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文件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2021 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 

延期举行暨第二轮通知 

因周边地区疫情影响，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2021 国际针灸

学术研讨会更改于 2021 年 11 月 15-18 日在广东珠海举行。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会议内容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是世界针联举

办的国际性中医药针灸专业学术会议，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中

医药针灸领域学术活动，至今已举办 28 次。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2021 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中

医针灸’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拟邀请两院院士、中医

药针灸及中西医结合领域顶尖专家做学术报告。与线下会场同期，

大会还将开设美国、中东欧国家等专题线上分会场，以及“一带

一路”中医针灸国际教育培训（评估）中心传统医学论坛等。国

内外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中医针灸”作为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

就针灸等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科学研究、临床经验、专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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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研发、成果转化、服务贸易以及文化传播等领域展开讨论。 

二、会议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主办单位：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华中医药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针灸学会 

美国纽约州执照针灸医师联合公会 

协办单位：澳门国际中医药科技协会 

              澳门中医药学会 

《中国中医药报》 

《中医健康养生》杂志 

《中国针灸》杂志 

《World Journal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针刺研究》杂志 

支持单位：广东省中医药局 

          香港旅游发展局 

三、会议日程安排 

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11 月 18 日 

地点：珠海横琴乾元酒店 

11 月 15 日（周一） 

全天 针灸经典理论与医籍研修班（2021 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

续教育 I 类学分项目） 

下午 参加会前活动代表报到 

11 月 16 日（周二） 

全天    针灸经典理论与医籍研修班（2021 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

续教育 I 类学分项目） 

参会代表注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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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17:00 国际针灸标准研制方法学研讨会（一） 

（联系人：王昕、赵楠琦、霍金、崔硕）  

14:00-17:00 世界针联第九届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17:00-18:00 世界针联 2021 年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 

11 月 17 日（周三） 

08:30-09:00 现场注册；代表参会技术支持服务  

09:00-10:00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2021 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 

中国珠海会场、美国线上会场 

开幕式  

10:00-12:00 主旨发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石学敏 

 美国国家针灸和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米娜·拉尔森 

 天津中医药大学针灸标准化研究所副所长、全国针

灸临床研究中心副主任杜元灏 

 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树剑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刘保延 

12:00-13:30 午餐 

13:30-17:00  针药结合—国际呼吸健康论坛 

（联系人：刘竞元、郝凤珍） 

现代针灸科学研究与临床应用学术论坛（一） 

（联系人：唐纯志、刘健华、雷黎） 

国际针灸标准研制方法学论坛（二） 

（联系人：王昕、赵楠琦、霍金、崔硕） 

“一带一路”中医针灸国际教育培训（评估）中心传统医

学论坛（线上） 

15:00-19:00 中国—中东欧国家传统医学论坛（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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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21:00 晚宴 

“以岭连花杯”第三届全球大学生中医药国际化征文活动

颁奖仪式等 

21:00 世界针联 2021 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美国会场（线上） 

11 月 18 日（周四） 

08:30-11:00 国际针灸教育与特色技术推广学术研讨会 

世界针联教育工作委员会换届会 

（联系人：梁凤霞、刘密、雷黎） 

 现代针灸科学研究与临床应用学术论坛（二） 

（联系人：唐纯志、刘健华、雷黎） 

11:00-11:30 大会闭幕式 

四、会议主题及议题 

大会主题：“中医针灸”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大会议题：  

1. 中医药及中医针灸科技创新开发和成果转化平台建设 

2. 粤港澳大湾区医疗服务对接与人才培养 

3. 中医药及中医针灸适宜技术的推广应用 

4. 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产品质量标准及贸易互通 

5. 中医针灸基础研究、器械研发及成果转化应用 

6. 中医针灸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疾病、老年病及慢性

病中的防治作用 

7. 中医针灸的临床评价与标准化、规范化、知识产权保护 

8. 中医针灸传承教育、代表流派、文化传播与服务贸易 

9. 中医针灸等传统医学与生物医学、现代信息技术等交叉学

科研究与发展 

五、论文征集 

（一）征文内容： 

围绕 2021 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主题，撰写专业学科或交叉

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机制研究、临床应用、临床指南与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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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诊疗技法、传承教育与规范立法、学科建设与国际发展、针

灸器械创新应用等论文。 

（二）撰写要求： 

1. 论文所反映的信息和学术成果须是 2016-2021 年完成的；

原则上第一作者每人限投一篇论文。论文请勿涉及保密内容，请

作者确保论文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文责自负。 

2. 论文需提交中英文摘要（中文不超过 300 字），也可提交

全文，全文字数不超过 5000 字，版面不超过 5 页。 

3. 论文投送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5 日，发送至邮箱：

academic@wfas.org.cn，邮件主题为“2021 珠海会论文+姓名”。 

4. 请自留底稿，论文入选与否，均不退还来稿。本次大会论

文集收录的文章可另投其他学术期刊发表。 

5. 拟将论文集向有关论文收藏机构和检索机构推荐。凡未向

本次大会作特殊声明者，视为已同意授权推荐。 

6. 参会代表选择口头发言或壁报展示，都需报送中英文论文

摘要。论文投稿及壁报制作格式须符合规范要求，详见附件 2。 

（三）收录要求： 

1. 大会线上线下参会者均可提交论文，有意向做学术发言者

请标注分会场或分论坛名称。 

2. 仅提交论文但不注册参会者，论文将不被大会论文集收录。 

3. 所有来稿均提交专家组评审，收取相应的审稿费，合格者

将编入大会论文集，择优推荐到分会场做学术发言。 

六、展览 

会议期间将举办中医药针灸相关展览，涉及针灸申遗宣传、 

传统医学培训与教育、中药研究与推广、中医药文化产业、医疗

器械与书籍材料，以及中医药服务贸易等领域，相关单位可积极

报名参展。参展报名表详见附件 3。 

七、注册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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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参会需缴纳注册费，注册费含：会议费，资料费，16 日

晚餐，17 日午、晚餐，18 日午餐。其他餐费、住宿费及往返交通

费用自理。 

（一）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注册：  

会员优惠注册费 1500 元/人（享受优惠范围：世界针联团体

会员个人成员、世界针联 i 会员、中国针灸学会会员） 

学生优惠注册费 1500 元/人（需提供学生证） 

一般代表注册费 1800 元/人 

（二）11 月 1 日至 11 日注册费 1800 元/人 

（三）11 月 12 日以后及现场注册费 2000 元/人 

（四）论文审稿费 100 元/份 

（五）2021 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项目“针灸经典

理论与医籍研修班”学费 2000 元/人（不含食宿交通等费用），学

习结束可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继续教育Ⅰ类 5 学分。 

（六）注册方式 

填写附件 1 报名表，与相关扫描件一起发送至指定邮箱

contact@wfas.org.cn，邮件主题为“2021 珠海会+参会代表姓名”。 

（七）缴费方式 

对公汇款到以下指定账户，务必备注“2021 珠海会+参会代

表姓名” 

收款账户/收款人：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银行账号：0200004309014478412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北新桥支行 

学会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八、会议酒店 

（一）预订酒店 

本次会议酒店为珠海横琴乾元酒店（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

琴新区港澳大道 1699 号）。单人间 450 元/间夜（单早），双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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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元/间夜（双早）。可通过以下方式预订酒店房间，住宿费发

票由珠海横琴乾元酒店开具。 

1. 通过酒店链接预订并在线付款： 

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横琴隆义乾元酒店”，点击【服务】或

【微信商城】-【客房预订】-【协议订房】-输入协议码【202101】

并点击【预订】，认证为会议客人后即可以协议价预订会议期间

酒店房间并付款。 

2. 通过填写附件 1 报名表并发送至指定邮箱，申请预留房

间，到酒店前台办理入住时付款。 

（二）交通指引 

1. 珠海金湾机场至酒店约 52 公里 

乘出租车约 40 分钟； 

乘机场快线横琴线（末班车 18:00）至横琴口岸站转公交车

Z52 路至金汇国际广场站（约 2 小时）。 

2. 珠海站至酒店约 19 公里（珠海北站至酒店约 45 公里，可

先乘广珠城际铁路至珠海站） 

乘出租车约 25 分钟； 

乘珠机城轨至横琴站，步行 440 米转公交车 87 路至金汇国

际广场站（约 1 小时）； 

乘创新方拱北口岸穿梭巴士（17:00 末班车）至国际会展中心

站下车，转乘公交车 87 路至金汇国际广场站（约 1.5 小时）。 

3. 横琴客运码头至酒店约 6.5 公里 

乘出租车约 10 分钟； 

乘公交车 Z52 路至金汇国际广场站（约 30 分钟）。 

4. 城轨横琴站至酒店约 5 公里 

乘出租车约 10 分钟； 

乘 Z52、Z50、87 等公交车至金汇国际广场站、福福桥北站

（约 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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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参会注意事项 

请通过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珠海机场官方网站

（https://www.zhairport.com）、珠海疾控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关注

抵/离珠海及经珠澳口岸出入境疫情防控规定。主办单位将根据

当地最新防疫措施随时调整对参会人员的防疫要求。 

十、世界针联秘书处联系信息 

（一）报名咨询 

联系人：周玥彤、刘竞元 

    电  话：010-87194957、010-87194955 

邮  箱:  contact@wfas.org.cn 

（二）论文咨询 

联系人：雷黎、李印泷 

电  话：010-87194954、010-64089963 

邮  箱：academic@wfas.org.cn 

（三）参展咨询 

联系人：易文军、许艺元 

电  话：010-64089964、010-87194961 

邮  箱：caamhy@163.com 

（四）世界针联财务部 

联系人：赵喜良、周艺 

电  话：010-64013063 

邮  箱：fa@wfas.org.cn 

 

附件： 1. 参会报名表 

   2. 论文投稿及壁报制作规范要求 

3. 参展报名表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2021 年 10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