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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医院协会 河南省医院协会 湖北省医院协会

湖南省医院协会 四川省医院协会 云南省医院协会

广西医院协会 内蒙古医院协会 宁夏医院管理协会

甘肃省医院协会 青海省医院协会 陕西省医院协会

晋医协〔2019〕57 号

关于召开第一届中西部医院大会暨第一届中西部

智慧医疗养老服务业博览会的通知

中西部各级各类医院：

根据国家“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精神，结合中

西部社会经济和医疗整体状况，以四川华西医院、湖北同济医院、

协和医院、湖南湘雅医院为代表的全国顶级医院，中西部共 26

所医院名列全国 100 强。为了充分发挥中西部品牌医院的引领作

用，全面带动中西部整体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疗质量的提升。经中

西部 12 省区医院协会友好商定，在太原召开第一届中西部医院大

会暨第一届中西部智慧医疗养老服务业博览会。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大会时间：2019 年 11 月 22 日—24 日，22 日在住宿酒

店全天报到，23 日全天和 24 日上午开会，22 日—24 日参观、洽

谈博览会，25 日离会。

二、博览会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24 日，21 日全天报

到，22 日—24 日展览、参观、洽谈，25 日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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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会地点：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会议中心（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西街 6 号，电话：0351—6829188。

大会推荐酒店：

1、山西丽华大酒店 0351—6699999 手机：13934562868，太

原市长风西街 1 号；2、太原阳光皇冠假日酒店 0351—7889999

手机：15034409611， 太原市长治路 109 号；3、山西君宸大酒店

0351—8338888 手机：15034007583，太原市长治路 218 号；4、华

康帝景大酒店 0351—5698888，手机：18735387577，太原市平阳

路 101 号。酒店协调联系人：许先生 18035160303。

四、参会人员：中西部各级各类医院党政院领导，以及党办、

院办、医务、质控、信息等职能处室负责人。欢迎关心关注和援

助中西部医院的全国各级医院的领导和有关人员参加大会。

五、大会内容：主题：“管理创新 对标一流”。大会设置中

西部顶级医院管理创新主论坛，中西部品牌医院创新发展高峰论

坛，还设置以下分论坛：党委书记高峰论坛，医疗质量高峰论坛，

智慧医疗高峰论坛，分级诊疗高峰论坛，绩效管理高峰论坛，医

养结合高峰论坛，医院文化高峰论坛，医疗设备管理高峰论坛等。

六、庆祝新中国七十周年活动，以中西部 12 省区为基础，

向全国医疗机构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征集散文、诗歌，聘请作家

和诗歌协会组成评委，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在第一

届中西部医院大会上颁奖，并出版散文、诗歌集（详见附件）。

七、注册费：参会人员每人 600 元，食宿统一安排，住宿及

交通费自理回单位按规定报销。会务费可缴纳现金、刷卡支付，

需要转账 11 月 15 日前转账到以下账户（请备注：中西部医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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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付款方式：单位名称：山西省医院协会，开户行：中国银行

太原杏花岭支行账号：145451526945

八、请务于 11 月 8 日前将参会回执发至本省医院协会邮箱，

以便确定食宿行。为参会代表安排服务好。

九、联系方式：

山西联系人：王艳楠 15135094958 邮箱：shxyyxh@163.com

河南联系人：宋锦坤 18530073732 邮箱：hnsyyxh369@163.com

湖北联系人：岳小兵 13995557147 邮箱：hbyyxh2012@126.com

固定电话：027－87811991

湖南联系人: 王和平 13637313439 邮箱：hunyyxh@163.com

固定电话：0731-84428121

四川联系人：杨茂康 18108177333 邮箱：493029630@qq.com

云南联系人：杨利蕊 15808711140 邮箱：571883010@qq.com

广西联系人：叶少彬 13152676398 邮箱：gxyyxh2012@126.com

固定电话：0771-2853623

内蒙古联系人：乔静 13804716850 邮箱：nmgyyxhmsc1@126.com

固定电话：0471 一 4913375

宁夏联系人：韩建宁 18995288811 邮箱：nxyyglxh@163.com

固定电话：0951-5046315

甘肃联系人：廖 勇 13893308217 邮箱：2605269863@qq.com

固定电话：0931-4677913

青海联系人：陆映红 18697106586 邮箱：qhsyyxh@163.com

陕西联系人：赵天成 15094001325 邮箱:sxsyxhztc@126.com

固定电话：029-87319350

mailto:hnsyyxh369@13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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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26052698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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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讴歌新时代 华彩七十年 庆祝新中国七十周年征文

启事

附件 2：首届中西部医院大会暨第一届中西部智慧医疗养老

服务业博览会参会回执

山西省医院协会 河南省医院协会

湖北省医院协会 湖南省医院协会

四川省医院协会 云南省医院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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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院协会 内蒙古医院协会

宁夏医院管理协会 甘肃省医院协会

青海省医院协会 陕西省医院协会

二 0 一九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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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讴歌新时代 华彩七十年

庆祝新中国七十周年征文启事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讴歌伟大祖国七十

年光辉历程，展现医院七十年发展成果和辉煌成就，赞美新时代，

描绘新历程。经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广西、

内蒙、宁夏、甘肃、青海、陕西等十二省区医院协会商定，在第

一届中西部医院大会上（2019 年 11 月 22—23 日）特举办以“医

院发展·华彩 70”为主题的庆祝新中国七十周年活动。

一、征文主题：医院发展·华彩 70

二、征文对象：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领导和全体员工，以及社会

各界人士

三、征文要求

1、主题鲜明。征文围绕“医院发展.华彩 70 ”主题，以热

爱祖国、热爱医院、热爱职业、热爱生命为主旨，讲好医院故事，

传承医院文化，以文学的方式展开记叙或抒情。

2、选材新颖。从讲述建国以来医院的发展与变迁，尤其是改

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以及身边的人和事，展现党对卫生

健康事业的发展方针与战略决策，反映广大医务人员崇高的职业

道德和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讴歌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增强爱

国、爱院情怀；畅想辉煌事业和美好生活。社会人士来稿必须以

医疗事业发现变化为主，医务工作者的作品可以表现广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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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感情世界。

3、文体：散文（3000 字以内）、诗歌（包括新诗和旧体诗）

50 行以内，题目自拟。

4、参选作品应当主题鲜明、具有一定的文学格调。参赛者保

证其参赛作品的原创性，未在国内外相关比赛中参赛，未在相关

媒体发表过，严禁剽窃抄袭，一经发现，即取消参赛资格，后果

自负。

四、投稿方式:

1、本次活动不接受纸质投稿。

2、唯一指定投稿电子邮箱：ZXBYY12@163.com。联系电话：王

女士 135 0350 8032 。请投稿时务必在邮件中注明“讴歌新时代

征文”和作者单位名称、真实姓名、职务、职称、通讯地址、联

系电话。

五、起止时间:从征稿启事发布之日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截

止。

六、评奖及奖励由大赛组委会组织作家和诗歌协会专家评选，

本着公平公正、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征文进行两轮评审。

散文和诗歌各设一等奖三名，奖金 2000 元，二等奖六名，奖

金各 1000 元，三等奖十名，奖金各 500 元，优秀奖 80 名。对获

奖者在第一届中西部医院大会上颁发荣誉证书。

mailto:ZXBYY12@163.com。


－8－

附件 2：首届中西部医院大会暨第一届中西部智慧医疗

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参会回执

参会单位名称：

注：各参会嘉宾请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前将参会回执发至本省医

院协会邮箱。

姓名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住宿

单间□标间□

单间□标间□

单间□标间□

住宿酒店

山西丽华大酒店

(0351)6699999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

长风西街 1 号

单间 650 元 □

标间 650 元 □

太原阳光皇冠假日酒店

(0351)7889999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长治路 109 号

单间 650 元 □

标间 650 元 □

山西君宸大酒店

(0351)8338888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长治路 218 号

单间 430 元 □

标间 430 元 □

华康帝景大酒店

(0351)5698888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平阳路 101 号(近长风街)

单间 400 元 □

标间 4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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