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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术便函【2018】第 203 号 

 

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 

第十三届全国医学信息教育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 

会议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代表：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主办，中华医学

会医学信息学分会教育学组承办，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卫生信息安全研究所、中国医药信息学会理论与教育专业委员会

协办的“第十三届全国医学信息教育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第

四届全国医学信息研究生论坛”将于2018年7月26日至28日在安

徽省合肥市召开。本次会议中心主题为：“新时代医学信息教育

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欢迎全国从事本领域广大专家学者、业界

同仁、各界朋友和相关专业研究生踊跃参会。现将会议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学术交流主要内容 

1.新时代医学信息教育创新与发展：医学信息教育面临的机

遇和挑战；医学信息教育理念创新与发展：开放、链接、跨界、

融合；医学信息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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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教育标准与专业规范建设等。 

2.新时代医学信息相关专业教育改革与创新：生物信息学、

医学信息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医学工程等相关专

业设置、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 

3.新时代医学信息教育技术创新。医学信息教育“泛在化、

情境化、协同化”研究；人工智能、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移

动课堂、微视频等在医学信息教育中的应用等。 

4.新时代医学信息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医学信息职业岗位

相关教育与培训；健康信息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等。 

5.新时代健康素养、医学信息素养等教育和培养：健康素养、

药物素养、媒体素养、数字素养等理论前沿等。 

6.其他：项目申报、论文撰写、编辑出版、科技管理、卫生

政策、知识产权、健康管理、医院管理等与医学信息教育相关的

内容。 

二、第四届全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论坛 

1．论坛将借助研讨会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 

2．进行学术交流：研究生论坛分主题进行学术交流并由专

家点评。 

三、邀请领导、专家 

本次会议拟邀请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医院以及相关领域的领导和专家作专题学术报告。 

四、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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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医学信息教育工作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医学图书馆和情

报机构从事医学信息服务的专业人员；从事医学信息研究的研究

生；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卫生信息化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医疗卫生信息化相关企业（公司）人员；向大会提交论

文的作者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代表等。 

五、继续医学教育学分与优秀论文评奖 

1．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本次会议的正式参会注册代表将授

予2018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一类学分，项目编号：

2018-15-01-178 (国)，按照国家继续教委有关规定，未注册会议

的代表不能颁发学分证书。 

2．优秀论文评奖：活动主办方将在征文截止后组织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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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优秀论文一、二、三等奖，在大会期间举行优秀

论文颁奖仪式，颁发优秀论文证书。 

六、会议时间地点 

1．会议时间：7月26日报到注册，7月27－28日召开会议，7

月29日上午离会。7月26日19:30召开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

教育学组工作会议，请教育学组成员务必准时出席。 

2．会议地点：稻香楼宾馆，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金

寨路311号。 

3．报到地点：稻香楼宾馆-桂苑。 

具体交通路线详见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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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务注册费与食宿交通安排 

1．会务注册费：1200 元/人；在读全日制硕、博士研究生，

600 元/人（凭有效学生证件）。会议注册费发票由中华医学会提

供。 

2．会议期间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住宿：稻香楼宾馆，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金寨路311号。 

住宿标准：桂苑，标、单间450元/间；徽苑，标、单间600

元/间；东楼，商务标间298元/间，商务单间328元/间  3．会议

不安排接送，参会代表请自行前往会议地点，交通费自理。 

八、联系信息 

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教育学组： 

李后卿 13755196065  E-mail：lhouqing@csu.edu.cn 

胡德华 13975869106  E-mail：hudehua2000@163.com 

会议筹备组： 

丁晓 13856989449（手机） 

柴静 18905600189（手机） 

宋国强 0551-65161160（办公） 13955190028（手机） 

E-mail：gq_song2005@126.com 

单位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81 号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

理学院 

邮政编码：230032 

九、回执 



5 / 10 
 

由于每年7-8月份是在合肥举办各类会议和旅游旺季，为便

于及时联系宾馆食宿，请与会代表接此通知后及时填写回执（见

附件1）（注：参会的研究生填写附件2），并于 7 月 10 日前以

电子邮件或信函方式寄给我们。 

 

 

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二〇一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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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三届全国医学信息教育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回执表 

姓名  性别  办公电话  

职称  职务  手机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邮编  

E-mail  

住宿要求 
稻香楼宾馆，桂苑，（1）标、单间 450 元/间；徽苑，（2）标、单间 600 元/间；

东楼，（3）商务标间 298 元/间，（4）商务单间 328 元/间，（5）商务房 480 元/

间。全部含早餐。 

您的选择（），合住□是□否 

温馨提示：由于会议期间是旅游高峰，请您自行提前预定火车票或机票 

请完整清晰填写此表，发电子邮件或将回执邮寄至会议筹备组。 

E-mail：gq_song2005@126.com 

邮寄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81 号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230032） 

收件人：丁晓 

联系电话：0551-65161160（办公室） 

丁晓 13856989449 柴静 18905600189 宋国强 1395519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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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四届全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论坛”回执表 

参会姓名  

单位  

年级  学位  导师姓名  

投稿信息 中文题目  

作者  

 

联系方式 

手机  

邮箱  

地址  

住宿要求 
稻香楼宾馆，桂苑，（1）标、单间 450 元/间；徽苑，（2）标、单间 600 元/间；

东楼，（3）商务标间 298 元/间，（4）商务单间 328 元/间，（5）商务房 480 元/

间。全部含早餐。 

您的选择（），合住□是□否。 

温馨提示：由于会议期间是旅游高峰，请您自行提前预定火车票或机票 

请完整清晰填写此表，发电子邮件或将回执邮寄至会议筹备组。 

E-mail：gq_song2005@126.com 

邮寄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81 号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230032） 

收件人：丁晓 

联系电话：0551-65161160（办公室） 

丁晓 13856989449 柴静 18905600189 宋国强 1395519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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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稻香楼宾馆（东大门）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金寨路 311 号 

（一）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1、机场巴士 1 号线 

路线：新桥国际机场站上车→大西门站下车（步行 400 米，从稻香楼宾馆西门入→稻香楼宾

馆-桂苑），25 元（机场大巴 1 号线运营时刻 06:00-20:30，推荐方式） 

2、出租车：全程约 45 公里，预计行驶 1 小时，约 100 元 

（二）合肥高铁南站 

1、地铁 1 号线→1 路公交车 

路线：合肥南站上车→大东门站（A 口出）下车→步行 90 米→（1 路公交）大东门站上车

→稻香楼站下车（步行 1100 米，从稻香楼宾馆东大门入→稻香楼宾馆-桂苑） 

2、地铁 1 号线→地铁 2 号线 

路线：1 号线，合肥南站上车→大东门站（站内换乘地铁 2 号线）→安农大站下车（2 号线

B出口）（步行 550米，从稻香楼宾馆西门入→稻香楼宾馆-桂苑）（推荐，地铁运营 06:00-22:00） 

3、出租车全程约 10 公里，预计行驶 20 分钟约 25 元（推荐） 

（三）合肥火车站 

1、1 路公交车（始发） 

路线：合肥火车站上车→稻香楼站下车（步行 1100 米，从稻香楼宾馆东大门入→稻香楼宾

馆-桂苑） 

2、119 路公交车（始发） 

路线：合肥火车站上车→稻香楼站下车（步行 1300 米，从稻香楼宾馆东大门入→稻香楼宾

馆-桂苑） 

3、地铁 1 号线→地铁 2 号线 

路线：地铁 1 号线，合肥火车站上车→大东门站（站内换乘地铁 2 号线）→安农大站下车（2

号线 B 出口）（步行 550 米，从稻香楼宾馆西门入→稻香楼宾馆-桂苑）（推荐） 

4、出租车：全程约 8.5 公里，预计行驶 20 分钟约 20 元（推荐） 

（四）合肥汽车总站、合肥旅游汽车站 

1、1 路公交车 

路线：步行 570 米合肥火车站上车→稻香楼站下车（步行 1100 米，从稻香楼宾馆东大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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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楼宾馆-桂苑） 

2、119 路公交车 

路线：步行 590 米合肥火车站上车→稻香楼站下车（步行 1300 米，从稻香楼宾馆东大门入

→稻香楼宾馆-桂苑） 

3、地铁 1 号线→地铁 2 号线 

路线：步行 800 米，地铁 1 号线，合肥火车站上车→大东门站（站内换乘地铁 2 号线）→安

农大站下车（2 号线 B 出口）（步行 550 米，从稻香楼宾馆西门入→稻香楼宾馆-桂苑） 

4、出租车：全程约 8 公里，预计行驶 23 分钟约 20 元（推荐） 

稻香楼站（1 路公交）→稻香楼宾馆-桂苑步行线路图 

 

稻香楼站（119 路公交）→稻香楼宾馆-桂苑步行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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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农大地铁站（2 号线）→稻香楼宾馆-桂苑步行线路图 

稻香楼宾馆全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