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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中 心 
 

卫国交便函【2018】161 号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关于邀请参加第十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 

论坛的函 

 

各相关产业代表： 

第十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拟于

2018 年 11 月 2日-4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办。论坛由

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心共同主办，为期 3天。 

论坛于 2009 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 9 届，2018 年迎

来 10 周年。秉承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发扬北大多学科优

势，打造精品论坛”的初衷，论坛每年根据重症医学领域的

进展，邀请来自重症医学领域国际和国内的知名专家与北京

大学各教学、附属医院同道齐聚一堂，为参会者带来精彩的

专题讲座及学术讨论，内容不仅涉及重症医学各个领域，还

包括了护理、人文关怀及临床医学科研方法等。 

2018年论坛内容将涵盖重症医学的现状与未来、心肺复



 

 

苏前沿进展等专题，并设血流动力学、机械通气、重症感染、

镇痛镇静、重症营养、重症创伤及重症护理等板块。 

9 年来，论坛始终致力于提升学术水平、促进重症医学

学科发展、提升临床服务品质，坚持高品质学术性和公益性，

不收取注册费，多年来得到参会专业人员的较高评价。参会

人数逐年上升，已初步形成了国内“小而精”的重症医学论

坛品牌，每年参会人数在 800-1000 余人之间。 

论坛为公益性质，免收注册费。参会人员包括北京大学

医学部各临床医学院校、下属各医院、京内相关医学院校的

重症医学、麻醉、急诊、内科、外科等各专业医师、护理人

员及学生；津冀周边地区上述相关科室从业人员等。 

欢迎关心我国重症医学发展的广大企业继续关注本次

论坛。论坛采取以会养会的方式，接受不附加条件的社会支

持，并欢迎设置宣传展台。 

若贵公司有意参会，请与论坛秘书处联系并办理会议支

持及参会事宜（即日起至 9月 30日）： 

1. 论坛秘书处： 

陈  杰 女士 电话：010-88324483 手机：18611761688 

张素冉 女士 电话：010-88393912 手机：15901059858 

2. 汇款事宜： 

账户名称：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鼓楼支行 



 

 

账    号：0200003209014411657 

汇款请注明“重症论坛会议费”汇款后请将汇款底单、

发票抬头、发票内容、详细邮寄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发送邮件至 zhangsuran@ihecc.org。 

 

附件：1.参会意向表 

      2.论坛介绍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2018 年 3月 27日  



 

 

附件 1 

第十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 

企业参会意向表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负责人信息 

负责人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参与方式 

□30000 元  标准展位 1个（展位含简单装修） 

□50000 元  卫星会 1场（1小时）及标准展位 1个 

 

 

本人声明已经阅读第十届北大重症医学论坛企业邀请函，并将代表本公司签

署此份申请书。 

 

 

本人签字： 

 

职务： 

 

授权签名&盖章： 

 

申请日期： 

 

 

请详细填写本意向表并发邮件至 zhangsuran@ihecc.org 

 

 

联系人：陈  杰  电话：010-88324483   手机：18611761688 

张素冉  电话：010-88393912   手机：15901059858 



 

 

附件 2 

论坛介绍 

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于 2009 年

由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与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交流中心

共同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 9届。 

论坛秉承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发扬北大多学科优势，

打造精品论坛”的理念，关注重症医学领域新进展，邀请来

自重症医学领域国际和国内的知名专家与北京大学各教学、

附属医院同道齐聚一堂。近年来，论坛内容不仅涉及重症医

学各个领域，还包括护理、人文关怀及临床医学科研方法等，

并同时举办重症护理论坛、青年医师科普大赛等活动。为参

会者带来精彩的专题讲座及学术讨论。 

论坛目标：提升重症医学领域学术水平 

促进重症医学学科发展 

提高我国重症临床服务品质 

论坛近年设置专题：体外生命支持；感染预防和处理；

神经重症，产科重症；镇痛镇静，循环和液体管理；营养、

呼吸重症；AKI、凝血和神经重症；护理及科普大赛等。 

论坛近年讲者： 

安友仲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ICU 

王  辰  院士  中日友好医院 

詹启敏  院士  北京大学医学部 



 

 

于凯江  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席修明  教授  北京复兴医院 

邱海波  教授  东南大学中大医院 

杜  斌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 ICU 

李  昂  教授  北京地坛医院 

童朝晖  教授  北京朝阳医院 

马朋林  教授  解放军 309 医院急诊科 

Prof. Timothy G. Buchman 美国埃默里重症监护中心 

Prof. Patrick M. Kochanek 美国匹兹堡大学 

Prof. Keith M. Olsen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 

Prof. Tisherman Samuel 美国马里兰大学亚当斯考利休克创伤

中心 

Prof. Seymour Christopher W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重症医学

中心 

李银平  主编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 

朱继红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 

王东信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ICU 

幺改琦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ICU 

刘亚林  教授  北京医院 ICU 

王宏志  教授  北京肿瘤医院 ICU 

周  宁  教授  北京积水潭医院 ICU 

李  刚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 ICU 

骆  勇  教授  首钢医院 ICU  

任晓旭  教授  首都儿研所 ICU 



 

 

陈  炜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ICU 

郭利民  教授  北京地坛医院 ICU 

刘景院  教授  北京地坛医院 ICU 

李  克  教授  北京 302 医院 ICU 

詹庆元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 MICU 

秦英智  教授  天津第三中心医院 ICU 

许  媛  教授  北京同仁医院 ICU 

张长春  教授  解放军 306 医院 ICU 

张海涛  教授  北京阜外医院 ICU 

钱素云  教授  北京儿童医院 ICU 

李文雄  教授  北京朝阳医院 ICU 

晁彦公  教授  北京华信医院急诊科 

贾  明  教授  北京安贞医院 ICU 

第十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 

时间：2018 年 11 月 2 日-4日 

地点：中国科技会堂 

2018年论坛内容将涵盖重症医学的现状与未来、心肺复

苏前沿进展等专题，并设血流动力学、机械通气、重症感染、

镇痛镇静、重症营养、重症创伤及重症护理等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