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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8-11日

河南·郑州

大会组织机构

顾问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华桂茹  南登崑  吴宗耀  周士枋  谭维溢  陈景藻

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席：顾  新

主    席：励建安

副 主 席：岳寿伟  吴  毅  黄晓琳  刘宏亮  牟  翔

成    员：

王宁华  王兴林  王楚怀  何成奇  张志强  张琳瑛  李红玲  李建军  李  玲  周谋望

倪朝民  尹  勇  刘遂心  陈卓铭  林建强  郭铁成  郭钢花  虞乐华  陆  晓  袁  华

陈  红  江  山

组织委员会

主    席：励建安

执行主席：郭钢花

成    员：

顾  新  岳寿伟  吴  毅  黄晓琳  刘宏亮  牟  翔  马跃文  尹  勇  王宁华  王兴林

王  彤  王宝军  王  强  王楚怀  王蓓蓓  丛  芳  刘忠良  刘遂心  刘  楠  朱  宁

何成奇  余  茜  张志强  张琳瑛  张  芳  张  岩  张鸣生  张桂青  张继荣  张锦明

李红玲  李建军  李建华  李  玲  杜  青  杨万章  陈文华  陈丽霞  陈卓铭  陈  颖

周谋望  庞声航  林建强  罗  军  郑光新  赵  亮  倪朝民  郭铁成  梁  英  谢  青

谢挺杉  谢  荣  虞乐华  廖维靖  潘翠环  陆  晓  袁  华  陈  红  江  山  贾  玲

地方组委会

主    席：郭钢花

副 主 席：冯晓东  钱宝延

成    员：

李  哲  刘承梅  何予工  郭学军  千怀兴  尚  清  李彦杰  吴明生  赵立连  李  豫

吴  丽  蔡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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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

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会议注册时间：  2016 年 9 月 8 日 08:30-19:00 

会议注册地点：  郑州黄河迎宾馆 9 号楼大堂

 （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 1 号）

展览时间：  2016 年 9 月 9 － 10 日 08:30-17:30

地 点：  黄河迎宾馆会议中心一楼中华厅

会议开幕式：  2016 年 9 月 9 日 08:00-08:30

地 点：  黄河迎宾馆迎宾会堂一楼会议大厅

学术会议：  2016 年 9 月 9 日   08:30-17:30

  2016 年 9 月 10 日 08:30-17:30

 2016 年 9 月 11 日 08:30-11:30

学术会议闭幕式：  2016 年 9 月 11 日 11:30-12:00

大会秘书处：黄河迎宾馆 9 号楼一层注册台

大会学术组（试片室）：9 号楼一层注册台

综合信息

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进一步提高年会服务水平，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已开通了微信公众号

服务平台。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的官方认证微信号为：CMAPRM，微信名

称为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用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号，获取

大会最新动态信息，查询学术日程和学分信息，收看大会精彩幻灯讲座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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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信
息

2016年9月8-11日

河南·郑州

1、会议指定宾馆情况

由于各宾馆接待的人员数量有限，请会议代表在注册时根据各宾馆的入住情况选定宾馆办理住宿

手续。

2、会议代表证

所有人员均需佩带代表证进入会场，如代表证遗失可持注册费发票到报到处补领。

3、领取会议资料

每位代表注册后，可领取会议资料一套。如需论文汇编，请在大会网站自行下载。

4、会议学分证书

所有参加会议的注册代表可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学分为电子学分，项目编号：2016-16-

00-219（国）。参会代表请于会后一个月后登录中华医学会官网（www.cma.org.cn），点击“继续教育”

栏目，查找已发布项目，选择年度，输入姓名即可查询并打印电子学分证书。

会议演讲人、主
持人、壁报交流
的人员到会议学
术组报到

（9号楼大堂）

领取注册卡及会议指南

领取会议资料

选择住宿宾馆，办理住

宿及交费手续

交纳会议注册费

RMB1200元/人

领取代表证及餐券

注册程序

前期缴费的直接到注册台注册报到，领取发票及注册卡

没注册的先到自助注册台，填写信息后缴费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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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物理医学

与康复学学术会议

学术交流

1、会议主持人须知

a、  主持人应在9月8日18:00前到学术组确认主持会议的时间及会议室。

b、  会议主持人应提前15分钟到场，确认演讲安排是否有变动，电脑、投影机及各种设备是否运行良好。

c、  主持人应严格控好制演讲时间，组织讨论交流及会场秩序。

2、会议演讲人须知

a、  会议专题演讲人，请在9月8日18:00前向会议学术组（试片室）提供会议演讲投影文档，并确认演讲时间

及会场位置（请演讲人务必在演讲前一天将PPT交到试片室）。

b、  演讲人员可在会议试片室对投影文档进行演示及修改。

c、  演讲人请在本单元会议开始前15分钟向会议主持人报到，并在前排就坐。

d、  口头发言论文交流发言的时间为8分钟，提问讨论2分钟。

3、壁报张贴须知

a、  壁报展示区在会议中心一层牡丹厅。

b、  请于9月9日10:00前在指定区域自行张贴。

4、本次会议评选奖项

a、  优秀论文奖：从中青年英文演讲比赛及口头发言中产生优秀论文奖。

b、  优秀论文获奖情况将在会议闭幕式上宣布并颁发奖状和奖金，如获奖者本人不在现场，则示为放弃不

再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