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医装办〔2020〕11 号

关于召开“广东省医学装备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 2020 年度学术年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会员，医学装备同行：
广东省医学装备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定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在河源市举办
“广东省医学装备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20 年度学术年会”，会议将邀请国内知名医
学装备行业专家共同探讨后疫情时期医学装备精细化管理；邀请省内资深医学装备行业专家
就医疗设备和医用耗材采购管理、使用管理等方面内容进行专题讲座。省科协有关领导，医
疗卫生机构、医学院校、科研单位、医学装备生产、经营企业等单位的领导、专家、教授、
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学会全体理事、各专委会委员，学会会员代表将参加本次学术盛
会。
会议期间，学会医疗器械采购管理专业委员会、临床工程技术专业委员会、医学装备质
量控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还将同期召开 2020 年度学术年会。为确保会务
工作有序开展，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1.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2.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
3.学会 2020 年度学术年会；
4.2020 年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评选表彰；
5.2019-2020 年度医学装备优秀管理者和优秀临床工程师评选表彰；
6.2020 年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7.2019 年度广东地区医疗设备售后服务行业数据发布；
8.医疗器械采购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
9.临床工程技术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
10.医学装备质量控制专业委员会换届改选会议暨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11.青年委员会换届改选会议暨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12.医疗器械采购管理专业委员会、临床工程技术专业委员会、医学装备质量控制专业委
员会、青年委员会等专委会 2020 年度学术年会。
二、会议时间、地址
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
会议报到：2020 年 10 月 16 日 14:00-20:00
会议酒店：河源市福朋喜来登酒店

三、会议注册费（含资料费等）
1.企业代表参会按企业参展标准收费。
2.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会议注册费：400 元/人。
3.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候选人，会议注册费：400 元/人。
4.学会会员、其他参会代表会议注册费：800 元/人。
5.会议期间用餐、住宿由大会统一安排，往返交通费自理。若需住单人间加收房间差价
400 元/人，并在报名时注明。
6.付款方式：转账、支票、现金（提前付讫）：
单位名称：广东省医学装备学会
帐

号：3602061309200014212

开户行：工商银行广州庄头支行（工业大道支行）
开户行编号（行号）：102581000128
四、参会报名
通过会务系统报名：扫描二维码，填写个人报名信息。
五、会务联系方式
学会办公室：020-62783518
关少英 18688840706

张秀红 18688840361

学会邮箱：gdyzxh@126.com
六、注意事项
1.本次年会可授省级Ⅰ类学分,请携带学分 IC 卡（医疗教育一卡通）登记学分,会议现
场授分，会后不予补录。
2.2020 年 10 月 16 日晚上 20:00 将召开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将组织考勤，请
第五届理事会全体候选人及会员代表准时参会，无故缺席会议将视为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
3.由于酒店房间数量有限，请有意参会的代表在 10 月 10 日前完成参会报名登记，会务
组将按参会报名先后顺序统筹安排住宿。
4.为避免现场排队缴费，确保能优先安排食宿，建议提前通过会务系统缴费。
5.由于参会代表缴费金额不同，请在参会报名登记后的第二天（学会办公室当天会核实、
修改个人学会任职信息），再次进入报名系统，缴纳会议注册费用。在 9 月 27 日以前已完成
报名的，需重新登录报名系统（扫二维码即可），查询报名信息后，可直接缴费。
6、为加强疫情防控管理，请参会人员做好个人健康监测，确保无发热、咳嗽等症状方
可参会。入住酒店时，需接受体温测温，并出示粤康码。公共场合，请按要求佩戴好口罩。

广东省医学装备学会
扫码报名参会
查看会议日程安排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广东省医学装备学会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20年学术年会”会议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地点

主题内容

14:00－20:00

酒店大堂

参会报到

17:30－19:30

一楼西餐厅

自助晚餐

主持人
参会代表

会务组
凭餐票入场

2020/10/16
20:00－21:30

二楼宴会厅

21:30－22:30
07:00－08:00

一楼西餐厅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杨东

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

孙嘉增

自助早餐

备注

学会会员代表、第五届理事会全体理
事候选人
第五届理事会全体成员
凭房卡用餐

会务组

08:00－08:30

参会入场

08:30－09:10

开幕式（领导、嘉宾致辞）

邓冠华

领导、嘉宾致辞

集体合照、茶歇

会务组

参会人员

09:10－09:40
09:40－10:50

二楼
宴会厅

专题讲座二：《善其事，利其器》
主讲人：张永慧【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

10:50－12:00
12:00－13:00

一楼西餐厅

2020/10/17 13:00－13:45

二楼
宴会厅

专题讲座三：《广东地区2019年度行业数据调研活动介绍及结果发布》
主讲人：尹晴【《中国医疗设备》杂志社 副社长】
售后服务优秀企业、优秀论文、抗疫先进个人、优秀临床工程师、优秀
管理者颁奖

16:20－16:30

年会纪要
二楼宴会厅C

18:30－20:30

凭餐票入场

会务组

参会入场

15:00－16:20

16:45－18:00

路婧
姚剑峰

自助午餐
参观会展区

13:45－14:00
14:00－15:00

专题讲座一：当前疫情对未来医疗器械发展的思考
主讲人：蔡葵【北京医院】

全体参会代表

三楼
8号会议室
二楼宴会厅

青年委员会换届改选会议暨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医学装备质量控制专业委员会换届改选会议暨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委员会议
晚宴

全体人员
全体参会代表

欧伟光
李慧诚
余冬兰

获奖人员、学会领导

孙嘉增

学会领导

方豪

全体青委会委员

陈宏文

全体医学装备质量控制专委会委员

会务组

凭餐票入场

广东省医学装备学会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20年学术年会”会议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地点

主题内容

主持人

07:00－08:00

一楼西餐厅

自助早餐

会务组

凭房卡用餐
医疗器械采购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08:30－09:00

专题会议：医疗器械采购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
会议

王连伟

09:00－09:45

专题讲座一：国际新形势下如何开展进口设备论证
主讲人：姚剑峰/曾斯宁【深圳大学总医院】

谢卫华

专题讲座二：医保新政下如何提高医疗器械管理水平
医疗器械
采购与管理论坛 主讲人：邹明华【广东省人民医院】
（二楼宴会厅
10:30－10:40
茶歇
A）
09:45－10:30

2020/10/18

林薇薇
会务组

10:40－11:20

专题讲座三：医疗器械应急采购与捐赠事务管理
主讲人：余冬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鹿奉华

11:20－12:00

专题讲座四：医疗机构政府采购热点案例剖析
主讲人：张惠玲【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卢冬霞

08:30－09:00

专题会议：临床工程技术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

郑理华

09:00－09:30

专题讲座一:彩超探头工作原理及结构组成
主讲人：解战英

09:30－10:15
10:15－10:25

医疗设备
专题讲座二:彩超探头维修实务-理论
维护管理论坛 主讲人：宁旭飞
（三楼8号会议
室）
茶歇

10:25－11:00

专题讲座三:彩超探头维修实务-实操
主讲人：宁旭飞

11:00－12:00

专题讲座四:医疗机器人助力智慧化医院建设
主讲人：阳秋晖

备注

卢晶

参会代表

临床工程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参会代表

广东省医学装备学会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20年学术年会”会议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地点

08:30－09:30

09:30－10:20

10:20－10:30

青年发展论坛
(三楼2号会议
室)

10:30－12:00

主题内容
专题讲座一：杂志社角度看论文的选题与发表
主讲人：王亚男【《中国医疗设备》杂志社】

张凯敏
温 锐

专题讲座二：无人机的发展现状及其在不同行业的应用前景
主讲人：侯垠佑【亿航智能集团 中华区总经理】

于强
钟珊珊

茶歇

会务组

专题讲座三：人格培养与心理健康
主讲人：张小远【南方医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国彪
郑鹏翔

嘉宾开幕致辞和合影

08:45－09:45

专题讲座一：医疗器械临床应用中的“可用性”
主讲人：彭明辰【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院工程学院】

09:45－10:45

专题讲座二：医疗设备临床应用可靠性管理研究
主讲人：李春霞【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可靠性研究室
主任】

10:45－11:00

医疗器械质量
控制管理论坛
(二楼宴会厅C) 茶歇&新技术交流环节

专题讲座四：质量工程学在医疗设备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主讲人：王胜军【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设备器材科 副主任】

11:30－12:00

夏景涛

陈少云
王胜军
参会代表

专题讲座三：医院医疗设备质控体系的构建和思考
主讲人：方豪【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深汕门诊部 副主任】

11:00－11:30

备注

参会代表

08:30－08:45

2020/10/18

主持人

11:30－13:00

一楼西餐厅

自助午餐

08:30－12:00

酒店大堂

授学分

12:30前

酒店前台

退房

林薇薇
于强

凭餐票入场

会务组

注册参会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