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卫生信息学会统计理论与方法专业委员会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卫生统计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统计学分会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药统计专业委员会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生物医学统计分会

关于召开 2018 全国卫生统计学术年会的通知
尊敬的委员：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统计理论与方法专业委员会、卫生统计学教育
专业委员会、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统计学分会、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
药统计专业委员会、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生物医学统计分会拟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25 日联合召开 2018 年度全国卫生统计学术研讨会，特
邀您参加 2018 年年度盛会，与全国该领域顶级卫生统计学专家交流经
验，分享成果，共谋发展，展望未来。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办及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统计理论与方法专业委员会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卫生统计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统计学分会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药统计专业委员会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生物医学统计分会
承办单位： 桂林医学院
南京医科大学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会议时间：
培训班：2018 年 8 月 22～23 日
研讨会：2018 年 8 月 24～25 日
（二）会议地点：
桂林大公馆酒店（桂林市中隐路 2 号）

电话：0086-773-238 8888，传真：0086-773-225 8888
三、参会对象
（一）专业委员会成员；
（二）高等院校统计学、生物/医学/卫生统计学、信息管理师生；
（三）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统计、信息人员；
（四）制药企业、数据公司、CRO 统计分析、数据管理人员。
四、交流内容
（一）培训内容： Bayes 统计及其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
TCGA 公共肿瘤组学数据资源的获取与利用
生物统计学英文论文写作
（二）研讨内容： 医学研究中的统计理论与方法
药物和器械临床试验的统计学规范
组学数据和大数据的分析方法
《卫生统计学》第八版教学方法专题研讨
（三）论文评选： 优秀学生论文评选
五、会议征文
（一）参加会议交流的论文包含但不限于以上主题，只接受中文
或英文摘要投稿，请按照附件三摘要模板排版。
（二）参加优秀研究生论文评选活动的请提交论文全文，并在论
文页眉注明“参评 2018 年优秀研究生论文”字样，并按照附件 5 全文
模板排版。
（三）投稿截止日期：2018 年 7 月 15 日。
（四）投稿方式：投稿者直接发送到会务组公共邮箱：
wstjhy_paper2018@126.com
六、收费标准
培训班：
7 月 31 日之前缴费，1500 元/人；在校生 1200 元/人；
7 月 31 日之后缴费，1800 元/人；在校生 1500 元/人。

研讨会：
7 月 31 日之前缴费，1500 元/人；在校生 1200 元/人；
7 月 31 日之后缴费，1800 元/人；在校生 1500 元/人。
请于 7 月 31 日前将培训费和会务费通过银行汇款至：
户名：桂林友好会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桂林分行营业部
帐号：618 457 488 717
汇款时请注明：参加卫生统计年会、参加人员、发票抬头。本
次会议的会务发票由桂林友好会展有限公司统一出具。参会人员交
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会议期间统一安排工作餐。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老师，电话：15807737916；0773-2236053
韦老师，电话：19907732331；0773-3680501
会务邮箱：wstjhy_paper2018@126.com
通讯地址：桂林市临桂区致远路 1 号桂林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统计理论与方法专业委员会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卫生统计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统计学分会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药统计专业委员会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生物医学统计分会
（秘书长单位：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代章）
2018 年 6 月 10 日

大会议程
时间

8 月 22 日

培训班

8 月 23 日

8 月 24 日

研讨会

8 月 25 日

内容

上午

Bayes 统计基础（嵇元、戴鲁燕主讲）

下午

Bayes 方法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案例（戴鲁燕等主讲）

上午

TCGA 公共肿瘤组学数据资源的获取与利用（魏永越主讲）

下午

生物统计学英文论文写作（周晓华主讲）

晚上

主委秘书长联席会议

上午

研讨会开幕式
主旨报告

下午

分会场报告
 医学研究中的统计理论与方法
 药物和器械临床试验的统计学规范
 组学数据和大数据的分析方法
 《卫生统计学》第八版教学方法专题研讨（1）

晚上



上午

分会场报告
 医学研究中的统计理论与方法
 药物和器械临床试验的统计学规范
 组学数据和大数据的分析方法

下午

优秀学生论文评选
闭幕式

《卫生统计学》第八版教学方法专题研讨（2）

附件 1：

2018 年全国卫生统计学学术年会住宿信息

一、 会议住宿地点：
桂林大公馆酒店（中国广西省桂林市中隐路 2 号）
电话：0086-773-238 8888，传真：0086-773-225 8888
二、会议住宿房间信息
房间类型

房间价格

备注

标准双床房

450 元/天/间

含双早和税

标准大床房

490 元/天/间

含单早和税

三、交通指引
1、桂林两江国际机场—桂林大公馆酒店（26.8 公里）
（1）乘坐空港巴士 1 号线到南航明珠大酒店下车（20 元），然后步行至大公馆酒店（2.1
公里）。
（2）乘坐空港巴士 1 号线到南航明珠大酒店下车（20 元），然后打的至大公馆酒店（10
元）。
2、桂林站—桂林大公馆酒店（5 公里）
（1）乘坐 2 路线到东安路下车（2 元），然后步行至大公馆酒店（1.3 公里）。
（2）乘坐的士车至大公馆酒店（10 元）。
3、桂林北站—桂林大公馆酒店（12 公里）
（1）乘坐 1 路线到九岗岭站下车（2 元），然后步行至大公馆酒店（1.2 公里）。
（2）乘坐的士车至大公馆酒店（20 元）。
4、桂林西站—桂林大公馆酒店（17 公里）
（1）乘坐 22 路线到丽君路站下车（2 元），然后步行至大公馆酒店（1.8 公里）。
（2）乘坐的士车至大公馆酒店（30 元）。

附件 2

2018 全国卫生统计学术年会
个人参会回执
姓

名

性别

单位名称
职

称

手

机

职务

电子邮箱
参会情况

参加培训班
参加会议
不预定

预定房间

标准间间，入住时间：8月日，离店时间：8月日。
大房间间，入住时间：8月日，离店时间：8月日。

 标准间450元/天/间，含双早和税；大房间490元/天/间，含单早和税。
 请于7月15日12:00前发送参会回执到：wstjhy_paper2018@126.com
 由于桂林旅游旺季，7月31日前者缴费者，将确保房间。

附件 3

2018 全国卫生统计学术年会
集体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姓

名

手

机

电 子 邮 箱
参会人员姓名

职称

职务

联系电话

参加培训班

参加会议































不预定
预定房间

标准间间，入住时间：8月日，离店时间：8月日。
大房间间，入住时间：8月日，离店时间：8月日。

 标准间450元/天/间，含双早和税；大房间490元/天/间，含单早和税。
 请于7月15日12:00前发送参会回执到wstjhy_paper2018@126.com。
 由于桂林旅游旺季，7月31日前者缴费者，将确保房间。

附件 4

论文题目三号字黑体（居中）

作者 1，作者 2，作者 3 小四号楷体（居中）
作者单位小四号楷体（居中）

【摘要】中文小四号宋体，英文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两端对齐。
1.5 倍行距。

栏目居中
****
****
****

附表编号，标题，居中，单倍行距〔可选〕
中文楷体，英文 Times New Roman 字体，5 号字体（居中）
***
***
***
##.#
##.#
数字小数点对齐
##.#
##.#
##.#
##.#

【关键词】关键词……

致谢，资助……中文 5 号楷体，英文 5 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两端对齐。

***
##.#
##.#
##.#

附件 5

论文题目三号字黑体（居中）

作者 1，作者 2，……

小四号楷体（居中）

作者单位，小四号楷体（居中）

【摘要】中文小四号宋体，英文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两端对齐。缩进 2 个中
文字，1.5 倍行距。
【关键词】关键词……缩进 2 个中文字

正文部分，首行缩进 2 个中文字，中文小四号宋体，英文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1.5 倍行距。两端对齐。
1. 一级标题（中文黑体，英文 Arial，顶格）
正文部分，首行缩进 2 个中文字，中文请用小四号宋体，英文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1.5 倍行距。两端对齐。
表格用 5 号中文楷体，英文 Times New Roman 字体，5 号字体，表格标题居中，数
字小数点对齐，单倍行距。
2. 一级标题（中文黑体，英文 Arial，顶格）
2.1 二级标题（中文楷体，英文 Times New Roman 字体，5 号字体）

2.2 二级标题（中文楷体，英文 Times New Roman 字体，5 号字体）

栏目居中
****
****
****

附表编号，标题，居中，单倍行距〔可选〕
中文楷体，英文 Times New Roman 字体，5 号字体（居中）
***
***
***
##.#
##.#
数字小数点对齐
##.#
##.#
##.#
##.#

致谢，资助……中文 5 号楷体，英文 5 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两端对齐。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