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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三届中美康复论坛；

3. 第二届中德康养结合论坛；

4. 专题康复学术论坛及培训；

5. 颁发 2019年度中国康复医学会奖项；

6. 第三届国际康复设备展览会。

五、参会人员

学会领导、常务理事、理事，学会所属分支机构委员、会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康复医学会委员、会员，以及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参加第三届国际康复设备展览会相关人员。

六、注册缴费

参会人员 1200 元/人，学会会员 1100 元/人，学生 500 元/

人，预先通过大会网站注册缴费优惠价 1000元/人、学会会员 900

元/人，预先注册截止时间 2019年 10月 31日。会议交通、食宿

费 用 自 理 ， 报 名 注 册 缴 费 和 住 宿 登 记 网 址 http://3069.

medcircle.cn。

本届大会正式注册代表可获记国家继续教育一类学分 8分。

七、论文征集

本届综合学术年会组织开展论文征集，由大会组委会组织专

家评审，并颁发优秀论文奖励证书。

（一）征文主题范围

1. 康复医学基础研究

2. 康复医学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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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复机构建设管理与研究

4. 康复医学学科建设

5. 中西医结合与康复

6. 运动与康复

7. 康复护理

8. 社区康复

9. 康养结合研究

10. 康复医学质量控制

11. 康复医学教育

12. 康复设备器具与康复工程

13. 康复医学信息化建设

14. 康复医学政策研究

15. 其他相关康复技术研究

（二）征文要求

1. 投稿为原创性论文摘要，未在正式刊物发表和全国性学

术会议公开交流。勿投综述类论文。

2. 投稿论文不超过 1000字，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等 4个部分。

3. 投稿需采用文字表述，注明作者姓名、职务职称、工作

单位、联系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手机）、E-mail。

4. 投稿格式

（1）题目三号黑体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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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姓名小三号楷体居中，两字姓名中间空一全角格，

作者之间用逗号区分；

（3）作者单位按省名、城市名、邮编顺序排列，五号宋体

居中，全部内容置于括号之中，作者单位与省市名之间用逗号，

城市名与邮编之间空一全角格；

（4）征文投稿版式和页面设置要求：用“.docx”格式保存文

档，全文单倍行距，A4 纸竖排；页边距：上 3.5cm、下 2cm、

左 2.5cm、右 2.5cm。

（三）投稿注意事项

1. 投稿要求内容详实、新颖，具有学术交流价值，数据真

实可靠，逻辑严谨，文字表达准确精炼，严禁抄袭和造假。不得

涉及保密内容，文责自负。

2. 每篇投稿应有第一作者简要介绍，包括作者姓名、职称、

主要研究方向、电子邮箱等，随附后面。

3. 投稿通过网上提交电子版，不需提交纸质文稿。

4. 以第一作者身份提交的投稿不超过两篇。

（四）投稿方式

征文投稿使用学术年会网上注册系统（pc端登陆会议官网

http://3069.medcircle.cn点击“在线投稿”完成投稿）。

（五）投稿截止时间

2019年 8月 31日。

八、国际康复设备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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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年会同期举办第三届国际康复设备展览会，共设立 400

个标准展位，展览面积 1.5 万平方米，参展商及产品信息将编

入企业名录提供参会代表，并在中国康复医学会门户网站公布。

展出范围包括：

1. 康复机器人系列

2. 智能康复设备

3. 康复诊断评定设备

4. 康复治疗及护理设备器具

5. 家庭康复护理器具

6. 康养结合模式及项目

7. 个人辅助设备器具

8. 残疾人社会服务支持平台

9. 康复医学教学训练设备器材

10. 康复信息化系统

11. 其他相关康复技术产品

九、几点要求

（一）高度重视。本届年会是建立综合学术年会制度以来举

办的第三届年会，规格高、规模大，内容丰富，展现国际化、精

品化、特色化的康复医学学术水平，希望广大康复医学工作者积

极参会。会议期间将同时召开中国康复医学会六届理事会第四次

会议暨常务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学会常务理事、理事和分支机构

主委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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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第三届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
暨国际康复设备展览会参展申请表

展览时间：2019 年 11 月 22-24 日 展览地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参
展
单
位
信
息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地址 邮编

网址 传真

联系人及电话 邮箱

展品类别

获取参展信息渠道（网站/微信/广告/行业交流/其他）：

展
台
性
质
及
费
用

标准展位
（9㎡为 1个单位/3m*3m）

RMB 1.5 万元/个
含基础设施

展位数量：
参展面积：

展位费合计人民币（大写）：
付款方式：

特装展位
（18 ㎡以上，含 18 ㎡）

RMB 1.5 万元/9 ㎡

由参展单位
自行搭建

展位数量：
参展面积：

付款
信息

账户 中国康复医学会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汇欣大厦 A
座 307 室

账号 11230301040003927 联系人
及电话

于宛平（展览）18810606365

开户银行 农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刘美彤（财务）18310834939

网址 www.carm.org.cn 传真 010-64210670-610（会务）
参展单位（盖章）

经办人（签字）：
日期：

组委会（盖章）

经办人（签字）：
日期：

注意事项：
1.参展展品类别：（1）康复机器人系列；（2）智能康复设备；（3）康复诊断评定设备；（4）康复治疗
及护理设备器具；（5）家庭康复护理器具；（6）康养结合模式及项目；（7）个人辅助设备器具；（8）
残疾人社会服务支持平台；（9）康复医学教学训练设备器材；（10）康复信息化系统；（11）其他相关
康复技术产品。
2.标准展位以 9㎡为单位计算，三面围板（H2.5m）、地毯（3m*3m）、射灯×2、楣板字×1（中英文）、
问询台 1个、折叠椅×2、废纸篓 1个、电源插座×1(220V/5A)。
3.展台位置分配原则：先申请、先付款、先安排。
4.本表代合同、传真复印有效。此表经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后，作为参展单位与组委会所签的参展合同，
具法律效力，未经组委会同意，因故未能参展，所交展位费一律不予退还，参展商不得将展位转租给
第三方。
5.请参展单位附件提供 200 字以内企业简介、主营产品信息、企业微信公众号及二维码电子版一并发
送至 congress@carm.org.cn。
6.请于合同签订日起 10 日内将 50%参展费用汇入指定账户，余款 10 月 31 日前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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