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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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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现代救援医学论坛”是立足中国国情，结合国际急救

医学进展及重大灾害医学救援态势的国际性学术平台，现已连续成

功举办了十七届（2003～2019年）。论坛以主题鲜明、学术权威、前瞻

务实为依托，规格高、规模大、内容新，是享誉国内外、具有中国特色，

链接全球的医学救援论坛。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系列全会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充分

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特色和优势，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

能力现代化，要加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讲话的各项工作任务，按

照中国科协“1-9·6-1”布局方案，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印发（航空医疗救护联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民航发［2019］17号）等文件的工作要求，交流国内外医学救援领域

里的新成就、新进展，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定于2022年9月23～25日在

湖北省武汉客厅中国文化博览中心举办“2022年中国·国际第18届

现代救援医学论坛”。

届时，邀请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国家卫健委全国

新冠肺炎疫情处置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

中国工程院院士范维澄、郑静晨、姜保国以及世界灾害与急救医学会

(WADEM)、全球复苏联盟（GRA）、国际SOS救援中心、美国心脏协会

（AHA）、欧洲复苏协会（ERC）、挪威挪度总部（Laerdal）、日本地震救

援机构、德国空中急救总部（DRF）、全德空地急救总部（ADAC）、俄罗

斯紧急救援机构的代表等国内外著名急救组织医学专家莅会并发表

（或线上）演讲、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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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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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 

承办单位
武汉亚心总医院
北京燕泰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众企互联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
中华护理学会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
武汉市急救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中国胸痛中心联盟
国家创伤医学中心
国际SOS救援中心
徐州医科大学救援医学研究所

《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社
阳光融和医院

论坛主席
李宗浩

论坛名誉主席
闪淳昌  梁万年

论坛联合主席
葛均波  范维澄  郑静晨  姜保国

论坛执行主席
何裕隆  霍勇  苏晞  

论坛秘书长
许铁



特邀
专家

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国家卫健委全国新冠肺炎

疫情处置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中国工程

院 院 士 范 维 澄 、郑 静 晨 、姜 保 国 以 及 世 界 灾 害 与 急 救 医 学 会

(WADEM)、全球复苏联盟（GRA）、国际SOS救援中心、美国心脏协会

（AHA）、欧洲复苏协会（ERC）、挪威挪度总部（LAERDAL）、日本地震救

援机构、德国空中急救总部（DRF）、全德空地急救总部（ADAC）、俄罗

斯紧急救援机构的代表等国内外著名急救组织医学专家莅会并发表

（或线上）演讲、讨论。

特约
媒体

人民网、新华网、中央电视台、健康报、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

道、搜狐网、网易、腾讯网、新浪网、凤凰卫视及湖北、武汉等三十余家

网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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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论坛
及分论
坛报告

2022年9月24日

主论坛: 

2022年中国·国际第18届现代救援医学论坛开幕式、院士大讲堂、

主旨演讲。

2022年9月24-25日

分论坛: 

空中急救分论坛

心血管急救分论坛

儿科救援分论坛

运动伤害分论坛

动物伤害救治分论坛

��

2022年9月23-25日

2022卫生应急救援产业展览会: 

2022卫生应急救援产业展览会集中展示国内外救援医学相关先进的

设备及服务，具体如下：

应急、医疗仪器设备

心电图机、呼吸机、心肺复苏机、心电监护仪、除颤仪AED、氧气瓶、负

压吸引器、电动吸痰器、医用超声波、自动洗胃机、气管插管及气管切

开包、简易呼吸器、心脏按压泵、负压骨折固定装置、微量注射泵、定

量输液泵、监护系统、体外膜式肺氧合(ECMO)装置、血气分析仪、小型

移动式床边X线机，体外起搏器、各式急救箱、急救包、模型人、AED模

拟器、担架、搬运平车气床、骨折固定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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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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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设备及急救药品

院前急救、急诊室、危重病人监护 (ICU)、抢救类医学仪器及设备，急诊

危重症诊疗及救治仪器设备、生命信息检测仪器、急诊放射设备、急

救药品、消毒、麻醉、止血、抗感染等应急药品及急救处置耗材等；

急救运输工具及通讯器材

急诊救护车、空中救援直升机、救生艇、救生筏、无人机救援及配送、

5G智慧救护车、急危重症转诊车载设备、车载监控设备、无线对讲器、

车载GPS等；

移动医院设备

配装现代化车载移动设备、检验车、影像车、药械车、通讯车、后勤保

障车、门诊帐篷、住院帐篷、临时病床、移动手术台、消毒设备、制氧供

氧设备、发电机、移动数字医院系统、及其他移动医院设备；

智慧医疗及健康医疗

医学人工智能、医疗大数据、医学机器人、5G远程医疗及会诊、医疗互

联网、智慧急救系统、健康监测设备、家庭医用治疗仪器、家庭保健自

我检测器材、中医器械、健康评估、健康数据分析；

公共卫生应急及防护用品

医用口罩、医用帽、医用酒精、防护服、防护面罩、防护眼镜、84消毒

液、免洗手消毒液、核酸检测试剂、测温计、血压计、远红外测温设备

及卫生防疫消杀等；

应急救援咨询服务

应急救援服务咨询、急救教学、培训服务机构、公益紧急救援机构、社

会救援服务、保险理赔服务、应急物流服务等。



布/撤展
日期及
展览地点

搭建日期： 2022年9月23日

展出日期： 2022年9月24-25日

撤展日期： 2022年9月25日 18:00

展览地点： 武汉客厅中国文化博览中心(武汉市东西湖区宏图路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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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规    格
及费用

室内光地价格：1280元/平方米（54平方米起租）

标准展位价格：12800元/个（9平方米）

标准展位配置：中文楣板字、咨询桌×1、折椅×2、射灯×2、5A插座                  

                        ×1、地毯

会刊广告：封面（软文及广告，视版面安排） 30,000元

                 封底（软文及广告，视版面安排） 30,000元 

                 封二 20,000元    封三 15,000元   插页10,000元

企业产品推介会：提供场地及组织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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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赞
助标准

一、战略合作伙伴≥200000元（贰拾万元）

1、论坛开幕式予以特别鸣谢；

2、论坛欢迎晚宴期间，安排致辞5分钟；

3、分论坛主题报告1次（20分钟以内，主题内容需组委会审批通过）或

卫星会1场（20分钟）；

4、获赠4名企业代表参会名额（超出名额部分按照正常费用收取）；

5、提供3个展位（3*3米或3*2米*2个）；

6、论坛手册内页广告2页。

二、钻石赞助商≥100000元（壹拾万元）

1、论坛欢迎晚宴期间，安排致辞3分钟；

2、分论坛主题报告1次（（15分钟以内，主题内容需组委会审批通过））

或卫星会1场（10分钟）；

3、获赠2名企业代表参会名额（超出名额部分按照正常费用收取）；

4、提供2个展位（3*3米或3*2米*2个）；

5、论坛手册内页广告1页。

三、金牌赞助商≥50000元（伍万元）

1、获赠2名企业代表参会名额（超出名额部分按照正常费用收取）；

2、提供1个展位（3*3米或3*2米*1个）；

3、论坛手册内页广告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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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赞
助标准

展位赞
助流程

（四）其他赞助

编号 类型 权益 金额
（元） 备注

D1 欢迎晚宴
欢迎晚宴冠名，厂商负责费用；
流程及活动由厂商安排（需经
主办单位确认）

100000 限定 1
家

D2 证件 会议代表证 + 挂绳（厂商
LOGO 定制） 30000 限定 1

家

D3 资料袋 环保布袋，外包装一侧添加厂
商信息（形象展示） 20000 限定 1

家

D4 记事本及
签字笔

记事本及签字笔可印刷厂商
LOGO，可由厂商设计制作（方
案需经主办单位确认）

20000

D4 茶歇
厂商可在茶歇区设置企业形象
展示，茶歇由酒店提供，厂商
负责费用

20000

D5 瓶装饮用
水 厂商自行准备，可印刷 LOGO 20000

D6 会刊插页 彩色插页 1 页，内容由厂商提
供（需经主办单位确认） 10000

一、填写参展申请表

详见参展申请表

二、论坛组委会与申请单位确认相关事项，签订协议书，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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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论坛线上线下参会者皆授予国家级I类继续医学教育项目6

学分。

众企互联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展位联系人：

李    玲  15501159887  

邮箱地址：DDLL58@163.com

北京燕泰会议服务有限公司赞助联系人：

张泽寅  13391759015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联系人：

魏留生  010-53672303    18510220511

邮箱地址：caderm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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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

招商联
系方式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                       

2022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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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申请表

搭建日期：2022年9月23日

展出日期：2022年9月24-25日

撤展日期：2022年9月25日18:00

展览地点：武汉客厅中国文化博览中心(武汉市东西湖区宏图路8号）

一、 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中文/英文）：                             

通讯地址（中文/英文）：                             

公司性质：                                                              网 址：                        

联系人：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二、 赞助 

类型：口 大会赞助                        口 分会赞助（分会名称：                                                                            ）

标准：口 战略合作（金额：                                             ） 

口 钻石赞助（金额：                                                      ） 

口 金牌赞助（金额：                                                      ）   

口 其他赞助（类型：                                                       金额：                                                                        ） 

三、 展位 

申请展位编号：                                                              金额：               

展品范围说明：                                        

申请日期：                                                                      签字盖章： 

备注事项： 

1、本表仅作为参展意向，以签订正式协议为准； 

2、本单位已详细阅读《招商函》各项条款，决定参加本届展会并服从大会统一安排； 

3、填写盖章完成后扫描文件发送至邮箱：caderm18@163.com

4、联系方式

    招展联系人：众企互联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李    玲 15501159887

    赞助联系人：北京燕泰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张泽寅 13391759015

    主办单位联系人：中国医学救援协会  魏留生 010-53672303   18510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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