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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和中国医学科学院主办的“2017中国生物医学工

程大会” 将于 2017年 4月 20-22日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此次大会将是生物医学工程界的一次盛会。会议将采取特邀报告，专题讲

座，卫星会议、项目路演等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将邀请诺贝尔奖获

得者、国际组织领导人、院士和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科学家汇聚一堂，围绕医

疗大数据、医用机器人、智慧健康、新型人工智能、生物医学工程医企研融合

及医学科技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研讨，会议规模约 3000 人。参会代表可以聆

听国际大师的精彩主旨演讲，参加多达十个顶级前沿科技论坛及近二十个专业

领域的学术研讨。 

为大力推进国家双创政策的落实，着力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医、企、

研、投各方协同创新发展，本次大会将为国内外医疗器械企业、生物医学工程

科研院所、医院、投融资机构提供近距离交流的机会。企业和科研院所可以面

对面地洽谈技术转让、合作开发、人才培养引进等。会议期间，我们将设立医

疗相关产品展览，为公司提供展示展位，为厂商和医护人员提供自由对话和交

流的平台，是彰显企业品牌，宣传企业创新模式，展示新技术、推广新产品、

拓展新市场的良好契机。相信与会单位都会大有收获。 

医工融合发展，创新引领未来！ 

大会组委会诚挚的邀请贵单位赞助大会和参加展览。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 

                                       2016年 11月 29日 

 

 

 

 

 



主办单位：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 

 

协办单位（拟）：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医学创新转化平台 

待定（根据对大会的支持力度，大会评定出前 3名的单位作为大会协办方） 

 

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团 

 

大会主席：曹雪涛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 

 

执行主席：胡盛寿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候任理事长 

  



学术委员会 

主  席：                     

曹雪涛                           王广志 

成  员：李兰娟  付小兵  高长青  俞梦孙 刘德培 胡盛寿  

        顾晓松  程  京  樊瑜波  陈武凡 尧德中 姜宗来  

        曹谊林  万遂人 

组织委员会 

主  席：                     

胡盛寿                          樊瑜波 

成  员：赵毅武  王国胜  赵大哲  李德玉  王智彪  杨  虎 

        各论坛、分会场主席 

执行委员会 

主 席：   

张继武 



成 员：李长缨 郑海荣 王  磊 李路明  顾汉卿 

大会秘书处 

秘书长：   

池  慧 

副秘书长： 彭 屹 王金新 谢俊祥 欧阳晨曦 刘 晖 李少辉 

成  员：杜海艳 康亚文  苏天阳 宋品明  郑  群  李春芳  刘雪莉 

支持单位（拟）： 

待定，根据对大会的支持排列 

大会基本信息 

会议主题：医工融合发展，创新引领未来 

会议日期：2017年 4月 20-22日 

会议地址：北京会议中心（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88号） 

会议规模：2000人 

会议亮点： 

（一）学科前沿主旨报告（诺奖获得者、院士、国际组织领导人） 

（二）“黄家驷生物医学工程奖”颁奖仪式 

（三）国家创新医疗器械 2017年度高峰论坛 

（四）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路演大赛 

（五）医疗器械医、产、研融合创新论坛 

（六）青年论坛 



大会初步日程 

2017 年 4月 20日: 注册报到 

  

4 月 21 日大会日程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8:30–10:00 开幕式  

10:00–10:15 茶歇  

10:15–10:45 主旨演讲 1  

10:45–11:15 主旨演讲 2  

11:15–11:45 主旨演讲 3  

12:00 -13:00 午餐  

时间 大会分论坛 主席 

13:30–17:00 

(15:00–15:15 

茶歇) 

创新医疗器械高峰论坛 食药监总局 

医疗大数据论坛 曹雪涛 

创新项目路演大赛 胡盛寿 

生物医学工程教育论坛（1） 万遂人 

青年论坛 郑海荣 

医用机器人论坛（1） 田伟 

时间 分会场 主席 

13:30–17:00 

(15:00–15:15 

茶歇) 

健康工程与健康物联网 俞梦孙 

运动、神经、心肺康复与辅具 樊瑜波 张明 伍贵富 

心血管生物材料 郑玉峰 陈晓峰 

心律失常介入治疗相关器械的研发与临床应用 马长生 奚廷斐 

终末期肾病的一体化治疗 陈江华 邱建新 

干细胞及转化研究 韩忠朝 

医学物理与精准诊疗 胡逸民 刘志成 

体外循环临床技术与材料设备的创新与发展 黑飞龙 

医疗器械标准化管理 王国胜 

生物医学光子学(1) 骆清铭 

医疗器械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1） 赵毅武 

18:00–21:00 晚餐  



 

  

4 月 22 日大会日程 

时间 大会分论坛 主席 

8:30–12:00 

（10:30–10:45 

茶歇） 

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论坛 付小兵  顾晓松 

智慧健康论坛  

生物医学工程医企研融合创新论坛 胡盛寿 

生物医学工程教育论坛（2） 万遂人 

医用机器人论坛(2) 田伟 

时间 分会场 主席 

8:30–12:00 

（10:30–10:45 

茶歇） 

康复工程生物力学 樊瑜波 

生物医学超声工程 陈思平 

医学影像大数据分析 冯前进 

血液净化疗法及工程技术高峰论坛 孙世仁 

军事医学工程与卫生装备的创新及军民融合 孙景工 

神经工程关键技术与临床应用 尧德中 高上凯 

纳米医学与诊疗新技术 顾  宁 

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与监管 周  丹 

医疗器械产业园交流峰会  

生物医学光子学(2) 骆清铭 

医疗器械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2) 赵毅武 

12:00–13:00 午餐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13:00–13:30 主旨演讲 4  

13:30–14:00 主旨演讲 5  

14:00–14:30 主旨演讲 6  

14:30–14:45 茶歇  

14:45–15:15 主旨演讲 7  

15:15–15:45 主旨演讲 8  

15:45–17:00 颁奖仪式及闭幕式  



合作和展览信息 

展览时间 

展商注册、布展: 2017年 04月 20日 15:00-18:00 

展览时间: 2017年 04月 21日--22日     08:00-17:30 

撤    展:    2017年 04月 22日    17:30-20:00  

会议注册收费 

 2017.2.20之前 2017.2.20以后 

会  员 1000 1200 

非会员 1200 1500 

学  生 600 800 

（注册费包括会议场地费，市区内从会场到地铁站的接送大巴车费和餐费） 

备注：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住宿酒店在北京会议中心内，提供标间和大床房。 

展览和推介内容 

医疗器械，科研成果，实验仪器，医疗技术，金融投资，项目咨询，专业出版

物等。 

展位价格 

1、标准展位 

 大会统一标准的参展公司中英文名称眉板一块 

 三面分隔墙 

 展位内全地铺地毯 

 桌子一张，椅子两把 

 射灯两盏 

 一个 220V 5A的电源插座 

 赞助金额 5万元（含 5万）以上可享有两名免费代表注册名额 

 赞助金额 5万元以下可享有一名免费代表注册名额 

 



一层：标准展位（22个）  

A区（A2-A5）   3mx1.5m 面积展位  RMB 20000 

A区（A6-A10）   3mx2m  面积展位  RMB 30000 

A区（A11）5mx1.5m 面积展位  RMB 30000 

B区（B2-B5）    3mx1.5m 面积展位  RMB 20000 

B区（B6-B10）   3mx2m 面积展位  RMB 30000 

B区（B11）5mx1.5m 面积展位  RMB 30000 

F区（F1-F2）   3mx3m面积展位  RMB 40000 

二层：标准展位（14个） 

C区（C1-C5）       3mx2m     面积展位  RMB 30000 

D区（D1-D5）       3mx2m     面积展位  RMB 30000 

F区（F3-F4）   3mmx3m 面积展位  RMB 40000 

F区（F5-F6）       4mx3m 面积展位  RMB 50000 

2、光地特装展位 

 展商可自行搭建或与大会指定搭建商联系要求其报价并搭建。 

一层：光地展位（7个） 

T1                     8mx3m    面积展位 RMB 150000 

T2-T5         5mx3m  面积展位  RMB 100000 

T6-T7      6mx5m  面积展位  RMB 100000 

二层：光地展位（2个） 

T8/T9      6mx6m  面积展位  RMB 80000 

三层：光地展位（2个） 

T10/T11     6mx6m 面积展位  RMB40000 



协办单位合作方案 

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计划，选择配套合作方案或单项赞助的形式和大会进

行协作支持，如果支持力度大于钻石赞助商，则在享受金牌赞助商级别权限之

外，根据对大会的支持力度，大会评定出前 3名的单位作为大会协办方，公布

在所有的大会展板，大会日程册及大会会刊等之上。 

主要合作商方案 

合作商可以依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单项或多项合作项目，如租用展位、厂商

卫星会时段、刊登广告等，或选择预先制定的配套赞助方案。选择配套方案可

以成为大会主要合作商，并被公布为： 

钻石合作商：   RMB 500000 

金牌合作商：   RMB 500000   

银牌合作商：   RMB 300000   

铜牌合作商：   RMB 200000   

1) 钻石合作商 

 享有钻石合作地位，2016年 12月 30日前订立合同可最先挑选展位

和卫星会时间 

 在会议主要出版物标明钻石合作商名称并刊登公司 logo以示鸣谢 

 举办一个 60分钟以内卫星会 

 分会场冠名 

 展览面积: 可自行选择 36 m2以下特装或标准展位 

 在大会资料包中免费夹放单页公司\产品介绍 

 在大会出版物上刊登广告，可优先选择封底，封二或封三 

 可于会前/会后获得代表通讯录 

 可免费注册 50名正式代表 



2) 金牌合作商 

 享有金牌合作地位，2016年 12月 30日前订立合同可最先挑选展位

和卫星会时间 

 在会议主要出版物标明金牌合作商名称并刊登公司 logo以示鸣谢 

 举办一个 60分钟以内卫星会 

 分会场冠名 

 展览面积: 可自行选择 20 m2以下特装或标准展位 

 在大会资料包中免费夹放单页公司\产品介绍 

 在大会出版物上刊登插页双面广告一张 

 可于会前/会后获得代表通讯录 

 可免费注册 20名正式代表 

3) 银牌合作商 

 享有银牌合作地位，2016年 12月 30日前订立合同可在金牌合作商

后优先挑选展位和卫星会时间 

 在会议主要出版物标明银牌合作商名称并刊登公司 logo以示鸣谢 

 如金牌合作商明确不选择卫星会，可举办一个 40分钟以内卫星会  

 展览面积: 可自行选择 15 m2以下特装或标准展位 

 在大会资料包中免费夹放单页公司\产品介绍 

 在大会出版物上刊登插页单面广告一张 

 可于会前/会后获得代表通讯录 

 可免费注册 10名正式代表 

 

4) 铜牌合作商 

 享有铜牌合作地位，2016年 12月 30日前订立合同可在银牌合作商

后优先挑选展位和卫星会时间 



 在会议主要出版物标明铜赞助商名称并刊登公司 logo以示鸣谢 

 如金牌、银牌合作商明确不选择卫星会，可举办一个 30分钟卫星会 

 展览面积: 可自行选择 15m2以下特装或标准展位 

 在大会资料包中免费夹放单页公司\产品介绍 

 可于会前/会后获得代表通讯录 

 可免费注册 5名正式代表 

*特别注明： 

 1）各种合作商广告根据提交申请表日期，按先到先选的原则进行分配；      

 2）厂商的所有免费正式代表名单须在 2017 年 3 月 15 日前提供给大会

秘书处，2017年 3月 15日之后提供免费代表名单的不能再享受免费待

遇。 

支持单位合作方案 

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计划，选择配套合作方案或单项赞助的形式和大会进

行支持，如果支持金额大于 RMB50000，则可作为大会支持单位，公布在大会手

册及展板之上。 

展商卫星会 

 大会期间在分会场提供一定时间段供参展单位通过会议方式进行产品

推介，公司形象宣传等，具体会议内容由参展单位自行决定。 

 每 60分钟展商卫星会 RMB 50000。 

 大会提供投影仪一台，屏幕一个，讲台麦克一个。 

 卫星会当天在大会指定位置摆放公司自行设计制作的易拉宝进行宣传。 

 参展商自行设计、印制卫星会请柬，会前交大会组委会审核，大会组委

会可将请柬放入大会资料包代为发放。 

 展商对卫星会会场的布置以不影响其他会议按时进行为宜。 



 厂商卫星会的具体日程必须在会前报请大会组委会批准。 

广告 

如下价格将适用于大会出版物 (大会日程书暨会议论文摘要集)； 

如下价格不含设计和出片打样的费用；所有广告均须为彩色； 

广告位置 价格 

封底 RMB 50000 

封二 RMB 30000 

封三 RMB 20000 

插页双面 RMB 15000 

插页单面 RMB 10000 

 

其他赞助项目 

1.公司可以在活动场展示公司标识，发放公司产品等，如下各项的餐饮、交通、

场租等费全部用由合作公司负担。 

 大会开幕晚宴 

 大会专场招待会 

2.公司或公司产品标识可以出现在适当位置，如下每项，大会收取冠名费

RMB100000 

 大会代表资料包 

 大会代表礼品 

3.公司或公司产品标识可以出现在适当位置如下每项，大会收取冠名费 

RMB50000 

 分论坛冠名 

 大会用记事本/笔 



 大会代表胸牌 

4.公司或公司产品标识可以出现在指定位置，如下每项，大会收取冠名费 

RMB20000 

 大会指示路引 

 大会指定展厅广告发布位 

 大会的指定位置户外展示（迎宾拱门，刀旗） 

 大会茶歇 

 大会用水 

注明：本次会议期间所有厂商组织参会代表参加的任何活动，包括晚餐会、

招待会、卫星会等活动的具体会议内容以及所有会场内、外的广告宣传必须通

过大会组委会的审核批准，方可进行。 

付款计划 

2017年 3月 20日以前，付清全额 

银行账号另行提供 

取消和退款 

退款政策适用于与展览，赞助，卫星会，社会活动，广告等有关的各项

内容。厂家对任何赞助项目的取消必须在 2017年 3月 20日前以书面形式通

知大会秘书处。 所有退款将在会后进行，并将严格遵照下列规定： 

2017年 3月 20日以前 退款 50%    

2017年 3月 20日以后 不再退款 

大会秘书处 

主办单位：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秘书处 

招商联系人：谢俊祥 杜海艳 



联系电话： 010-65136537 

传    真：  010-65265035 

E-mail：   电子邮件：bme2017@csbme.org 

联系地址： 北京东单三条 5号明日楼 202室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100005） 

 

 

 

 

 

 

附：参展厂家赞助意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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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E-mail

网站

地址

钻石赞助

金牌赞助

银牌赞助

铜牌赞助

标准展位 □50000 数量      展位号：

特展 □150000 数量     展位号：

分会场卫星会

赞助学员

总计

□支票

卡号

广告

冠名

请参展商家仔细阅读招商手册，根据选项在方框内打钩标明

□赞助人员  600元/人      数量                           □赞助人员  800元/人      数量

□赞助人员  1000元/人    数量                           □赞助人员  1200元/人    数量

请仔细认真签署此表，一经签署，说明接受条款中内容。退款政策适用于与展览，赞助，卫星会，社会活动，

广告等有关的各项内容。厂家对任何赞助项目的取消必须在2017年3月20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大会秘书处。

所有退款将在会后进行，并将严格遵照下列规定：2017年3月20日以前 退款50%  ，2017年3月20日以后 不

再退款。

□80000 数量

展位号：

□100000  数量

展位号：

□50000     分会场名称                           时段

□50000  封底   □30000  封二     □20000  封三      

□大会开幕晚宴     □大会专场招待会  □  100000  大会代表资料包   □100000大会VIP纪念品

 □15000 插页双面   数量      □10000  插页单面  数量

□  200000       备注

单项赞助

□20000 数量

展位号：

□30000 数量

展位号：

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支付方式

□银行转账 □信用卡

□40000  数量

展位号 ：

□40000 数量

展位号：

2017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大会赞助预定申请表

合作商赞助

□  1000000     备注

□  300000       备注

□  500000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