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轮通知 

2016年 12月 10 日-11 日 美国洛杉矶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第二届世界中联美洲中医药合作与发展论坛，将于 2016年 12月 10日至 11日在美国洛杉矶召开。 

此次论坛旨在促进中医药的国际化，交流中医药的最新研究与临床治疗成果和技术，推动中医中

药相关产业的交流合作，宣传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与会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医药最新发展动态、

最新治疗手段及联合开展中药及保健品发展和对接的平台，研讨美洲中医诊所发展路径，提高诊疗水

平和提升销售市场。 

 

主办方：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承办方：美国发龙药业 

联合承办方：美国加州中医针灸师联合公会，北京中医药大学美国校友会, 同仁堂国药, 同仁堂国际。 

协办方：美国中医科学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美国 IUM 医学中心，加州中医大学联合校友会, 加

州职业针炙中医师公会, 美国国际中医师公会, 北美中西医结合学会, 联合针灸中医公会, 加州针灸中医师

公会，加州中医针灸联盟, 美国华人商会医药保健分会, 美国中医师乐团, 美国武医研究院。（排名不分先后） 

 

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时间安排： 

第二届世界中联美洲中医药合作与发展论坛：12月 10日-12月 11日,  

二、 地点：美国, 洛杉矶商业市, Crowne Plaza Los Angeles – Commerce, 6121 Telegraph Rd, 

Commerce, CA 90040  

三、参会人员： 

相关国家政府官员，各国中医药、传统医药、中西医结合、现代医药及相关领域从事医疗、教育、科研、

管理、生产、贸易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世界中联各国会员。 

 

 

 

 

 

 

 

 

 



 

 

 

四、会议日程（演讲嘉宾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日期 时间 活动 

 

 

 

 

 

12月 

10日 

8:30 入场 

9：00-  

10：50     

开幕式 世界中联领导致词，洛杉矶总领馆领导致词，曾立品董事长致词，辛长山会长、李安岳加州针灸局前局长，吴

宝林院长、蒋凡凡会长代表公会和校友会致词，大会合影。 

时间 拟请专家 单位/ 头衔 报告题目 报告类型 

11:00- 

12:00 

领导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中医药在世界各国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主题报告 

刘尚义 国医大师 六十多年行医心得 

12:00-13:00   午餐 

 

 

 

13:00- 

15:00 

辛长山 加州中医师针灸师联合公会会长 中医药在美国抗癌临床运用 主题报告 

赵中振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院长，中

药教授 

海外中医师如何安全有效使用中药 

丁永铃 同仁堂集团董事、副总经理 同仁堂美国发展战略 

Najla_Guthrie  

 

CEO, KGK Synergize Inc.  中药在美洲循证医学研究及市场推广 

15:00-15:10   休息 

 

15:10- 

17:00 

 

姬广飞 同仁堂国际董事长 同仁堂国际发展战略  

主题报告 赵软金 博士 神香疗法在现代癌症临床实践中的具体应

用 

王凡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小针刀临床应用 

王超群 博士 王氏元气调理：脑震荡后综合征和外伤性

神经症的治疗 

 

 17:30-20:00 晚餐 

 

 

17:30- 

20:00 

丁永铃 同仁堂集团董事、副总经理 中医药走出去－落地美国发展辩论会 欢迎晚宴 

姬广飞 同仁堂国际董事长 

辛长山 加州中医针灸师联合公会会长 

曾立品 中国云南三七产业协会会长，美国发

龙药业董事长 

田海河 全美中医校友联合会主席，博士 

(TCMAAA President) 

 

 

 

 

 

 

 

12月

11日 

8:30 -9:00  注册 

 

 

 

 

9：00- 

 12:00 

刘正华 博士 论针灸临床疗效提高的方法 论坛专题报告

（临床部分）： 

美洲中医诊所发

展路径、诊疗水

平提高和市场提

升方法 

李永明 博士 中药在美国发展的障碍和替代通路 

陆飙 教授，名医 一针二灸三用药的临床实践 

田海河 全美中医校友联合会主席，博士 

(TCMAAA President) 

三七在中医临床中的运用 

 

陈冠生 

 

博士 

 

论中西医结合在美国的发展 

马秀玲 博士 针灸的临床配穴法概论 



 

 

 

 

五、会议注册费用（美元）： 

会议收费 

 

注册费 早餐 午餐 晚宴 

$0.00 $15 $35 $60 

注册费包含： 

1.会场各项费用：会议手册、代表证、大会论文集等会议材料。 

2.含美国 IUM 医学中心颁发的中医针灸师的继续教育学分 15学分。 

3. 含主、分会场费用。 

六、会议咨询、报名处： 

(一) 报名方式： 

参会者与要求协助预订酒店者皆上网报名： 

请登录会议网站 http://mztcm.medmeeting.org/cn 

北美报名网站： 

https://www.eventbrite.com/e/the-2nd-forum-on-china-america-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in-tcm-registrati

on-28366882108?discount=FAR-VIP-COMP 

在线填写注册，并进行网上交费。 

手机报名——微信扫一扫 

 

     

           

 

 

 

                          

 12:00-13:00 午餐 

 

 

13:00- 

15:00 

PAUL Vincent 

MURRAY 

MBA, 针灸师 论中药在美国诊所中应用的重要性和安全性 专题报告（发展

部分）：美洲中

医诊所发展路

径、诊疗水平提

高和市场提升方

法 

孙敏丽 博士 论如何应用管理软件为诊所创造更多收入 

蒋见元 博士 任重道远，努力前行 

刘彦珠 博士 论美国诊所的选址、定位、保险和顾客上门 

 15:00-15:10 休息 

 15:10-15:30 闭幕式领导致词 颁发奖状与证书 

http://mztcm.medmeeting.org/cn
https://www.eventbrite.com/e/the-2nd-forum-on-china-america-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in-tcm-registration-28366882108?discount=FAR-VIP-COMP
https://www.eventbrite.com/e/the-2nd-forum-on-china-america-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in-tcm-registration-28366882108?discount=FAR-VIP-COMP


 

 

(二) 区域联系方式： 

报名地区 中国及除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以外地区 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 

负责单位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联络部） 美国发龙药业 

联系人 农钦，杨柳，潘昡，王晶 李大林、邹诗睿、周正 

Email fcacdtcm@vip.163.com lukelee@farlong.com 

stanleyzou@farlong.com、 

peterc@farlong.com 

电话 +86 10 58650058/58650243/58650240/58650026 

 

1-888-327-5664 

(909)468-9215 

Website http://mztcm.medmeeting.org/cn www.farlong.com 

付款账户 境内汇款： 

开户名称：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账号：110060971018002604480102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北京育慧东路支行 

境外汇款： 

1.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北京支行 

Further credit to: Bank of Communications, Beijing Branch 

2. 交换码（Swift Code）: COMMCNSHBJG 

3. 银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3号 

Bank Address: No.33, Jinrong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Zip Code: 100032 

4. 收款人名称：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Beneficiary: WFCMS 

5. 账号： (A/C No) 110060971018002604480 

注：请您在汇款时，在附言中写明“***参加***会议费用”以便我们及时查收您的款项，谢谢您！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2016 年 10 月 21 日 

mailto:lukelee@farlong.com
mailto:stanleyzou@farlo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