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 

《 中 国 卫 生 信 息 管 理 杂 志 》 社 

卫信学会函〔2018〕7 号 

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 

关于召开 2018(13th)中国卫生信息技术/健康 

医疗大数据应用交流大会暨软硬件与健康医疗

产品展览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计划单

列市、副省级城市卫生计生委（卫生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各直

属联系单位，各有关单位：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为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及“实施健康

中国战略”、“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充分动员发挥社会各方力量，促进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与卫生健康事业、产

业的深度融合、开放共享，加快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健康医疗大

数据应用发展，增强群众获得感、破解医改新难题、发展经济新动

能、促进健康产业加快建成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中国卫生信息管理

杂志》社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卫生信息与信息学合作中心定于 2018

年 5 月 16-18 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2018（13
th
）中国卫生信息

技术/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交流大会暨软硬件与健康医疗产品展览

会”，现将大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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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会主题 

大卫生 大健康 大数据 大产业 

二、大会时间、地点 

（一）会议时间。5 月 15 日下午 14：00 至 5 月 16 日下午 20：

30 报到注册。16 日下午拓导培训与卫星会，17-18 日大会。 

（二）会议及报到地点。济南国际会展中心（地址：山东省

济南市高新区新宇南路 1号；电话：0531-88695383；网址：http:

//www.jinancec.com.cn）。 

三、大会主要内容 

（一）主题演讲。以落实十九大精神，推进国家大数据战略

和健康中国建设为出发点，围绕大健康中心，树立大卫生理念，

聚焦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健康医疗事业、产业深

度融合应用热点问题邀请高层领导、国内外卫生和 IT 领域院士、

知名专家学者、领军人才进行大会演讲。 

（二）论坛交流。内容包括：1.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试点与省

级示范应用；2.大数据与临床科研应用；3.大数据与现代医院治理； 

4.大数据与药物使用；5.大数据与国民营养和食品安全；6.互联网

+分级诊疗；7.互联网+健康养老；8.医院信息平台与智慧医院；

9.电子病历与医疗质量；10.中小医院信息化与能力提升；11.远程

医疗与移动医疗；12.信息一体化与医疗联盟；13.基层卫生信息化

与家庭医生签约；14.区域医疗卫生协同与电子健康卡；15.公共卫

生与健康管理；16.卫生信息标准发展与实践；17.数据中心建设与

信息安全；18.人工智能与临床应用；19.区块链与新技术应用；20. 

健康产业与投融资创业；21.家庭健康、科学健身与健康美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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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管理与老年保健；23.中医药信息化；24.医药器械；25.卫星

论坛若干。 

（三）表彰与颁奖。大会将对医疗卫生机构大数据与互联网+

应用突出的优秀案例和全民健康信息化标准知识竞赛优秀个人进

行表彰和颁奖；向 2017 年度通过区域、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

成熟度测评的单位授牌。 

（四）拓导与培训。为加强对信息技术和健康医疗大数据理

论知识与实践应用指导，更好推进重点业务工作，将在 5月 16 日

下午举办拓导与培训课，主要内容包括：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

展案例解析、卫生信息标准成熟度测评与应用、数据资源治理、

医院信息化顶层设计与医院数据中心建设、电子健康卡技术规范

与网络信息安全等。 

（五）成果与技术主题展示。会议期间安排全民健康信息化

IT 软硬件产品、健康医疗产业产品两大场景式主题成果展区，对

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信息技术应用软硬件产品和健康医疗产品

进行集中展示，促进政、产、学、研、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六）优秀论文交流。大会组织论文征集活动，评选优秀论文

并颁发优秀论文证书。优秀论文将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卫生

信息管理杂志》上刊登。 

四、大会征文及要求 

（一）征文内容。 

1.围绕大健康中心，树立大卫生理念和战略、健康医疗大数

据应用与发展、健康产业培育与发展，开展相关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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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成就总结。分享关键信息技术成果应

用实践经验，探讨信息化在推进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医疗

保障、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等医改重点任务方面所发挥的作

用与成效。 

3.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与应用研究。探讨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体系建设、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开放与资源共享、健康医疗大

数据深度挖掘和广泛应用、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新业态培育等方

面理论与实践。 

4.信息化和大数据促进健康服务业与健康产业发展研究。分

享信息化和大数据在健康管理、医疗医药、康复智能、养老养生

等不同维度促进大健康产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5.卫生统计理论、医改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统计方法和实证

研究，数据挖掘与分析利用成果及经验分享。 

6.基层卫生信息化和居民健康卡工作进展。介绍基层卫生信

息化建设、“医联体”和“医共体”建设经验。交流居民健康卡

助力推进分级诊疗，在医疗卫生服务、居民电子健康档案、预约

挂号、社区医疗、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区域卫生信息共享、健

康金融协同服务等领域的应用范例。 

7.数字化医院建设。分享临床护理信息化、电子病历、电子

处方应用和远程医疗等方面理论与实践。 

8.卫生信息标准研制与信息安全技术应用进展。交流电子健

康档案、电子病历标准符合性测试以及区域（医院）信息化互联

互通研究论著和实践经验。探讨电子政务与卫生信息安全技术与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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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基因测序信息表达、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和数字设备在卫生与健康领域应用发展前

沿和先进经验探讨。 

10.国内外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趋势，前沿信息科技

动态和研究成果。 

11.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各省市和各高等院校重大科研资助

项目进展和相关重大科研成果。 

（二）征文评选及奖励办法。 

1.评选办法：活动主办方将在征文截止后组织有关专家组成

评委会，依据科学、创新、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所有征文进行评

选。 

2.奖项设立：本次征文活动设立优秀论文一、二、三等奖，

大会期间颁发优秀论文证书；对积极组织参与的单位评选最佳组

织奖。 

3.论文一经录用，将编入大会论文集。安排优秀论文在《中

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优先发表。 

（三）论文稿件要求。 

论文可按照《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征稿启事要求撰写。

具体要求如下： 

1.尚未公开发表，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文字简练，数据可

靠，图表清晰，篇幅限 5000 字以内。 

2.登录《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社网站（www.chim.org.cn），

在线投稿。 

3.征文截止日期：2018 年 4月 21 日。 

五、大会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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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邀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山东省委省政府、济南市

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两院院士参会。 

（二）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及产业园建设江苏、福建、

安徽、山东、贵州 5个国家试点省卫生计生委、发改委、经信委、

财政厅等部门领导及相关人员，南京、常州、福州、厦门、济南、

合肥、贵阳 7个试点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信息化与统计主管领导，信息中心

领导及管理人员。 

（四）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主管领导、信息中心主任及

统计信息部门有关人员。 

（五）疾病控制、妇幼保健、卫生监督、血液中心等有关卫

生机构主管领导、统计与信息部门有关人员。 

（六）从事卫生统计、信息技术、健康医疗大数据工作的教

学、科研专家和学者。 

（七）信息化产品、开发和技术服务企业，信息化工程设计

和咨询机构管理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 

（八）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科技创新及投融资领域企

业管理和技术人员。 

（九）大健康产业的技术开发人员与企业管理人员。     

（十）本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各联盟（委员会、理事会）以

及各省级学会的全体委员、会员（常务理事、理事）等人员。 

六、大会有关要求 

请各单位做好大会宣传工作，转发会议通知，积极组织本地

区本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并推荐大会演讲题目和演讲人。 

七、报名、注册交费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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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须知。为保证大会代表住宿，请参会人员提前通

过会议官方网站注册报名，预订会议协议酒店床位。网上报名地

址：www.chia-moh.org.cn。 

（二）注册交费。 

会议注册费为 1600 元/人（含会议资料费），交通费、食宿

费自理。5月 1日前（以汇款转账日期为准）会议注册费优惠为

1200 元/人。5月 10 日及以后不接受汇款交费。已向学会缴纳会

费会员享受优惠价格 1200/人。已交注册费但未参会的人员，会务

组可提供发票但不予退款。注册费交纳方式： 

1.电子汇款及转账。 

汇款账号：0200003209014482052 

户    名：中国卫生信息学会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地安门支行 

2．邮政汇款。 

户    名：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 

汇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7-7 号致真大厦 c座 14 层 

邮    编：100191 

收 款 人：邱茜会 

通过以上方式交会议注册费时，请在备注栏注明“2018 济南

会议”及单位、姓名，写明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确认常用电子邮

箱，以便发送电子发票。 

八、大会联系方式 

（一）网站及公众号二维码。 

请关注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网站及中国卫生信

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和《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官方微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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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号（搜索“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中国卫生

信息管理杂志”或扫描附件二维码），及时了解大会信息。 

学会官网地址：http://www.chia-moh.org.cn。 

（二）论文投稿。 

《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社 

联 系 人：朱岩、郝惠英 

联系电话：010-68792722、68792496 

传 真 号：010-88316396 

电子邮件：chim@nhfpc.gov.cn  

地    址：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 6 号中仪大厦 428，邮编

100044 

（三）成果与技术主题展示注册报名。 

1．信息化软硬件产品展示： 

联 系 人：胡文生、韩玉哲 

联系电话：010-68792746、68792858 

传 真 号：010-68792478 

电子邮件：huws@nhfpc.gov.cn、hanyz@nhfpc.gov.cn 

2．健康产业产品展示： 

联 系 人：曹献民、刘少强 

联系电话：15910676667、13701219791 

传 真 号：010-63385637 

电子邮件：hnscxm@126.com  

（四）报名咨询。 

联 系 人：秦建、李少英、李明珠、曾良怀 

联系电话：010-88316396、59432671、59432670、1780118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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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中国卫

生信息管理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官方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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