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单位
中国慢病健康管理与大健康产业峰会组委会

联合主办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中国医师协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

中关村新智源健康管理研究院

华龄智能养老产业发展中心

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健康体检与评估专业委员会

湖南省医院协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

学术主办
中关村新智源健康管理研究院

心血管健康（苏州工业园区）研究院

国卫健康大数据（中关村）研究院

北京熙睿心脑肿瘤精准医学研究院

学术支持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

中华医学杂志

承办单位
湖南省健康管理质量控制中心

中南大学健康管理研究中心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慢病管理学组

中关村新智源健康管理研究院会议会展部

北京国卫华阳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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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慢病健康管理的规范化和实施，助力杰出的公司和机构更为成功。 
成为我国慢病管理与大健康经济增长倍增器、发展方式转换器、产业升级助推器。

慢病管理

与大健康产业链的

对接平台

行业新思想碰撞的

交流平台

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

构建一线市场体系的营销

平台

行业发展

动态与趋势的

信息发布平台

崭新慢病管理

文化理念的

创新平台

企业品牌传播的

重要渠道平台

大会功能定位

服务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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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回顾  硕果累累

榕城启航

江城扬帆

杭州印记

“五湖健康大会”自 2016 年创办以来，得到了多位院士、百余位国内医学大
咖的支持，累计吸引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4000 余位行业同仁的参与，引起业
界高度关注。

首届峰会        2016 年 4 月 15-17 日·福州

第二届峰会        2017 年 4 月 14-16 日·武汉

第三届峰会        2018 年 4 月 13-15 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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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回顾  硕果累累

首届 首届 首届第二届 第二届 第二届第三届 第三届 第三届

企业数量 产品及技术数量 受众规模

政府部门：1.5%

疾控机构：2%

行业组织：1%

科研单位：3%

三级医疗机构：56.1%

基层医疗机构（含二级医疗

机构）：20%

 养老康复机构：3%

技术产业企业：10%

其它健康服务产业链相关单位：2.5%

各类媒体：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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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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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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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31个省市
自治区共计4000余

名行业同仁

历届规模数据对比

历届参会代表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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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团

白书忠

武留信

唐世琪

张雁灵

陈义勤

黄守清

窦熙照

朱勇 杨民

朱玲

吴玉普 李俊德

宋震亚 陈志恒

名誉主席

大会主席

共同主席

历届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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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委员会

吴天一（院士）

吴寿岭 袁洪

郭清

宁光（院士）

周成虎（院士）

于金明（院士）

张元亭

林东昕（院士）

王建安

徐勇勇

韩雅玲（院士）

邢春晓

陈伟伟

李蓬（院士）

李光伟

游伟程曾强

吴以岭（院士）

李灿东

周脉耕

李静

惠汝太

陈敏生

霍勇

李景波

（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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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品牌参展单位（部分）

……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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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学术规划及功能板块

一、时间及地点
报到布展：4 月 12 日全天；会期及展期：4 月 13-14 日；
地点：湖南省长沙顺天凯宾斯基酒店。

二、内容：
核心内容：
本次大会致力于“聚焦慢病健康管理 引领行业产业发展“的主题，以慢病管理的规范化和落地实施为抓手，将
邀请相关学界泰斗、业界领袖、学科专家进行主旨报告交流、专题互动、经验分享和成果展示。

学届泰斗主旨报告： 
围绕大会主题将设置“政策研究、行业进展、产业发展、学科前沿技术、慢病健康管理”等版块进行报告和分享。

学科专家专题报告： 
涉及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疾病等的早期筛查与健康管理、恶性肿瘤早期精准筛查与风险管理、健康生活方式、精
准医学前沿技术与慢病管理、健康产业创新园区发展、健康管理信息团体标准等。

分论坛： 
邀请先行先试单位分别就慢病健康管理与医疗健康大数据、预防保健与智慧健康养老、可穿戴技术与大数据、中
医治未病与自然健康等进行经验交流和成果分享。

同期举办： 
1、国家首批健康管理（体检）卫生信息团体标准培训会； 
2、大健康投融资圆桌会； 
3、健康管理学术辩论会。

征集评选： 
1、“健康管理与慢病健康管理成功案例”奖项
奖项：机构或团队奖：创新奖、引领奖、示范奖、质量奖，协同奖等。个人奖：贡献奖、创新奖、耕耘奖等。 
2、“大健康产业技案例”奖项
奖项：产业引领奖、技术创新奖、产品质量奖、社会责任奖、学术贡献奖等。 
3、“普及健康生活和健康科普视频作品”奖项 
奖项：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作品学术产品应用提名奖。

实操性培训会：2 场，实用管用。

权威发布：《2019 健康管理蓝皮书》和有关《共识指南》。

隆重推出：全国慢病风险管理与大健康产业技术及产品展览会。

中国慢病健康管理解决方案百家争鸣？

五湖健康大会携
20位学届领袖，100位学科专家，2000名终端用户，30余家行业媒体

与您共同：
开启我国慢病管理蓝海市场的大门！布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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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邀请，精准对接

如果您是下列供应商，请预定展位

健康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

关键突破技术

心脑血管病等重点慢病管理和防治药

品、设备及全面解决方案

智能健康养老及相关康复产品

各类新药特药

流行病智能监测和防控系统等

手机 APP 端和智能设备等慢病患者

自我管理的信息平台

健康体检服务商

医学 AI 引擎以及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疾病筛查与评估系统

各类基因检测公司、技术及设备

疾病诊疗系统，慢病辅助诊疗专家系

统，全科医生智能助手机器人；互联网、

远程医疗医疗服务商

健康管理可穿戴设备、家庭智能健康

检测监测设备、便携式检查设备及标

志物检测平台

疾病康复系统

健康管理系统

全国慢病风险管理与大健康产业技术及产品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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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邀请您

您这次参展将遇到什么客户群体？

主管单位
国家、省、市、县（区）级卫

计委相关负责人。

行业组织、科研单位
相关行业学会、协会及各类科

研教育机构。

医疗健康管理机构
县区级以上各类型医院院长、

分管院长、健康管理中心（体

检中心）负责人、预防保健科；

创建健康促进县（区）或慢性

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负责人。

疾控机构
各级健康教育中心 ( 所、科 )、

各级疾控中心健康教育和慢性

病防治、各级慢性病防治机构

( 防治办公室 ) 负责人 ; 各级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健康教育和慢

性病防治管理负责人 ; 各级计生

宣教中心负责人。

各类媒体单位等。

其它健康服务产业链
相关单位

各类商业医保 / 商业养老保险、

相关药品研发生产制造企业、医

疗器械、诊断试剂 / 检测服务；

药事服务、医疗信息、移动医疗、

在线教育为服务系统机构等。

基层医疗机构
各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站 )、

计生服务中心 ( 站 )、乡镇卫生

院具备社区健康教育和慢性病

管理工作经验的技术骨干、全科

医生。

养老康复机构
各级医疗机构的康复中心，各级

医养结合养老中心负责人。

峰会
1500 人

培训班
600 人

参评单位及个人
200 人

共计

约 2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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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带来的服务？

一、宣传增值服务

1、免费宣传项目：参展交款后，组委会免费为参展单位制

作 H5 一篇，利用大会微信宣传资源，将向全国目标群体

发送。

2、定制式请柬服务，协助邀请目标客户：会前 30 日，

大会将《嘉宾请柬》设计模板加盖组委会电

子章后，发至各展商。展商增添企业信

息、展位号后，发至意向洽谈客户。

三、目标客户商务对接服务

1、会期，组委会将组织 VIP 团一一拜访参展单位，将代表

参观展位时间列入大会整体日程中，引导专业客户至展商

展台与展商进行对洽。

2、会后：会议结束后，会务组向展商提供至少十条

商业机会信息。

二、省时快捷的布展服务

1、会务组将在会前 30 个工作日将《展商手册》发

至参展单位指定邮箱，便于开展筹备工作。

2、为参展单位提供设计、搭建、展品物流代收、现场展品

搬运等一条龙服务：

为特装展位免费设计效果图；

为标准展位提供设计、安装、撤展一条龙服务，只收取成

本价（收费标准提前告知）；

代为接受货物，可提供现场搬运服务人员及简单设备（提

前告知会务组）。

四、其它服务

1、提供订餐服务及住宿预订服务（房间价格确保至

少低于门市价 15%）等。

2、会议现场对每一家展商进行满意度调查，详细征询展商

参展收获、满意度、意见和建议。现场服务受理，15 分钟

予以协调解决。

服
务

只
有始点，没

有

终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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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评比活动介绍

“第四届中国慢病健康管理与大健康产业峰会暨第四届中国·湘雅心血管健康管理论坛”定于 2019 年 4 月 12-14 日在湖

南省长沙市举行。为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引领健康管理

与慢病健康管理实践、普及健康生活和提高健康自我管理能力，解决当前我国健康管理与慢病健康管理缺少成功案例，大健康产

业缺少实用、管用的产品和技术，公众健康素养低、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弱等突出问题，大会组委会联合相关权威学术组织及媒体

共同发起“健康管理与慢病健康管理成功案例”、“大健康产业技术产品应用案例”、“普及健康生活和健康科普视频作品”征

集评比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集内容、要求和范围

（一）健康管理与慢病健康管理成功案例

征集内容：健康教育、健康咨询指导、健康体检、慢病早期筛查、健康评估与健康解决方案、健康干预与健康跟踪、全人群

慢病风险因素预防管理、慢性病高危人群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特殊人群的健康管理、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等。

征集要求：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有研究数据说明；有可借鉴的经验；有创新落地的模式；有可推广的技术方法及方案。

（二）大健康产业技术产品及应用案例

征集内容：医疗医药、健康管理、智慧健康养老、中医药及民族医药、自然医学与自然健康、医疗健康可穿戴设备与大数据、

健康医疗旅游等产业相关技术产品及其应用。

征集要求：产品设计科学新颖；测量方法及指标准确、可靠；产品技术有获准获批证明；推广应用成效显著；产品技术市场

前景广阔。

（三）普及健康生活和健康科普视频作品

内容范围：健康生活方式、慢病预防、心理健康、旅游健康、中医养生保健、健康自我管理、家庭健康及健康文化科普等。

征集要求：选题新颖，设计科学；主题鲜明，内容易懂；视听效果兼顾，内容形式统一；时间控制在 5 分钟以内。

（四）征集范围

健康管理（体检）机构；医联体、医共体及专科联盟；各类工作场所；社区或基层；区域（省、市、县区）；互联网与云医

院等。单位和个人均可应征。

二、征集评选流程

（一）征集与宣传：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面向全国征集报名。

（二）遴选与评审：组委会组建评选专家委员会，对报送的案例进行初筛、论证、终审评估等一系列流程，最终确定获奖案例。

（三）结果公布：获奖案例、视频作品、技术产品将在“第四届中国慢病健康管理与大健康产业峰会”予以公布并颁奖，部

分案例、技术产品获奖者推荐会议交流，获奖视频作品大会开模式现场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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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评比活动介绍

三、评选奖项设立

（一）“中国健康管理与慢病健康管理成功案例”奖项

机构或团队奖：创新奖、引领奖、示范奖、质量奖，协同奖等。个人奖：贡献奖、创新奖、耕耘奖等。

（二）“大健康产业技案例”奖项

产业引领奖、技术创新奖、产品质量奖、社会责任奖、学术贡献奖等。

（三）“普及健康生活和健康科普视频作品”奖项

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作品学术产品应用提名奖。

四、征集时间

2018 年 12 月 1 日 -2019 年 3 月 15 日

五、特别说明

1、本次征集评比活动为公益活动，不收取费用。

2、请完整填写附件“应征参评项目登记表”并与案例、视频作品通过邮件或快递的形式统一发送至征集评选办公室。

六、征集评选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人：候慧慧（13521970535        010-68938720）

邮 箱：xzy_health@163.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91 号国图文化大厦六层 F30 室，中关村新智源健康管理研究院（“五湖健康大会”

组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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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咨询

联系人：娄阳  宋佩  张慧慧

手    机：18211127596  18518553411  13716162188

邮    箱：mbgldh@126.com

参会报名

联系人：翟卓慧  王莉    

电    话：010-56921578  

手    机：15201126655  15612917668 

注册网址：http://2019chic.medmeeting.org

中关村新智源健康管理研究院

联系人：候慧慧  

手    机：13521970535  

邮    箱：xzy_health@163.com

中南大学湖南湘雅三医院

联系人：彭洁

手    机：13637422913

联系方式

产、学、研、用共同参与、共同互动、共同发力！

一次精彩纷呈管用实用的学术盛宴！ 

一次适宜解决方案的落地大会！

一次互联互通共商共赢的大会！  

一次慢病管理者聚首的大会！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