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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 的

教 授 /老 师 :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十四届三 次学术年会 ,定 于zO16年 8月 18日 —⒛ 日
在 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 。本次会议是中华医学会一类学术会议,由 中华
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办 ,内 蒙古医科大学协办 。
会议主题是 :“ 医学史教育与研究的交融 ”。会议将邀请 日本京都大学武 田时
昌教授 ,成 都中医药大学王家葵教授 ,北 京中医药大学梁嵘教授等知名专家、学
者莅会 并发表关于医史学研究方法的专题讲演 。
期间还将召开医史学分会第十四届四次常委会 ,召 开医史学分会主任委员换
届选举大会 ,召 开医史学分会专业 学组全体委员会议 ,还 将组织专题大会发言

,

请各位分会委员 、青年委员和学组成员 出席会议 。欢迎全国从事医史学研究的各
位专家、学者和广大青年才俊一并到会畅谈学术。
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

1.会 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⒛ 16年 8月 18日 (周 四)⒏ 30刁 ⒈oo全 天报到 ;8月 19— ⒛ 日 (周
五、六 )召 开学术会议 ,⒛ 日(周 六)下 午离会 。
会议地点 g内 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乌澜大酒店 (呼 和浩特市如意开
发区如意和大街 58号 )。
2,注 册费

一般参会代表注册费10OO元 /人 (含 资料费 );在 读全 日制研 究生GO0元 /人 (凭
有效学生证 )。 注册费缴 纳可在报到现场刷卡完成。

京市 东城 区东 四西 大街 辊 号

3.大 会食宿

大会统一安排8月

18、

19日

两晚住宿 ,会 议可为代表拼房 ,⒛ 日中午 13:30

前退房 。如需提前入住或者续住者 ,需 要 自己找人拼房或承担整间房费 ,请 在参
会回执中填写清楚 ,并 提前与住宿联系人李敏联系 。
住宿价格 :包 房标准间、大床间硐0元 /日

,标 准间拼房⒛0元 /日 /人 ,食 宿

费用 自理 。
4.参 会回执

因八月属内蒙古旅游旺季 ,房 源紧张 ,故 需提前预定方 能保证会议期间顺利
入住 。为了保证本次会议顺利进行 ,安 排好各项会务工作 ,请 所有参会代表务必
于8月 10日 前将参会 回执发给住宿联系人李敏 。其中需大会安排住宿的代表请在
是否需要安排住宿中填写 “是 ”
,并 选择填写房间类型、入住 时间和退房时间。
不需要大会安排住宿的代表请在是否需要安排住宿中填写 “否 ”,后 面三项空白
即可 。
参会回执

1包 房 (大 床间)
否需要大会安排住宿

2包 房 (双 人标间)
3拼 房 (双 人间)

※如果 己将参会回执发给我们、临时有其他事情不 能参会者 ,请 务必于8月
10日

前联系住宿联系人李敏 ,以 免给大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 失 ,谢 谢

!

5.交 通信息 (恕 本次会议不接送站 )

● 呼和浩特 白塔机场 :乘 出租车到酒店9公 里 ,费 用约⒛元 。或乘机场大巴
在TCL王 牌电器公司站下车 ,沿 东二环路往南走500米 路东即到。
● 呼和浩特火车东站 :乘 坐出租车5公 里 ,费 用约 12元 。或乘免费公交车青

城1、 2号 在TCL王 牌电器公司站下车,沿 东二环路往南走500米 路东即到。
● 呼和浩特火车站 :乘 坐出租车 10公 里 ,费 用约25元 ,乘 公交车⒛
路或33
路在大学东街东 口站下车 ,向 东步行500米 即到 。

6.会 务联系人

黄英华 (北 京中医药大学 )
电话 :13581652435

邮 箱

:lesahyh@foxmai1,cOm

邮 箱

:犭 qrn2@163,∞

邮 箱

:bucmlm@163,∞

孟永亮 (内 蒙古医科大 学 )
电话 :13664881602
张净秋 (首 都医科大学 )
电话 :13810401108

参会 回执联系人

m

:

李敏 (北 京中医药大学 ):
电话 :18810828639

m

王利敏 (北 京中医药大学 )
电话 :13501096343

征文联系人

:

张净秋 (首 都医科大学 )
电话 :13810401108

京市 东城 区东 四西 大街 辊 号

征 文 邮 箱

:刁 qrn2@126.∞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