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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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6 号 

 

关于召开 2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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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展览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计划单

列市、副省级城市卫生健康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各直属联系单位，

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字中国、健康中国、

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决策部署，进一步落实国家卫生健

康委各项工作要求，全力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加强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和医疗服务的深度融合，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激

发科技创新和深化医改新动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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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9-21日在

陕西省西安市召开“2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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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会主题 

数据引航  信息赋能  追梦健康 



 
2 

二、大会时间、地点 

（一）会议时间。6 月 18 日上午 10：00 至 6 月 19 日下午 21：

00 报到注册。19 日下午拓导培训与卫星会，20-21 日大会。 

（二）会议及报到地点。西安曲江国际会议中心（地址：陕

西省西安市汇新路 15 号；电话：029-87655888；网址：http://w

ww.qiceg.com）。 

三、大会主要内容 

（一）主题演讲。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卫

生健康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围绕数据服

务卫生健康领域科学决策、信息化支撑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等政

府工作重点、社会关注热点和行业发展关键点，就相关领域理论

发展、实践进展等邀请高层领导、国内外卫生健康和信息技术领

域院士、知名专家学者、领军人才进行大会演讲。 

（二）论坛交流。聚焦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与卫生健康深度融合发展，围绕区域和医院信息化建设

进展与实践经验，紧扣关键技术应用与信息化建设支撑保障，大

会设六大板块 32 个平行论坛，内容如下： 

1.大数据+板块：大数据+卫生管理、大数据+临床决策、大数

据+医院绩效考核、大数据+精准医学、大数据+健康管理、大数据

+产业园国家试点、大数据+国家研究院； 

2.互联网+板块：互联网+远程诊疗服务、互联网+慢病管理、

互联网+家庭签约、互联网+护理服务、互联网+公共卫生、互联网

+医保、互联网+健康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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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工智能板块：智能+卫生管理决策、智能+医学辅助诊断、

智能+辅助治疗、智能+医学影像、智能+穿戴装备； 

4.区域协同板块：区域卫生协同与业务监管、分级诊疗与医疗

联合体、公共卫生与疾病控制、电子健康卡与惠民服务； 

5.智慧医院板块：智慧管理、智慧临床、智慧装备、智慧服

务、智慧后勤； 

6.技术应用板块：数据治理与数据中台、卫生信息标准与成熟

度测评、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物联网与溯源管理； 

会议安排健康医疗新型产业、投融资创业与健康保险等专题论

坛若干。 

（三）拓导培训。为加强卫生健康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更

好推进重点业务工作，将在 6月 19 日下午举办拓导培训，内容如

下： 

顶层设计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现代医院管理； 

资源整合篇——新一代数据中心设计与数据中台建设； 

路径实现篇——卫生信息标准成熟度测评与应用； 

实战应用篇——信息化项目管理与组织实施； 

基础保障篇——网络安全技术与实战操作。 

（四）表彰与颁奖。大会将对人工智能应用落地优秀案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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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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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新产品发布。推进信息技术应用是加快信息化与卫生

健康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为促进信息化新产品新技术在卫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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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行业推广应用，大会将遴选优秀项目在会上展示，推动技术创

新，改进用户体验。 

（六）成果与技术主题展示。会议期间围绕全民健康信息化

IT 软硬件产品、健康医疗产业产品等安排场景式主题成果展，同

时对优势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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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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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会征文及要求 

（一）征文内容。 

1.围绕数据服务卫生健康领域科学决策、互联网+医疗健康发

展、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与发展、健康产业培育与发展等开展相

关政策分析。 

2.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成就总结。探讨信息化在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整合医疗卫生资源、“三医”联动改革、分级诊疗制度、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重大疾病防控等卫生健康工作重点任务方面

发挥的支撑保障作用，分享区域卫生协同、医疗联合体建设在业

务监管、分级诊疗和疾病控制等方面的作用与成效，交流电子健

康卡工作进展、创新应用与惠民服务情况。 

3.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与应用研究。探讨健康医疗大数据在

卫生管理、临床决策、医院绩效考核、精准医学、健康管理等方

面的应用现状及效果，分享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产业园国家试点

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建设实践经验，交流健康医疗大数

据促进健康服务业与健康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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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互联网+医疗健康理论和实践。分享互联网在远程诊疗服

务、慢病管理、家庭签约、护理服务、公共卫生、医疗保障和健

康养老等不同方面应用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5.人工智能在卫生领域应用。介绍人工智能在卫生管理决策、

医学辅助诊断、辅助治疗、医学影像和可穿戴设备等方面应用发

展的现状、关键技术、产业发展、保障机制和应用前景等。 

6.智慧医院建设。分享医院在智慧管理、智慧临床、智慧装

备、智慧服务以及智慧后勤建设等方面的理论进展与实践经验。 

7.信息技术在卫生健康领域应用。聚焦信息技术与卫生健康

深度融合发展，分享数据治理与数据中台建设、卫生信息标准研

制与标准化成熟度测评、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以及物联网与溯源

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论著和关键信息技术成果应用实践经验，交流

探讨物联网、云计算、基因测序信息表达、区块链等新技术和数

字设备在卫生健康领域应用发展前沿和先进经验。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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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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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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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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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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公开发表的原创作品，论文观点鲜明，逻辑严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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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在线投稿。 

3.国家基金项目、国家科研课题以及各省市和各高等院校重

大科研资助项目优先入选。 

4.征文截止日期：2019 年 5月 21 日。 

五、大会参加人员 

（一）特邀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陕西省委省政府、西安市

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两院院士，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及互联网+服

务国家试点省市领导，国家研究院有关学校领导参会。 

（二）省卫生健康委及相关厅局等部门领导及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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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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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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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各专业委员会（标

委会、工作委员会）以及各省级学会的全体委员、会员（常务理

事、理事）等人员。 

（十一）《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编委会顾问、特邀编委、

编委，理事会会员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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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名须知。 

为保证大会代表住宿，请参会人员提前通过学会或杂志社官

方网站注册报名，预订会议协议酒店床位。 

学会官网地址：http://www.chia-moh.org.cn； 

杂志社官网地址：http://www.chim.org.cn。 

（二）注册交费。 

会议注册费为 1600 元/人（含会议资料费和会议期间工作餐

等），交通费、住宿费自理。6月 1日前（以汇款转账日期为准）

会议注册费优惠为 1200 元/人。6月 10 日及以后不接受汇款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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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理事和杂志编委会成员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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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 

开 户 行：工行北京鼓楼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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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号院 4号楼中国卫生

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秘书处办公室 

邮    编：100048 

收 款 人：李军 

通过以上方式交会议注册费时，请在备注栏注明“2019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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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信息

管理杂志》社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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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论文投稿。 

《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社 

联 系 人：张雅洁、林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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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5910595181、13693287342 

电子邮件：chim@nhc.gov.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59号中坤大厦 1518 室 

邮    编：100044 

（三）新产品发布报名。 

联 系 人：胡文生 

联系电话：010-68792746、18910721932 

电子邮件：huws@nhc.gov.cn 

（四）成果与技术主题展示注册报名。 

联 系 人：刘娇、刘莎、杨慧清、胡文生 

联系电话：010-68702182、13810915628（刘莎） 

传 真 号：010-68792478 

电子邮件：chim@nhc.gov.cn 

（五）报名咨询。 

联 系 人：刘娇、庞小进、崔囡、童晓燕 

联系电话：010-68702182、18611739941（崔囡）、18611583323

（童晓燕） 

电子邮件：chim@nhc.gov.cn  

（六）会议注册费到账查询。 

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  

联 系 人：李军、刘新 

联系电话：010-68702670、18518288378（李军）、15011266083

（刘新） 

电子邮件：lx212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