部门

高级政府官员进行访谈，从上

层建筑层面深入了解整合医疗

在各国的战略方向

 项目历时2两年，目前已提交项

目中期报告，完成案头研究数

据收集

作为主要参与方完成WHO关于亚太整合医疗发展与比较

的长期研究项目

示例

“Integrating Hospital Care 

with Primary Care and Post-

Acute Care for People with 

Chronic Disease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Singapore, China, Philippines, 

India, Vietnam, and Fiji”

“一带一路”及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公共卫生政策研究项目，

聚焦肯尼亚、尼日利亚、安

哥拉、莫桑比克、越南、菲

律宾、尼泊尔7个国家

成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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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战略咨询与落地协作：我们与伙伴的团队紧密合作，推动创新战略的制定和落地实

施，并在撮合外部合作、传播项目成果和建立行业影响力等方面提供长期支持

 完成中国准入与市场环境调研，

以及“价值医疗”在中国发展趋

势分析

 协助其共同制定以“价值医疗”

为核心的创新商业模式和执行

策略

 将其接入我们的资源网络，为

试点项目的落地对接合作伙伴

 协助其项目团队进行内外部协

调与项目管理

 在媒体传播上提供知识与内容

支持

作为长期合作伙伴推动某知名国际医疗器械公司的创新业

务战略制定，协助其团队完成试点项目落地

示例

 为其进行进入中国的先期可行

性研究，助其共同制定中国拓

展战略

 在我们的资源网络中为其进行

有效的合作伙伴筛选与匹配

 协助其完成多次中国考察行程，

实地了解中国市场并与潜在合

作伙伴会面

 协助其和国内合作伙伴三方一

同撰写试点项目策划书，直接

参与试点项目的开发与落地

作为长期合作伙伴协助某欧洲知名健康科技研究所发掘中

国合作伙伴，并支持中国合作项目落地

示例

成果案例



• 《World Class》

纽约大学朗戈尼医学中心从困境走向成功的传奇转型之路

• 《Voices in Dementia Care》

失智症照护领域国际专家访谈录

• 《Aging with Dignity》

欧洲老龄照护创新模式集锦与分析

• 《Aging Well》

美国老龄照护创新模式集锦与分析

我们的出版物包含：书籍、白皮书、案例研究等形式，对中国及全球范围内健康领域创新模

式进行深度研究，收录分析最佳实践案例，为利益相关者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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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出

完成报告 已出版中文书籍

已出版英文书籍

• 《加强中国罕见病患者用药保障行业研究和政策建议》白皮书

• 《亚洲九国癌症支付创新模式》白皮书

• 《按疗效支付 - 创新疗法的支付转型》白皮书

• 《创新为老服务趋势》报告 2019 刊 & 2018 刊

• 《上海地区认知症社会认知现状调查与对策建议》报告

• 《剪爱公益》案例分析报告

• 《价廉质优 – 新加坡医疗的故事》

系统性地介绍了全球最顶尖的医疗系统之一：新加坡医疗卫

生系统的发展与现状和其实现“价廉”与“质优”兼得的成功经验

• 《生命时速 – 拯救两百万生命的创新急救模式》

详细介绍了印度覆盖7.5亿人口的国家级院前急救医疗体系搭

建的故事，同时也是公私合作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典范



我们的团队根植中国，拥有丰富的战略咨询、交易服务和业务拓展经验，同时汇集外部专家

与全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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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咨询与研究团队成员 中国行业领袖网络

全球资源

艾社康目前共有行业领袖320+位，包括大健康及

养老领域中：政府专家、机构与高校学者、企业领袖、

资深投资人和企业创新部门主管。

我们的业务分布在美国、瑞典、荷兰、印度、新加坡、

菲律宾，及中国（北京、上海和香港）

贾大葶

咨询与
业务发展

刘畅

战略方向和研
究顾问

李群

战略咨询与
交易服务

郑蕊

咨询与
业务发展

张瀚文

研究与咨询

贾帅琦

咨询与
业务发展

于哲

咨询与研究

冯元博

研究与咨询

蓝丰颖

咨询与研究

团队介绍



联系我们

李群

艾社康中国

Qun.li@accessh.org

+86 18601717695

刘畅

艾社康新加坡、大中华区

Chang.liu@accessh.org

+86 1500093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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