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针灸学会文件
中针字 (2018) 53号

关于举办"20l8年第二届世界针灸康养大会"
的通知 (第一轮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针灸学会，总会所属分文

机构及各相关单位和人员:

为传承和弘扬杨继洲《针灸大成》学术思想与特色，搭建

医教研产用健康服务平台，促进中医针灸康养产业发展，拟定

于2018 年11月1-3 日在浙江省街州市衡江区召开"2018 年第

二届世界针灸康养大会"。大会由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国

针灸学会、全球中小企业联盟、浙江省卫计委、衙州市人民政

府、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CCTV7农业节目)主办，街州市

街江区人民政府、CCTV7 《美丽中国乡村行》栏目组、街州市

卫计委、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上海代表处、中国针灸学会针灸减

肥与美容专业委员会承办，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中国中医科

学院针灸研究所、宋都集团、中环集团、街江康投公司、竣腾

-1-



文化、东方龙辉文化传媒协办，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浙江省人民政府支持。大会拟邀请联合国第八任秘

书长潘基大等知名人士出席，组委会诚挚的邀请国内外针灸专

家学者、企业以及广大会员参加。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会主题

针灸康养全球行动

二、时间与地点

时间:2018年11月1-3日

地点:中国·衙江

三、会议日程

11月1日    全天报到

11月2日   上午:杨继洲祭拜大典、大会开幕式曹"杨

继洲针灸康养全球行动"启动仪式

下午:2018中国针灸学会针灸减肥与美容专

业委员会年会鳖针灸减肥与美容论坛，

针灸康养产业论坛:"世界针灸 活力

衡江"针灸+论坛

11月3日  上午:义诊科普活动、杨继洲后人针灸文化

传承座谈会

下午:离会

11月1-3日中医康养产业博览会譬衙江区放心农产品展

示展销会

四、大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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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英文

五、注册缴费

(一)会议注册

1·会议注册费:800元/人

2·展位费(含2人注册费):5000元/位，面积:2m焰山

会议期间食宿由会务统一安排，交通费、住宿费回单位报

销。本次活动仅接受提前报名的代表参会，请欲参会代表务必

在2018年10月15日前，将注册费汇到中国针灸学会账户，

现场报到领取发票。

(二)汇款方式

账户/收款人:中国针灸学会

账号:0200004309089106718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新桥支行

学会财务部联系人:王淑芬

联系电话:010-64030611

汇款请注明:2018第二届世界针灸康养大会+姓名+发票

信息(名称及纳税人识别号)

六、注意事项

(一)请参会代表认真填写参会回执，并于10月10日前

将回执发至衡江区指定邮箱，详见附件1。

(二)欲参加11月3日义诊科普活动的代表请填写信息

登记表，并于10月10日前将回执发至街江区指定邮箱，详见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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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会务组将负 责协助参会代表预订宾馆住宿 ，提前联

系 宾馆等相关事宜。  由 于衡江东方大酒店床位有 限，   以先订先

得为 原则 ，  根据床位情况，  如果逾期满员 ，  将安排到 同 等级其

他酒店入住，   联系人:      毛莉晨，   手机:      18868196575。   会议宾

馆地址及交通指南 ，   详见附件 3. 

(四 )会议期 间 ，   中 国针灸学会将举办  坤 医针灸特色疗

法研修班"，   并授予学员 国家级 I类继续教育学分 lo分。

七、  联系方式

(一 )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联系人:      雷     黎     吴敬之

电     话:     +861087194957,      +861087194954，

传  真;+86-lo-64018354 
邮     箱:      contect瓮wfas.org.cn,      academic0wfas.org.cn 

邮     编:      100061 

(-)    中 国针灸学会

联系人:      李荫龙

电     话:     +86-lo-64089962 

传  真:+86-lo-64030959 

邮     箱:      caamxsb0l63.com 

邮  编:100700 

( 三 )    浙江省街州 市街江 区

联系人:      陈红梅     毛莉晨

手机:      15215790253，   1886819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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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其:     +86-570-3838120 

邮     箱:      46375601imqq.com 

邮编:      324022

附件:      1·   2018第二届 世界针灸康养大会参会回 执

2·义诊科普活动专家信 息登记表

3·会议宾馆地址及交通指南

嚣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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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8第二届世界针灸康养大会参会回执

说明 :    请参会者于 2018年 lo   月  lo    日 前将参会回执发送到街江会务组

以便安排食宿，会务组联系人:毛莉晨，手机:      18868196575, E-mail: 

463756011O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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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年龄性别

民族手机职称

单位职务

地址邮箱

住宿信息

到达时间，

离开时间:

汇款方账号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码

(单位税号)

是否参加义诊活动

各注

1·汇款请备注参加人员姓名及单位，并提供汇款截图。

2·发票抬头与单位税号必须填写清楚完整，以便回单位报

销。

3·如有名片，报到时请交会务组一张，以便联系，谢谢。



附件2

义诊科普活动专家信息登记表

说明:请欲参加义诊科普活动的专家于2018年lo月lo日前将表格发

送至学会邮箱:caam皿sb8163.com，联系人:李荫龙，010-6408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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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性别

照片民族年龄

联系电话E-mail

单位名称职务

联系地址*p

个人简介

研究方向



附件 3

会议宾馆地址及交通指南

衡江东方大酒店位于街江区府前路 7  号  (东方广场 内 )，   交通便捷，

距高速路 口 仅 1公里 、   机场 6分钟车程、   街州柯城区 8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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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一、直达

L飞机

2·火车

(I)高铁

街州一杭州、上海、南京、上饶、南昌、武昌、苏州、深圳、义

乌、广州、武汉、长沙、北京、昆明、成都、贵阳、桂林、怀化、徐

州、厦门、鹰潭   (每天)

(2)普快 (动车)

街州一杭州、宁波、南昌、上海、厦门、贵阳、三亚、武昌、福州、邵

阳、宜昌、广州、重庆、成都、长沙、襄樊、昆明、南京、赣州、桂林、南宁、

深圳、麻城、淮北、苏州   (每天)

3，客车

衡州一杭州、上海、南京、福州、广州、上虞、苍南、东阳、黄山、横店、

合肥、常州、长兴、淳安、苍甫、慈溪、德清、奉化、贵阳、宁波、苏州、绍

兴、新安江、娶源、徐州、无锡  (每天)

二、换乘

L附近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荒山机场、南京

禄口国际机场、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合肥新桥机场、黄山屯溪机场

2·附近火车站: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杭州东站、南京

南站、合肥南站、南昌西站

十

街州-北京联航KN593216:45-19:00每天

北京-街州^$tKN593113:30-15:50每天

街州-深拟^^^t ZH994021:40-23:40每周二四五六日

深圳-街州@M-Mi ZH993918:00-19:30每周二四五六日

衡州-厦门山航SC479220:40-22:00每周三、五、日

厦n-衡州iij|JtSC479118:35-19:55每周三、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