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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为充分发挥非公医疗协会的优势，整合医疗、康复、护理等慢病相关领域的资源，促进公立与

非公立、国内与国外慢病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和专业资源共享，第五届亚洲慢性期医疗学会将于

2019年6月21日-22日在中国上海隆重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主办，中国非公

立医疗机构协会慢性病管理分会承办，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

透析专业委员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委员会联合协办，本届大会得到亚洲慢性期

医疗协会、日本慢性期医疗协会、韩国慢性期医疗协会大力支持，大会将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I

类学分。

大会将邀请国家卫健委领导、上海市卫健委有关领导出席，30余名国内外著名医学专家围绕着

慢性病管理、肾病诊治、疼痛管理等相关领域做专题学术讲座，同时有资深的院长和投资者参与主

题讲座，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慢性病、疼痛科、康复科等医疗工作者和来自日本与韩国的慢性病

管理的专业人士济济一堂，共同探讨在慢性病管理和医疗照护方面的先进技术和实践经验，探讨相

关领域创新的医疗技术、支付体系、商业模式行业发展的热点和变化趋势，促进国际医疗健康多方

领域的深度合作。 

大会还将组织亚洲慢性病优秀案例路演，来自国内外的慢病、疼痛、肾病及相关企业将带来各

领域先进成熟的技术、方法和理念，并展示项目及设备，大会专委会将评选优秀项目授予证书。

我们衷心欢迎国内外从事慢性病管理、康复管理、健康管理、疼痛管理、肾病诊疗等方面的专

家、学者、医护人员以及养老健康服务和相关健康产业的领军人物、专业人员、企业家莅临本次大

会，交流各自的经验，共享亚洲优势医疗资源，增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慢性病管理及相关领域

的发展，提升服务水平，造福人民群众。

期盼与大家在上海相聚！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201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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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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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委 员 会

主　任：郝德明

副主任：闫东方　王　珊　中村哲也（日本）　武久洋三（日本）

　　　　金徳鎭（韩国）　赵　英　梅长林　单俊葆　蔡江南　程文灏

秘书长：郭　跃

执 行 委 员 会

主　任：郭　跃

副主任：陈晓满　黄　华　王九生　赵　英　范　寅　钟菊华

委　员：董美玲　罗　薇　王　超

参会及受邀嘉宾

（一）参会者：中、日、韩等国医院院长、医院技术骨干、慢性病、肾病、疼痛病管

　　　理相关医药、服务企业代表

（二）受邀嘉宾：互联网+医疗投融资机构代表、行业分析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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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概况

由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主办，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慢性病管理分会承办的第五

届亚洲慢性病医疗学会将于2019年6月21日-22日在中国上海举行，会议得到了亚洲慢性期医

疗协会、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疼痛专

业委员会、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大会将邀请国家卫健委领导、上海市卫健委有关领导出席，30余名国内外著名医学专家

围绕着慢性病管理、肾病诊治、疼痛病管理等相关领域做专题学术讲座，同时有资深的院长和

投资者参与主题讲座，来自国内外的慢性病、疼痛科、肾病科等医疗工作者及医疗投融资机构

代表、行业分析师将共同探讨慢性病管理、医疗照护、支付体系、商业模式等各方面经验和变

化趋势。同期将组织亚洲慢性病优秀案例路演，来自中、日、韩三国的慢性病、疼痛病、肾病

及相关企业、投融资公司将带来各领域先进成熟的技术、方法和理念，并展示项目及设备，大

会专委会将评选优秀项目授予证书。

会议亮点

●中、日、韩三国团队将带来在慢病领域先进成熟的技术、方法和理念，并展示项目及设备。

●亚洲慢性病优秀案例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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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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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保障

上海中洧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陈小海　15202187419

E-mail：sh@xndesign.com.cn

电　话：021-66021711

地　址：上海市宝山区陆翔路111弄1号楼919室

沈小姐　13761461991

请各位需预定酒店的代表务必将姓名、入住和

离店时间于6月8日之前发送至酒店预定联系人

沈小姐 13761461991，统一预定，住宿费到

店支付。

 

 

 大会专委会 招商热线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慢性病管理分会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慢性病管理分会

董美玲　13122627952(同微信号)

E-mail：mxb@joyhc.com

电　话：021-52887771

地　址：上海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727号

董美玲　13122627952(同微信号)

E-mail：mxb@joyhc.com

电　话：021-52887771

地　址：上海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727号

（大会日本連絡窓口）日々向上国際株式会社

担　当：杉　崎

電　話：03-6233-7171

E-mail: hibikoujyo@vip.163.com

住　所：東京都新宿区大久保2-3-9ヴァリエ戸山203

                           

展览及参会申请办法
请填写本招商手册附加的“展览/参会申请表”并发电子邮件至mxb@cnmia.org

报名网址

http://cdic2019.medmeeting.org

微网站

http://www.medmeeting.org/MiniSite/index/8693?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会议酒店

会议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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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展览及广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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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合作项目

序
号

A

A1

合作项目

综合类合作

获得权益 单次金额

人民币

1000,000元

人民币

600,000元

人民币

200,000元

A2

A3

钻石

支持一名

金牌

支持三名

银牌

支持五名

1、授予本届大会协办单位荣誉称号会议，背景板、会刊
　  于显著位置列名
2、企业领导人开幕式主席台就座并致辞
3、20分钟主会场发言
4、免费3*13平方米的特装展位一个
5、欢迎晚宴独家冠名并致欢迎辞
6、给予2个VIP名额以及50个免费大会注册名额
7、大会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
8、免费举办发布会一场，企业领导人接受媒体专访
9、《会刊》两版（跨版）广告及专访一篇

1、授予战略合作单位荣誉称号，并于会议背景板、会刊
　  等处显著位置列名
2、企业代表前排就座，晚宴安排主桌就座
3、20分钟分论坛发言
4、免费3*2平方米的展览空间
5、给予1个VIP名额，30个免费大会注册名额
6、大会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
7、免费举办发布会一场
8、会刊两版广告

1、授予大会支持单位名誉称号，并于会议背景板、会刊
　  等处显著位置列名
2、企业代表前排就座
3、15分钟分论坛卫星会
4、免费3*2平方米的展览空间
5、10个免费大会注册名额
6、大会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
7、《会刊》一版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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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展览及广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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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合作项目

序
号

A

A4

合作项目

综合类合作

获得权益 单次金额

A5

A6

分项

支持项目

会刊广告

展位

人民币40,000元

人民币30,000元

人民币30,000元

人民币30,000元

人民币30,000元

人民币30,000元

人民币30,000元

人民币15,000元

人民币10,000元

人民币10,000元

人民币100,000元

人民币10,000元

人民币20,000元

人民币15,000元

人民币15,000元

人民币10,000元

人民币5,000元

人民币30,000元

会议专用包（独家支持）

座椅套背（独家支持）

会议笔记本（独家支持）

会议用笔（独家支持）

矿泉水广告（独家支持）

礼品赞助（独家支持）

代表证（独家支持）

同层广告位（2m*3m）

会议指示系统（独家支持）

会议餐券广告（独家）

茶歇提供及广告位（独家支持）

工作人员服装（独家支持）

封底

封二

封三

内插页

资料袋放置插页广告

标准展台（3m*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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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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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支持　　人民币1,000,000元 

金牌支持　　人民币600,000元

1、展览位置

　  钻石支持商将获得3*13平方米，限高3米的免费展览空间

2、平面广告

　  会刊的广告和同层广告位 （由支持商提供设计文件，由大会统一制作）

3、鸣谢

　  大会将在会刊和网站等鸣谢各支持商

　  企业鸣谢背景板

4、其他

　  分顶支持项目第一优先选择权

　  分顶支持项目需另外付费

　  同级支持商选择次序根据抽签制决定

1、展览位置

　  金牌支持商将获得3*2平方米，限高3米的免费展览空间

2、平面广告

　  会刊的广告和同层广告位 （由支持商提供设计文件，由大会统一制作）

3、鸣谢

　  大会将在会刊和网站等鸣谢各支持商

　  企业鸣谢背景板

4、其他

　  分顶支持项目第二优先选择权

　  分顶支持项目需另外付费

　  同级支持商选择次序根据抽签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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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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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牌支持　　人民币200,000元

1、展览位置

　  银牌支持商将获得3*2平方米，限高3米的免费展览空间

2、平面广告

　  会刊的广告和同层广告位 （由支持商提供设计文件，由大会统一制作）

3、鸣谢

　  大会将在会刊和网站等鸣谢各支持商

　  企业鸣谢背景板

4、其他

　  分顶支持项目第三优先选择权

　  分顶支持项目需另外付费

　  同级支持商选择次序根据抽签制决定



第五届亚洲慢性病医疗大会暨亚洲慢性病优秀案例路演

09

赞助、展览及广告信息

B.会议展位

展览时间

展品

企业布展时间搭建时间 展览开放时间 撤展时间

2019年6月21日
08:00-12:00

2019年6月20日-21日
22:00-08:00

2019年6月22日
16:00-20:00

2019年6月21日
14:00-17:30

2019年6月22日
09:00-17:30

展品包括慢性病药物、医疗器械、保健品、学术出版物等，展品需经大会批准方可

参展。

序
号

B

合作项目 获得权益 单次金额

人民币30,000元标准展位

1、大会资料包2个

　（两把椅子和一张长条桌、电源）

2、提供2个参展商参会证

3、2个会议专用包

4、会议指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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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厂商卫星会时间段与价格

C1　　　　开幕式后全体卫星会

C2　　　　其他场次全体卫星会

价格：200,000元

价格：150,000元

此价格包括

免费使用会场；

免费使用组委会提供的AV设备（公司自备电脑，不改变原会场设备配置）;

向会议资料包中加一封卫星会的邀请函或请柬；

企业自行组织论坛主题和参会人员；

由于开幕式卫星会申请厂家较多，公司需申请至少1个标准展位方能申请购买卫

星会；

展位和卫星会时间段挑选原则

展位将在2019年5月开始统一分配。参展企业将根据赞助金额的高低依次挑选展

位和广告位等，同一级别的参展企业的挑选顺序以和组委会签订赞助协议及交费

时间为准。 

所有在2019年4月15日后与组委会签订参展协议或付款的参展企业，不论参展费

用多少，挑选原则统一以与组委会签订赞助协议的时间及交费时间顺序为准。为

了确保能够挑选到满意的展览位置或卫星会时间段，请尽快与会务组联系，并及

早签订参展协议或交纳预付款。

30分钟/场

30分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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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展位
1.黄色区域为标准展位，展位号A01-A16（3*2米）

展位将在2019年5月开始统一分配。
标准展位(30,000元人民币/每个展台，有框架)展位3*2平方米，限高3米

两把椅子和一张长条桌、电源
提供2个参展商参会证
2个会议专用包
会议指南手册

●

●
●
●
●

D.展位图

包括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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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出版物及媒体宣传

F.会议服务项目

大会会议指南（Guidelines for meetings）

出版物 编号

E01-1

E01-2

E01-3

E01-4

E01-5

形式

平面广告封底

平面广告封二

平面广告封三

平面广告-双面插页

平面广告-单面插页

规格

画面尺寸为A4尺寸

画面尺寸为A4尺寸

画面尺寸为A4尺寸

画面尺寸为A4尺寸

画面尺寸为A4尺寸

数量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价格

大会
会议指南

申请截止日期：2019年5月31日

大会用笔记本

价格：30,000元人民币
企业可以在会议笔记本指定位置印制合作方logo及名称

赞助商只负责相关费用，由主办方统一制作

印刷数量：1,000本

大会会议指南致谢列名

大会专用笔

价格：30,000元人民币
企业可以在会议专用笔指定位置印制合作方logo及名称

赞助商只负责相关费用，由主办方统一制作

印刷数量：1,000支

大会会议指南致谢列名

赞助商只负责相关费用，由主办方统一制作

会议资料包

价格：40,000元人民币

数     量：1,000个

大会会议指南致谢列名

企业可以在会议资料包指定位置印制合作方logo及名称

赞助商只负责相关费用，由主办方统一制作

会议座椅背套

价格：30,000元人民币

数     量：1,000个

大会会议指南致谢列名

企业可以在座椅背套上指定位置印制合作方logo及名称

平面广告-资料袋插页广告 

D-03 D-04

广告位

D-02
D-02

10,000元人民币

10,000元人民币

10,000元人民币

20,000元人民币

10,000元人民币

10,0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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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会议服务项目

大会用瓶装水

价格：30,000元人民币

数     量：1000瓶

大会会议指南致谢列名

瓶装水标签可印制企业名称/LOGO

赞助商只负责相关费用，由主办方统一制作

大会礼物赞助

价格：30,000元人民币

数     量：10,000个

大会会议指南致谢列名

赞助商只负责相关费用，由主办方统一制作

企业可以在礼品指定位置印制合作方logo及名称

D-05 D-06

大会代表证

企业可以在代表证指定位置印制合作方logo及名称

印刷数量：1,000张

在会议日程册上进行致谢

大会会议指南致谢列名

价格：30,000元人民币

赞助商只负责相关费用，由主办方统一制作

同层广告位

价格：15,000元人民币

尺     寸：2m*3m

大会会议指南致谢列名

企业可以在品牌宣传制作文件印制合作方logo及名称

D-07

D-08

广告位

会议指示系统

企业可以在所有指示牌上指定位置印制合作方logo及名称

印刷数量：待定

在会议日程册上进行致谢

大会会议指南致谢列名

价格：10,000元人民币

赞助商只负责相关费用，由主办方统一制作

会议餐券广告

价格：10,000元人民币

数     量：1,000个

大会会议指南致谢列名

企业可以在餐券上指定位置印制合作方logo及名称

D-09

D-10

指示

系统

餐券

茶歇区广告位

企业可以在歇宣传背景板指定位置印制合作方logo及名称

印刷数量：待定

在会议日程册上进行致谢

大会会议指南致谢列名

价格：10,000元人民币

赞助商只负责相关费用，由主办方统一制作

工作人员服装

价格：10,000元人民币

数     量：1,000个

大会会议指南致谢列名

企业可以在服装上指定位置印制合作方logo及名称

D-11

茶歇区
广告位

D-10



主办单位: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承办单位: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慢性病管理分会

协办单位:  

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  |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疼痛专业委员会  |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委员会

上海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亚洲慢性期医疗协会  |  日本慢性期医疗协会  |  韩国慢性期医疗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