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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国际中医药大健康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通   知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的 2018 中国国际中医药大健康博览会

暨高峰论坛（简称“中医药康博会”）是目前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中医药大健康行业博览会，也是全球中医药领域规模大、参与广、层次高

的学术盛会，2014年迄今已成功举办 4届。中医药康博会秉承“传承、推

广、创新、济世”的宗旨，全面推动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与大健康服务

业的良性发展，同时致力于搭建中医药、大健康服务业在国内及国际领域

的全产业链沟通交流平台。 

本次大会将邀请来自全国（国外）的中医药相关专家、学者、企业家

与会，交流中医药理论研究、科研成果以及新技术、新疗法，聚焦大健康

产业发展。大会同期还将召开中医药健康国际论坛、传统医学专业技术全

球论坛、世界中联投资研究工作委员等多专委会年会以及多场服贸对接专

场。真诚欢迎中医药界的各位专家同道参加此次盛会。 

 

现就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峰会概要 

会议时间：2018年 11月 3-5日 

会议地点：广东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会议主题：助力一带一路，服务人类健康 

 

二、大会组织结构 

批准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商服贸批（2018）475号】 

指导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主办单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协办主办：中国药膳研究会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            

承办单位：广东尊圣中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单位：广州市尊圣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国际医学科学研究基金会 美国公立南犹他大学国际健康

     书院 美国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 

       医药大学 福建中医药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韩国韩医协会 

 

三、会议主要议题、征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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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医药国际交流 

 中医药产融结合 

  中医院管理及实用技术 

 中医药医养结合 

 2018年中药材行业信息及技术动态 

 中药材基地建设与扶贫 

 结合中药材新版 GAP的实施完善 SOP及农业企业管理 

此次会议将收集参会者的相关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教研论文，将评选

出其中的优秀论文，颁发优秀论文证书，并择优推荐到《世界中医药》、

《中医药谷》等国内相关的学术期刊发表。 

 

四、征文要求 

1.论文收集截稿日期：2018年 10月 20日前，如逾期将无法录入大会

论文集。 

2.论文投稿方式：发送到邮箱 tcmiec@zsgdc.com； 

3.内容：应征论文必须数据可靠，内容充实，文责自负。 

4.论文采用 Microsoft Word 文档格式，正文（含参考文献）字数 5000 

字以内。摘要 200 字以内，需列出 3 至 5 个关键词。 

5.参考文献：作者人数 3 名者全部列出，3 名以上者只列前 3 名，后

加“，等.”。参考文献应以近 5年海内外发表的文献为主，每条参考文献

要写明起止页码。 

6.大会演讲：论文一经选入作为大会发言者，须在 2018 年 10 月 25

日前向大会提供演讲时的计算机幻灯片(PPT)，幻灯片不得超过 20 张，每

张幻灯片需要中英文对照。每位发言时间限定在 20分钟之内（含 5分钟提

问）。不符合以上要求将影响大会发言。 

 

五、参会人员 

国家、地方省市政府官员，中医药、传统医药、中西医结合、健康产

业及相关领域从事医疗、教育、科研、管理、生产、贸易等方面的专家学

者和企业领导，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各国会员、各专业委员会成员。 

 

六、会议日程安排（暂拟定） 

时间 日程安排 备注 

11月2日 报到  
 

mailto:发送到邮箱tzw@zsg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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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 

中药材基地共建共享联盟医院药房专业委员

会第三届年会 

 

领导、学者、专家巡馆  

《中药材》杂志第八届编委会会议  
中药材基地共建共享联盟盟员代表会议  

中医药康博会开幕式暨传统医药国际论坛  

世界中联中医外治操作安全研究专委会年会  

全国中医院院长论坛  

 

 

 

11月4日       

中药材基地共建共享交流大会主论坛  

全国青年中医名家论坛  

世界中联投资工作研究委员会年会  

分会场一：中药农科对接会（一）  

分会场二：中药企业农工对接会（一）  

分会场三：中药材基地共建共享联盟国医堂

馆专委会第二届年会 

 

分会场四：炎帝神农中药论坛  

中医药医养结合国际论坛  

全国扶贫县长论坛  

 

 

11月5日 

主会场：2018年中药材行业信息及技术动态

发布峰会（中药材行情、技术动态） 
 

分会场一：中药农科对接会（二）  

分会场二：中药企业农工对接会（二）  

分会场三：中药材基地与扶贫专题会议  

分会场四：中国医学科学院药植所 2018年度

药植论坛 

 

闭幕式+晚宴：联盟执行主席轮值交接仪式  

 

七、会议费用 

会议收费 2018/8/10（含）前 2018/8/10后及现场 

注册费用（人民

币） 

1800元 
5 人（含）以上享 8 折团

购价，为 1600 元/人 

2000元 
5 人以上（含）享受团购价九

折优惠，为 1800 元/人 

*会议注册以缴费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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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费包含： 

1.会议手册、代表证、大会论文集等会议材料，凭大会代表证可免费

参加峰会论坛及博览会； 

2. 11月 3日-5日午餐、晚餐； 

注册费不包含：往返交通，住宿及住宿期间房间内消费，自选考察等。 

展位费： 

类别 收费标准 标准配置 

豪华标准展位 

（3m×3m） 

中庭展厅 12800元/9㎡ 
楣板  咨询台 x 1 

洽谈圆桌 x 1  椅子 x 3 

220V电源插座 x 1 

射灯 x 2  纸篓 x 1 
一楼展厅 双开口 

9800元/9㎡  

单开口 

8800元/9㎡ 

光地报价 

（36m 2 起租） 

中庭展厅 1080元/㎡ 
光地 36 m 2 起租，仅含

净场地，不含任何配置，

展馆电费管理费另计 一楼展厅 
900 元/㎡ 

 

3.报名注册、缴费 

报名请填写【参会回执】发送至邮箱 tcmiec@zsgdc.com； 

缴费方式：微信支付、转账支付、现场支付。 

 

（1）微信支付：由峰会组委会秘书处提供微信商户二维码进行扫码支

付，请认准收款方【中国国际中医药大健康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2）转账支付 

 

户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账号：110060971018002604480084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育惠东路支行 

 

户名：广州市尊圣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mailto:请发送参会回执至邮箱tcmiec@zsg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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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4405 0158 1108 0000 0566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寿路支行 

 

（3）现场支付：现场收费，可支付现金或 POS 机刷卡，发票内容为

会务费。 

退费流程：退费将在会议结束后统一处理，30 个工作日内完成退费。

退费标准如下：10 月 1 日-31 日期间提出退费申请，注册费将扣除财务相

关费用后扣减 50%；11月 1日之后提出退费申请，会务组将不予退费。   

开票：参会专家需要索取发票者，请在报名系统中准确填写发票信息

（包括发票抬头、发票类型、纳税人识别号），会务组将依据网上填报信

息为专家开具发票；若因专家自身原因导致发票信息有误，会务组将不予

退换发票。 

 

八、报到及住宿酒店 

    1.住宿报道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2.博览会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1039-1045号 

 

九、大会联系人信息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会学术部： 

焦云洞、陈安 

电话：010-58650372/58650042 

 

广东尊圣中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伟君 188 2005 2794     电话：020-2813 3458 

 陈 洁 13798178828    马 林 139 2224 8195（同微信） 

传真：020-3877 8766       电子邮箱：tcmiec@zsgdc.com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第五届中国国际中医药大健康博览会暨高峰论坛组委会 

2018 年 7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