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 南 省 中 医 药 学 会

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云 南 省 针 灸 学 会

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

文件

云中会联〔2018〕14号

关于召开第五届兰茂论坛

暨2018年云南省中医药界学术年会的通知

兰茂，明代云南最负盛名的医药学家，所著《滇南本草》是

我国中医药精华汇编性质的医学著作，早于明代湖北李时珍《本

草纲目》140余年，该著作是我国现存古代地方性本草书籍中较

为完整的作品，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许多草

药及验方至今被医家广为推崇和使用。为弘扬兰茂中医药文化，

全省各州市中医药学会，中医医疗机构、院校及有关单位，专家

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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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学术思想与经验交流平台，促进兰茂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的

推广、应用与转化，提高我省中医药临床研究与诊治水平，打造

兰茂中医药学术品牌，以达到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提高我省在

全国中医药界学术影响力的目的，由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云南省

中西医结合学会、云南省针灸学会、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联

合主办的“第五届兰茂论坛暨2018年云南省中医药界学术年会”

将于2018年9月25-27日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举办。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论坛内容

（一）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优秀的民族医药产业创新与

发展。

（二）促进和推动我省中医药、民族医药、中西医结合与针

灸学术繁荣发展，做好新时代少数民族医药传承与发展工作。

（三）助力我省中医药界同仁们交流、沟通、融合，建立共

同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常态化联络交流机制，共同进步与发展。

（四）对民族医药进行理论与实践科学研究，推进民族医药

传承和创新发展。

（五）探讨加快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路径和新模式，聚焦我

省中医药产业发展。

二、论坛主题

文化自信    传承创新    产业驱动    科学发展

三、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云南省卫生计生委

                    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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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云南省针灸学会

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

联合主办：楚雄彝族自治州卫生计生委

承办单位：中医药文化与信息化建设专业委员会

云南省中医医院

昆明市中医医院

协办单位：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云南新世纪药业有限公司

楚雄老拨云堂彝医馆

支持单位：楚雄州中医医院 

楚雄州中彝医药学会

国医在线APP

策划执行：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心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培训中心

论坛主席：

郑进：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会长、中国民族民间医药学会副会长

论坛副主席：

熊磊：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云南中医药大学校长

张沛霖： 全国名中医、云南省针灸学会名誉会长

秦国政：云南省中医药学会常务副会长

张超：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会长

陈燕溪：云南省中医医院党委书记 

温伟波：云南省中医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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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雷：昆明市中医医院院长

许嘉鹏：楚雄州中彝医药学会会长、楚雄州中医医院院长

论坛秘书长：

葛元靖：云南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省中西医

结合学会、云南省针灸学会秘书长、云南省学会研究会理事长

论坛副秘书长：

张小贝：云南省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

中心主任

四、邀请专家

拟邀请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及省内外业界知名专家学者及

中医药、民族医药、中西医结合、针灸方面的专家做主题报告及

分论坛交流。

主论坛拟邀请专家：

张震：国医大师、著名中医证候学家、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

院创始人、云岭中医疏调学派创始人、云南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

唐祖宣：国医大师、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客座

教授，河南中医药大学、南阳理工学院终身教授，国家级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黄璐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首

席研究员、中药资源中心主任，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

指导组组长，博士生导师

孟如：全国名中医、全国第二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人导师、云南省名中医

郑进：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会长，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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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邀请领导

拟邀请云南省卫生计生委、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云南省中

医药管理局、楚雄彝族自治州州政府、楚雄彝族自治州卫生计生

委、云南省中医药机构和中医药有关知名企业领导。

六、分论坛设置

（一）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分论坛

（二）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发展分论坛

（三）“中国彝药 健康楚雄”发展研讨会（第八届云南省科

协学术年会分论坛）

注：参加第五届兰茂论坛人员根据需要可自行安排前往。

七、时间及地点

（一）报到时间：2018年9月25日14:00-21:00

（二）论坛时间：2018年9月26日上午8:30开幕式，9月27日

上午8:30-12:00分论坛

（三）报到及论坛地点：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云华酒店

（酒店前台电话：0878-3393888）

八、论坛培训费用

800元/人，在校学生费用：600元/人。大会统一安排食宿，

培训费含餐费，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九、参会对象及报到食宿

（一）参会对象

1. 全省各级中医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医药院校、中医药科

研机构的管理人员、中医师、中药师、中医药行业的有关同道。

2. 云南省中医药界四大学会（省中医药学会、省针灸学会、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的理事以上人员。

— 5 —



3. 已向本次论坛提交论文，并已收入《论文汇编》的作者。

4. 优秀论文获奖作者及代表请到会领奖。

（二）报名方式

1. 请登陆国医在线（http：//www.tcm166.com）下载电子版

回执表，鼓励以单位统一组织报名。请认真填写好回执单邮件主

题备注“兰茂论坛参会回执”（邮箱ynzywx@qq.com）。

2. 电话、传真或短信登记报名，电话/传真：0871-63649200。

3. 在线报名（推荐）：扫描云南中医二维码或进入云南中医

微信，回复“兰茂论坛”进入报名页面，填写参会人员信息提交

即可。

（三）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9月22日（以上3种报名方式任

选其一即可）。

（四）住宿标准：会务标间价260元/晚、单间价260元/晚，

费用自理。

（五）开票注意：所有涉及培训费或住宿开票报销者，请务

必提供单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信息。

十、联系方式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甫琪森：18388059853     罗明武：1848725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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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4日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云南省针灸学会 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

王  琳：13888595622     马宁杰：18593165679

高毕申：15911722340          

十一、学分授予

本次论坛为2018年省继教委公布的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授

予省级Ⅰ类相应学分。

附件：1. 第五届兰茂论坛暨2018年云南省中医药界学术年会

                回执表

            2. 乘车、报到路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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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五届兰茂论坛 

暨 2018 年云南省中医药界学术年会参会回执表 

会务组联系人：甫琪森（18388059853）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  邮编  

参会人数  代表联系人及电话  

酒店住宿天数： 

参会代表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号 单间/标间 备注 

      

      

      

      

      

培训费付款方式：  

电汇并索取发票(论坛现场领取) 

开户名称：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昆明正义支行  

开户账号：2502012009024922197 

会场可收取现金或刷卡并索取发票，开票单位：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注意事项 

1、请填写此表（或电邮、微信报名）回复组委会，以确认参会单位代表信息。 

2、本次大会住宿酒店为云华酒店，因酒店资源紧张，请参会代表尽早回复会务组，以便预定房间。 

3、默认住宿为 2 天，如有特殊情况请备注。住宿发票由酒店提供。 

4、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会务组，如有特殊需要请于备注处注明。 

5、与会代表请务必携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6、清真饮食请在备注信息里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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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乘车、报到路线指南 
 

本次活动不设接机接站，参会代表请自行前往培训班地点。  

1.昆明——楚雄 

动车：可在昆明站购买动车票乘坐动车前往楚雄； 

客运站：可在西部、西北部汽车客运站购买前往楚雄的车票，乘坐汽

车前往楚雄； 

2.楚雄站（动车）——云华酒店 

公交车：出楚雄站，至“楚雄站”乘坐 10 路公交车至“桃源湖站”下

车，转 7 路至“市委党校”下车，下车继续向前，沿雄宝路步行 300 米即可

到达云华酒店。也可乘出租车前往云华酒店，费用约为 45-50 元； 

3.楚雄市客运站——云华酒店 

西部汽车客运站：出客运站，至“北城小学站”乘坐 16 路公交车至“州

人才市场”，下车继续向前，沿阳光大道走 100 米，向右前方转入雄宝路，

步行 500 米即可到达云华酒店； 

北部汽车客运站：出客运站，至“北客运站”乘坐 16 路公交车至“州

云华酒店 

楚雄高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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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市场”，下车继续向前，沿阳光大道走 100 米，向右前方转入雄宝路，

步行 500 米即可到达云华酒店； 

东部汽车客运站：出客运站，至“小姑英站”乘坐 7 路公交车至“市

委党校”，下车继续向前，沿雄宝路步行 300 米即可到达云华酒店； 

南部汽车客运站：出客运站，至“西山水居站”乘坐 7 路公交车至“市

委党校”，下车继续向前，沿雄宝路步行 300 米即可到达云华酒店； 

4.自驾车辆：根据手机定位指示、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提示，导航前

往云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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