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输 血 协 会
输协字 (⒛ 17)第 79号

第 四届

”
“
全 国中心血站站长论坛 会议通知

为加 强全国血 站的经验交流与合作 ,分 享血 站建设与发展方
面的新理念和新举措 ,共 同提高全 国血 站采供 血 能力建设和管理
水平 ,进 一步促进采供 血 事业 的健康发展 ,由 中国输血协会主办

,

中国输血协会 中小血 站建设与发展 工作委员会 、宁波市中心血 站
”
“
和深圳市血液 中心承办的第 四届 全国 中心血 站站长论坛 (国 家
级继续 医学教育项 目 ),将 于 zO17年 12月 7日 至 9日 在宁波市举
办。竭诚邀请全国血 站同仁踊跃参会 ,相 关事 宜通知 如下

:

一、会议时间
⒛17年 12月 6日 报到,7日 一9日 会议 。
二、会议地 点
宁波阳光豪生大酒店(浙 江省宁波市海曙 区中山西路 1288号

,

联系 电话 :0574-55719999)
三、参会人员
全国血 站站长 (中 心主任

)、

副站长 (副 主任 )等 站领导。

四、会议 内容
”
“
本届论 坛 主题为 血 站建设与发展 。在全国范围 内邀请知名
血 站领导和专家在论坛上发言 ,介 绍和分享各 自血 站建设与发展
工作 中的亮点、新理念 、新方 法 、新设想 、新举措 ,以 及 经验和

教训等。聚焦血 站建设与发展面临的问题 、交流经验 、讨论措施

,

听取和反映参会血 站呼声和需求 ,并 向管理部 门建言献策 。
五 、费用
1、

会务费:会 员单位 1000元 /人 ,非 会员单位 1200元 /人 。

可通过以下方式缴 费

:

(1)提 前转帐:提 前将会务费转帐 至 中国输 血 协会 ,会 议现场

领 取发票 ,具 体如下

:

开户名 :中 国输血协会
开户行 :北 京银行双秀支行
WK乓 |:

01090379900120109015032

传 崖事:

010-62382363

(2)现 场缴费:报 到现场缴费,只 收现金 ,不 能使用银行 卡。
2、

统 一安排食宿 ,交 通费、食宿费和差旅 费均 自理 。

3、

住宿费标准 :标 准间 350元 /间 /天 。

六 、报名方式
参会人 员请于 2017年 11月 5日 前登录中国输血协会网站
(www。 csbt。 org。 cIl),点 击 “
全国 中心血 站站长论坛 报名系统”,进
入 报名界 面 ,详 细填写报名信息。报名成功后 ,如 有变更或取消
的话 ,请 在会议开始前 3天 ,及 时联系会务组进行变更 。
会务组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 (宁 波市中心血 站

)∶

裴 鸳鸯 :13566311133
傅荆艳 :13566303360

邮箱 :nbsⅨxz@163.cOm

中小血 站建设与发展工作委员会联系人

:

邬旭群 电话 :13823240825 邮箱 :wxq985@163.com

-2-

七 、报名系统的说明
“
”
1、 本次会议将采用
会务宝 系统进行报名和签到 ,不 受理
其它方式报名 ;请 务必通过中国输血协会网站进入 报名系统 ,填
写完整 、详细 、正确的报名信息。会议召开前 1-2天 将发送专属
签到用 二维码 电子邀请函到报名 时所填报的手机 ,请 确保填写的
报名资料正确 无误 ,以 免混淆。
会议 电子资料 已包含在 二维码 电子凭证 中,打 开短信 中的
“
超链接 ,点 击 下载” 即可通过智能手机查看 ,非 智 能手机的用
2、

户请填写邮箱地址获取 资料 。
3、

”
二维码 电子 凭证 中包含会议地点的 “
地 图导航 可供查看 。

八 、交通

:

参会人 员 自行前往会议地点,具 体路线如下

:

(一 )栎 社国际机场到达
1、

地铁 :乘 坐地铁 2号 线到达鼓楼 (10站 ),站 内换乘地铁

1号 线到达望春桥 (4站 ),向 东步行 703米 到达 目的地 。
2、

出租车:车 费大约 32元 。

(二 )宁 波火车站到达
1、

地铁 :乘 坐地铁 2号 线到达鼓楼 (2站 ),站 内换乘地铁 1

号线到达望春桥 (4站 ),向 东步行 703米 到达 目的地 。
2、

出租车:车 站地下室打的至酒店 ,车 费大约 12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