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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输血协会第九届输血大会

会议通知 (第一号)

中国输血协会主办的
“
第九届输血大会

”,将于2018年 11

月 1-2日 在重庆市举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承办

中国输血协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

所、重庆市血液中心

大会协办

重庆市输血协会

二、大会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2号 )

三、大会时间

2018年 11月 1-2日 ,10月 31日 报到、企业开展。



(一 )太会重要日期

日   期 (时 间 ) 内 容

⒛18年 8月 15日 大会投稿 (全文、摘要)截止

2018年 8月 31日 大会早鸟注册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 中期注册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 住宿预定截止

2018年 10月 1日 到 10月 25日 临近注册时间

2018年 11月 1日 到 11月 2日 现场注册

(二 )大会日程 (以最终大会手册为准 )

秽
10月 31日

(全天)

11月 1日 11月 2日 11月 3日

8:30-12: 00 报到注册

海报/厂商

展览

开幕式/

大会报告
分会场

代表离会

海报/厂商撤展

12:00-13: 30 卫星会 卫星会

13:30-17: 30 分会场 分会场/闭幕式

全天持续 海报/厂商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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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会报名

(一 )参会注册、缴费说明

本届大会设立网上注册和现场注册 2种方式:

1.网上注册、缴费

1)注册:在协会官网 http∶〃-。 csbt。 Org。cn/,进入 “
第九届

输血大会专题
”
进行报名注册,提交后将得到预约号,并提示进

行缴费;此时注册并未完成。

2)缴费:请根据预约号按照收费标准转账到中国输血协会账

户,并在各注中写明
“
第九届输血大会、单位、姓名

”,正式发

票请到大会报到处领取。

协会确认收到注册费后,将给每人发
“
注册/缴费确认函

”,每

人一个注册号,标明注册完成。参会人员凭此号码在大会网页预

订房间。

3)参会人员报到时务必出示
“
注册/缴费确认函

”,报到处将

根据确认函上的注册号核实信息,进行报到注册。

中国输血协会账户信息

开户名:中 国输血协会

开户行:北京银行双秀支行

贝κ  弋尹: 0109 0379 9001 2010 9015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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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注册只收取现金。

3.本届太会为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4学分),请在注册时

填写真实、准确的姓名和相关资料。

4.参会人员交通、住宿费用自理。会议不设接送站,请各位

代表自行前往。

(二 )收费标准

CsBT会员单位 非 CsBT会员单位 学 生

早鸟注册 1000元 /A 1200元 /A 500元/A

中期注册 1200元 /A 1400元 /A 600元 /A

临近和现场注册 1300元 /A 1500元 /A 700元/A

五、大会住宿

参会代表得到注册号(即完成网上太会注册并缴费后),可凭
“
注册号

”
提前到

“
第九届输血大会专题

” ~“酒店交通
”
栏目

查询、预定,并交付订房押金。报到后凭住宿预约回执直接到相

应酒店办理入住手续,订房押金充抵房费。

房间先到先得。会议报到现场不安排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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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注册、预定酒店后不能参会的说明

已报名参会、预定住宿的人员可以调换 (必须来自同一单位

的)。

如果注册以后确定不来开会也不换人开会的,10月 15日 之前

通知协会的 (以协会收到通知日期为准),协会按原渠道全额退还

注册费 (扣 除银行转账费用);16日 及之后通知协会的,协会扣除

200元 /每人,余款按原渠道退还 (扣 除银行转账费用)。

如果预订住宿以后确定不住宿也不换人住宿的,订房押金不

退。

七、大会征稿

(一)征稿专题: (12个 ,见下表 )

1  献血服务 7  细胞治疗

2 血液制各、保存与供应     8 血液管理法规与输血伦理学

3 可经输血传播感染筛查     9 血液质量管理

4 血液制品 (含单采血浆)    10 血站建设与发展

5 免疫血液学 11 输血医学教育与科研

6 临床输血学和临床输血管理学  12 其他

(二 )征稿截止时间

2018年 8月 15日 24时 ,逾期不再接收。

(三 )太会投稿与接收方式

1。 本届大会只接收在线投稿;投稿分为全文与摘要两种形

式,格式要求详见投稿网站说明。

-5-



2。 投稿请在
“
第九届输血大会专题

” ~“在线投稿
”
栏目中

进行;在仔细阅读
“
投稿指引

”
后点击页面最下方

“
我要投稿

”-

选择
“
作者投稿系统

”,后续流程详见网站
“
投稿步骤

”。

3。 太会将择优选出部分稿件做会议口头报告及会议海报。会

议口头报告将在 《中国输血杂志》2018年的正刊中刊登,其他稿

件 (含全文或摘要 )将以摘要或题录形式刊登在 《中国输血杂

志》2018年第 1期增刊。

4。 论文刊登版面费由中国输血协会统一支付,不 向论文作者

收取。

八、协会
“
新苗计划

”

根据协会工作计划,协会从zO18年开始试行
“
新苗计划

”,即

在协会主办专业和学术会议时,有条件地资助青年输血管理、技

术、科研人员免费参加 (协会资助往返交通费、食宿、注册费)。 本

届输血大会资助名额为5人。受资助人应全部符合以下条件 :

1.投稿被大会接受为口头发言并到会发言 (第一或第二作

者);2.40周 岁以下 (1978年 11月 1日 或以后出生);3。 来自协会

会员单位;4。 得到单位书面推荐;5。 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

受资助人由太会科学委员投票产生提名人选,报协会核准后

确定并公布。

九、联系人

会务(参会注册、住宿等):

王蓉感 (重庆市血液中心 )

电诉乡: 13640561117 ; 023-89887311; 传崖幸: 023-8988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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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娟 (重庆市输血协会 )

申1话 : 13638323773; 023-89887321; 传差罪: 023-89887321

邮箱: commi钆es@csbt.org。 cn

投稿 :

李弘武 (《中国输血杂志》编辑部 )

座区+/L∶  028¨83373857     乓F+/L∶  13558807931

大会网站:

陈炳焱 (深圳雪莲花网络有限公司 ) 司F+/L∶  13411979790

企业参展和卫星会:

张子甲 (中 国输血协会秘书处 )

座区+/L∶  010-62374078;    传差罪: 010-62382363

司1+/L∶  15830689166

邮箱:business@cSbt.org。 cn

建议、投诉、质量监督 :

∞ngress@csbt.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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