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 国 际 医 疗 防 疫 物 资 展 览 会
暨四川应急产业及公共安全博览会

邀 请 函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社会经

济生活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

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内的疫情率先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生产生活基本恢复正常化，并形成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

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在国内疫

情进入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如何提升全社会的公共卫生安

全意识，如何提高医疗防疫和应急安全水平，如何开展疫情

防控和公共安全的合作成为多方关注的热点。为此，2021四

川国际医疗防疫物资展览会暨四川应急产业及公共安全博览

会在第一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本届新设“西南公共卫生安全

暨应急管理高峰论坛”，国际医疗经贸（中亚、中非）高峰论

坛”等配套活动，将邀请我国知名院士、专家学者、跨境贸易

专家、投资人现场演讲，并将开展现场跨境经贸对接洽谈活

动（详见附件）。

附件 

四川国际医疗防疫物资展览会组委会

2021 年 6 ⽉ 18 号

1. 展会基本情况
2. 展览部分情况
3. 配套活动
4. 指导单位回函
5. 参会回执

诚挚邀请贵院参会，共襄盛举。



展会基本情况

⼀、名称：2021四川国际医疗防疫物资展览会

暨四川应急产业及公共安全博览会

⼆、时间：2021年 7⽉ 29-30⽇

三、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

四、展会主题：公共卫⽣应急安全

五、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四川省商务厅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经济合作局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四川国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医院协会

联合国整合医学会

（⼆）主办单位

四川省会议展览业协会

四川省国际商务发展促进会

⻜屋环球国际展览（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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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恒信展览有限公司

（三）⽀持单位

四川省医药⾏业协会

（四）协办单位

成都市医疗器械⾏业协会

⾮洲商务联盟

校际健康联盟

南京盛世光耀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成都久⾔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附件 2

展览部分情况
⼀、规模

10000平⽶

⼆、招展⽅向

防疫、防护、消毒、紧急救援等⽣产流通企业、相关产业园

区、相关组织

三、⽀持政策

⾸届“2020四川国际医疗防疫物资博览会”已列⼊四川省商

务厅 2020年“万企出国⻔”活动⼯作⽅案，由组委会统⼀为

四川参展企业申报展位费实际发⽣费⽤的 70%⽀持，本届将

延续为四川参展企业申请展位费补贴⽀持。

四、已确定部分知名参展企业

格⼒新晖医疗、中核中同蓝博（成都）医学检验、四川⾦⼭

制药、成都瑞琦医疗科技、四川奥洁消毒设备、南京天奥医

疗、江苏康赛医疗、成都市卫⽣材料⼚、成都新基因格医学

检验所、成都天⽥医疗、内蒙古格莱威医疗、重庆灵⽅三帆

⽣物制药、四川江成绿仕环保科技等。

五、专业观众邀请

组委会在展会期间邀请政府部⻔领导、院⼠、学者、医院、
药品零售商代表等专业⼈⼠观展洽谈。

六、联系⼈信息

联 系 ⼈ ： 秦 培 勇 电 话 ： 13980883395 邮 箱 ：

qinpeiyong@scceia.org



附件 3

配套活动

⼀、开幕式及⻄南公共卫⽣安全
暨应急管理⾼峰论坛

时间：2021年7⽉29⽇

地点：成都世纪城会展中⼼3号馆内开幕论坛区

出席领导及嘉宾：

钟南⼭（中国⼯程院院⼠，已邀请待正式回函）

吴以岭（中国⼯程院院⼠，已邀请待正式回函）

刘⺠（北京⼤学教授、博导，担任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

建⾔献策医卫组专家、国家卫⽣健康委员会全国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专家组成员；北京市预防医学会卫⽣管理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已确定出席）

陈康（四川省⼈⺠医院急救中⼼办公室主任、国家（四川）

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医院

副主任医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已确定出席。）

四川省有关领导，四川省商务厅、药监局、经信厅、经合局、

疾控中⼼、应急产业厅等部⻔代表，外国驻成都领事馆代表，

四川省公⽴及部分私⽴医院负责⼈（拟邀300⼈），展会各

指导、⽀持、协办单位代表，参展企业代表（约50⼈），其

他参会嘉宾（受邀出席）。

⽇程安排：



7⽉28⽇ 报到领取参会资料及证件

报到地点：成都市世纪城假⽇酒店⻄楼⼤厅

7⽉29⽇ 参加开幕式暨论坛

地点：成都世纪城会展中⼼3号馆内开幕论坛区

具体议程安排
时间 内容 备注

上午
08:30-09:00 参会嘉宾、代表凭证⼊场
08:55-09:00 沙发区嘉宾⼊场
09:00-09:20 领导嘉宾巡馆
09:30-10:00 开幕式正式开始，主持⼈介绍出席

领导嘉宾，政府部⻔领导致辞
10:00-10:30 院⼠

（从百年疫情看中国公共卫⽣安
全体系的构建）

10:30-11:00 院⼠
（后疫情时代中国特⾊应急卫⽣
管理的发展趋势）

11:00-11:10 茶歇
11:10-12:10 圆桌会议

（后疫情时代的公共卫⽣安全与
应急管理的痛点与⽅向）

下午
13:30-14:00 参会嘉宾、代表凭证⼊场
14:00-14:30 北京⼤学

刘⺠教授专题演讲
公共卫
⽣学院

14:30-15:00 国家/四川省疾控部⻔
专家专题演讲

15:00-15:30 联合国整合医学会
⻩濬淼理事⻓专题演讲



15:30-15:50 四川省⼈⺠医院急救中⼼办公室
主任、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

队队⻓
陈康 专题演讲

公共安
全应急
的分享

15:50-16:10
16:10-16:40 圆桌会议

（双循环时代下的公关卫⽣安全
及应急管理⾏业的机遇与挑战）

16:40-17:00 项⽬签约仪式、合影、主持⼈宣布
论坛闭幕

本次⻄南卫⽣公共安全暨应急管理⾼峰论坛由四川国际医
疗防疫物资展览会组委会、校际健康联盟联合主办。



论坛联络人名单 

会务联系人 电话 邮箱 

李德生 17784585777 552610833@qq.com 

王晖 13882059621 33817215@qq.com 

范蜀黔 13348983081 236572345@qq.com 

李洪军 13980903390 878626664@qq.com 

侯雨睿 18780283650 317885427@qq.com 

胡鹏 18215587576 153582299@qq.com 

胡丹 13980040525 15547296@qq.com 

邓朝明 18280105998 125648307@qq.com 

罗宾 18681372910 453692029@qq.com 

赵春艳 18382122888 787509045@qq.com 

廖磊 18010504886 250364143@qq.com 

杨耀奇 18602819655 122668860@qq.com 

李曙光 13522581355 7671951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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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疗经贸（中亚、中⾮）

⾼峰论坛

时间：2021年7⽉30⽇

地点：成都世纪城会展中⼼3号馆内开幕论坛区

出席领导及嘉宾：

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经信厅、成都海关、中国仓储与配送

协会、⾮洲商务联盟、成都跨境电商协会、参展企业代表，

其他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参会嘉宾（受邀出席）。

具体议程安排
时间 内容 备注

下午
13:30-14:00 参会嘉宾、代表⼊场
14:00-14:05 论坛正式开始，主持⼈介绍出席嘉

宾
14:05-14:10 四川省商务厅领导致辞
14:10-14:15 四川省经信厅领导致辞
14:15-14:20 ⾮洲商务联盟陈协英主席致辞
14:20-14:25 乌⼲达政府领导致辞（⾮现场）
14:25-14:45 四川省经信厅专家

专题演讲
14:45-15:15 成都海关专家

（进⼝医疗器械及出⼝医疗物资
法检要求）

15:15-15:25 茶歇
15:25-15:45 摩根宝域负责⼈



中⼩企业跨境资本⽀持专题讲座
15:45-16:05 成都跨境电商协会秘书⻓姚正毅

跨境电商专题演讲
16:05-16:25 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崔兆华

新丝路外服寻单专题讲座
16:25-16:55 ⾮洲联盟带单与受邀企业

配对洽谈
16:55 主持⼈宣布论坛闭幕

本次国际医疗经贸（中亚、中⾮）⾼峰论坛由四川国际医疗
防疫物资展览会组委会、⾮洲商务联盟联合主办。
联系⼈：四川省会议展览业协会执⾏秘书⻓ 秦培勇
电话：13980883395 邮箱：qinpeiyong@scceia.org
联系⼈：⾮洲商务联盟营运总监 余军
电话：13330948003 邮箱：370163810@qq.com



附件 4

指导单位回函 





附件5

四川国际医疗防疫物资展览会 

暨四川应急产业及公共安全博览会 

西南公共卫生安全暨应急管理高峰论坛 

参会回执 

时间：2021年7月29日-30日  

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机构名称 

institution name 

姓名 

Name 

职务 

Position 

联系电话 

mobile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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