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医学信息学术会议
（暨医学信息学分会成立 20 周年庆典）代表参会通知
医学术便函 [2013 ]第 159 号

尊敬的各位代表：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医学信息学术会议（暨医学信息学分会成立 20 周年庆典）定
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18 日在北京市召开。会议将组织高水平专家到会做大会专题报告，
并进行分组专题研讨等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医学信息学分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会
议重点涵盖医学信息学的理论与实践、医疗卫生信息化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学信息资源
建设与服务、医学信息学教育与人才培养等领域。欢迎全国从事医学信息学工作的同仁踊跃
参会。
本次会议由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共同主办，解放军医学图书馆承办，
是中华医学会的一类重点学术会议，会议主题为：大数据时代医学信息学创新发展。会议期
间将换届产生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新一届青年委员会，同时还将召开中华医学会医学
信息学分会各学组的换届会议，请参加遴选青年委员的成员、专科分会委员及各学组成员务
必准时出席。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全体委员、中青年委员、各学组成员和入
选论文作者以及医学信息界同仁均可作为正式代表出席本次会议，欢迎其他专业人员前来参
会学习与交流。
二、会议期间将召开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医学信息教育、医学查新、医学情报、
医院信息化各学组的工作会议，总结工作、讨论学组工作计划等相关事宜。请各学组组长事
先向会务组报计划，做好准备，学组成员准时出席会议。
三、您撰写的论文经专家评审，被选为会议交流（详见论文录用通知），并作为正式代
表出席会议 。
您的论文：
已被选为大会交流并全文刊登会议论文集，请准时出席会议并进行交流。查询录用结果和最
新日程安排，请登录本次会议网站 http://csmi.cma.org.cn/2013/。
四、为了保证学术报告按时有序进行，培养学术报告的讲演能力及技巧，会议将严格执
行演讲者的发言时间，请演讲者务必提前按规定时间做好电子课件。演讲代表最好在会前通
过会议网站将电子课件上传到会议网站，或将其存贮在 U 盘或光盘中，在参会现场报到注
册时交给大会工作人员。无电子课件者不予安排会议发言。时间安排为：专题报告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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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 15 分钟，分组会主题报告 20 分钟，分组会报告 10 分钟。
五、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本次会议的正式参会注册代表将授予 2013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
教育项目一类学分，项目编号：2013-15-02-178（国），按照国家继教委有关规定，未参
加会议的代表不能颁发学分证书。
六、优秀论文评奖
会议将评选大会优秀论文奖和分组会交流优秀论文奖，将颁发获奖证书并适当给予奖励。
七、会议费用：
1、注册费：
注册代表 1200 元/人；
同一单位团队注册优惠价格（6-9 人）1000 元/人，(10 人以上)每人 800 元/人
（请凭单位证明）；
在读全日制硕、博士，800 元/人（凭有效学生证件）
2、住宿费：住宿由大会安排，费用自理。
北京大成路九号酒店（五星）
标准双人房 380 元/间/天（不含早），190 元/床/天
标准双人房 500 元/间/天（含双早），250 元/床/天（含单早）
标准单人房 380 元/间/天（不含早）
标准单人房 450 元/间/天（含单早）
代表如需单独购买早餐 68 元/位
为确保会议顺利召开，请参会代表提前在网上先期注册和预订住宿酒店。未提前注册和
预订酒店住房的代表，可能无法保证满意的住房。
八、会议时间及地点：
1. 会议时间：2013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全天报到，10 月 17—18 日学术会议，
10 月 19 日中午 12:00 前撤离。会议其它安排请报到时详见会议日程。
2. 报到地点：请会议代表持“会议通知”和“代表注册表”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到
北京大成路九号酒店报到（地址：北京丰台区大成路 9 号，报到当天联系电话：
010-88279999 转中华医学会会务组）会议报到时间：2013 年 10 月 16 日 08:30
－22:00，10 月 17 日 07:00-08:00 北京代表报到。
3. 乘车路线：会议不安排接站和接机，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
1、北京站-大成路九号
沿着长安街过了西四环五棵松桥，向南行驶，经西四环沙窝南桥，见郑常庄出口进
辅路，第一个路口右转，行驶 200 米左右即到。
2、 西客站-大成路九号
上莲石路，到南沙窝桥，见郑常庄出口进辅路，第一个路口右转，行驶 200 米左右
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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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场-大成路九号
走机场高速，到四元桥上四环，走北四环外环向西行驶，延西四环由北至南到郑常
庄出口进辅路，第一个路口右转，行驶 200 米左右即到。
交车路线：乘地铁一号线到五棵松站 D 口出，往南 100 米，任何一辆公交车都到郑
常庄下车，第一路口右转即到。
（公交车：特 9、335、852、853、982、740、693
等）
乘地铁 A：乘坐地铁 1 号线至五棵松站下车，D 出口换乘公交特 9/693 路/740 路等在
郑常庄站下车，直行至大成路口右转，西行 200 米，路北即到。
乘地铁 B：乘坐地铁 1 号线玉泉路站下车，D 出口换乘 473 路公交在大成中路站下车，
东行 50 米，路北即到。
至酒店自驾车路线：
自驾 1：西四环路（由北往南）开车，从南沙窝桥出口走辅路，行至大成路路口右转
（西行）200 米左右，路北即到。
自驾 2：西四环（由南往北）开车，从郑常庄出口走辅路，至南沙窝桥下掉头（往岳
各庄桥方向）沿四环辅路，行至大成路路口右转（西行）200 米左右，路北即到。
九、报名方式及会议代表网上提前注册
为确保会议代表住房，请参会会议代表务必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前在“中华医学会
第十九次全国医学信息学术会议系统”网站注册，注册方法：登录
http://csmi.cma.org.cn/2013/点击【个人代表登录】，输入登录号和密码后，点击【网上
参会注册】，进行酒店等信息注册并打印代表注册表。随通知附会议回执一张，请每位代表
认真逐项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请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前寄至、传真或电子邮件至北
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59 号“解放军医学图书馆（邮编：100039）张利收”。
联系人：张利

电话：010-66932409

电子邮件：ywc@mlpla.gov.cn

传真：

010-68284032
会议秘书处
联系人：刘文君 电话：010-85158443

电子邮件：liuwj@cma.org.cn

联系人：郝继英

电话：010-66932406

电子邮件：tanhjy@hotmail.com

联系人：张悦

电话：010-85158559

电子邮件：zhangyue@cma.org.cn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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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可复印
请将代表参会回执于2013年10月10日前邮寄、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邮件主题为“医学
信息学术会议回执）至大会会务组 张利 收。 邮寄地址：“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59号解
放军医学图书馆（100039）张利 老师 收”。
联系电话：010-66932409

传真：010-68284032 电子邮件：ywc@mlpla.gov.cn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医学信息学术会议
代表参会回执
(大会网址：http://csmi.cma.org.cn/2013/)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单位
电话

职称
邮编
电子
邮件

手机
□ 不需要住宿

住宿选择
□ 需要住宿
★★★★★ 北京大成路九号酒店（五星）
（如需住宿请在下列项目□前填上数量）
□标准双人房 380 元/间/天（不含早），□ 190 元/床/天
□标准双人房 500 元/间/天（含双早），□ 250 元/床/天（含单
选择会议住宿酒店

早）
□标准单人房 380 元/间/天（不含早）
□标准单人房 450 元/间/天（含单早）
代表如需单独购买早餐 68 元/位

预定返程火车票/机票

由于现在预订火车票、飞机票较方便，请会议代表自行解决
往返车机票。如需订票，可以到酒店商务中心办理。
联系电话：010-88279999-商务中心

特别提示：
请携带身份证件
组委会将尽可能考虑代表要求，并根据预定先后及房源情况安排住房。请代表务必在 10 月 10 日前
报名，以便会务组统一安排食宿。10 月 10 日之后报名的代表，会务组可能无法保证您入住满意的酒店，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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