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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远程康复技术及照护管理大会
2017 世界康复信息论坛
会议通知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康复信息专业委员会（筹）各位委员，
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康复技术及健康养老专业委员会（筹）各位委员，
中国远程医药健康联盟远程康复护理健康服务专家指导组各位专家，
中国远程医药健康联盟远程康复护理健康服务协作组各位成员单位，
中国远程康复护理健康服务联盟各位理事长、各理事单位，
各地远程康复护理健康服务领域研究、应用、建设、运营、管理单位的领导、专家：
完善治疗—康复—长期护理服务链，发展和加强康复、老年病、长期护理、慢性病管理、安宁疗护
等接续性服务成为当前提升居民健康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全国医药
技术市场协会、中国远程医药健康联盟和中国远程康复护理健康服务联盟决定在“第十六届世界医药健康
信息学大会(16th World Congress on 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cs，Medinfo2017)”举办期间，于 2017 年 8
月 19 日-20 日在苏州市共同主办“第一届中国远程康复技术及照护服务大会/2017 世界康复信息学论
坛”。
大会以“智慧、创新、精准”为主题，邀请我国在远程康复技术及照护服务领域的知名院士、专家学
者、行业领袖出席，深入解读国家新近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全面解析国家康复技术产业环境、趋势、
行业发展等热点议题，探讨如何通过医联体、分级诊疗、远程康复指导等创新模式，利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硬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实现居家康复、社区康复、康复机构、医疗
机构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康复技术及照护服务智慧化升级，提升康复质量及照护水平。届时，将成立
“康复信息学专业委员会”“康复技术及健康养老专业委员会”。
大会竭诚欢迎各界朋友踊跃参会！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

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

年 7 23

大会组织
名誉主席： （按拼音排序）
方国恩

郭继鸿 刘江生

大会主席：席家宁
大会执行主席： 公维军
大会执行副主席：（按拼音排序）
康复临床/护理： 霍春暖 黄焰 李乔华 刘爱贤 马东星 欧阳亚涛 郄淑燕
王莹 杨华清 于红 张丽娟 张振香
康复信息技术：邓国兰 李方洁 吕聪敏 王红宇 王丽华 王展 徐金义
大会秘书长：张夏琳
大会秘书组：苑立平 刘墨青 孙天宝 刘慧娟 黄洁 徐梦林 刘晓玲 刘洋

大会日程安排
一.
二.

2017 年 8 月 18 日下午 报到
2017 年 8 月 19 日上午 主题大会

2017 世界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华语）论坛
暨中国国际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创新大会
08:00-09:00 签到
09:00-09:30 开幕式 领导专家祝词
09:30-10:10 第一届中国远程康复技术及照护管理大会/2017 世界康复信息大会
首届“康复技术及健康养老专业委员会”、“康复信息学专委会”及成立大会
首届主任委员/大会主席 席家宁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并颁发委员证书
演讲主题：《对现代康复医学的再认识》
10:10-10:40 第 12 届中国远程心脏监护技术学术会议
暨 2017 世界远程血压心电监测（华语）论坛
10:30-11:00 第十六次全国心力衰竭联合大会
11:00-11:30 第二届中国国际医学影像技术创新大会

11:30-13:00 午餐

三、8 月 19 日下午 康复信息学分论坛及知识竞赛
1、康复健康管理新进展
主持：

席家宁 焦杨

13:00-13:15 患者医康养护全程服务模式探索
13:15-13:30

公维军

康复 4.0 和康复产业升级--应用智能和共享理念创新学科发展思路
黄国志

2、照护管理服务新理念（含康复护理）
主持： 何霞

霍春暖

13:30-13:45

科技领导与云端照护

李作英

13:45-14:00

移动健康程序在神经科延续护理中的应用

韩斌如

3、远程康复平台建设之我见
主持： 公维军

高国栋

张伟宏 王展

14:00-14:40 网络康复医院建设实践与应用探索（5 分钟/人）
针对当前远程发展亟待解决和应用的相关问题发表意见、建议
发言人：（按拼音排序）
吕聪敏

孙天宝

14:40-14:45

王红宇 王丽华 于红 张丽娟

茶歇

4、 知识大赛
14:45-17:15

主持人： 王莹 苑立平

总裁判长：公维军
评

委： （按拼音排序）

贾如冰 霍春暖 吕聪敏 郄淑艳 张夏琳
5、 晚宴（含演出）
18:00-20:00 晚宴节目主持人：

钟航美 欧阳平

黄焰教授（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
王莹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节目单：（见附页 1）

8 月 20 日 上午
1、

康复信息及技能的临床应用（含心电）

主持：

杨虎

张夏琳

杨丽红 邓汴明

08:00-08:15

心电技术的现状与展望

杨

虎

08:15-08:30

康复医疗中的具体问题解决方案之-----智能牵伸在中风和脑瘫患者踝关节僵硬中的应用。
邱纪方

08:30-08:45

心电学研究新视角 2017

方丕华

08:45-09:00

待定

杨卫新

09:00-9:15

脑卒中患者康复护理模式探索

张振香

09:15-9:30

待定

赵建勇*

2、康复临床实践之我见（5 分钟/人）（按拼音排序）
09:30-10:10

主持

黄焰

贾如冰

郄淑燕

发言人：姜立清 刘爱贤 李方洁 李乔华

滕立英 马东星

彭彦平 王霞 徐金义 杨华清

10:10-10:20 茶歇
3、康复医疗中的具体问题解决方案
主持：

李莉

李树伟*

10:20-10:35 智慧康复医院与三级康复网络建设

邵明

10:35-10:50 待定

武亮

4、宣布竞赛获奖名单并颁发获奖人员证书
10:50-11:30
大会闭幕

【注】：参会专家及最后日程以注册名单为准。尚未列出的授课专家及主持，
请您尽快注册。感谢您的支持！
* 未注册
大会资讯
会议时间：2017 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 20 日
会议地址：苏州太湖国际会议中心
（苏州市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环太湖大道 28 号）
会议网址：http://wchis.medinfo2017.org/programme
会议费用：3000 元/人（含会议注册费、两天午餐费），大会会务组可统一安排酒店住宿，
交通、住宿费用自理。
注： 中国远程康复护理健康服务协作组成员单位将免费获取 1 个 3mX3m 标准展位和两个大
会注册名额。
会议联系人：
刘墨青：18612682188，18612682188@163.com
张春兰：18963668121, zhangchl_zsy@163.com
胡华婷：13405170783，huating.hu@gareatech.com
我们非常荣幸地代表组委会诚邀各专业从事康复的广大临床医师、护士和远程医疗人员积极
报名，踊跃参会！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康复信息专业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