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国际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大会

暨世界辅助生殖论坛
The Belt and Road Medical Tourism and Health Industry Conference

World Assisted Reproduction Conference

时间：2019 年 7 月 5-6 日

地点：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单位

四川省妇幼保健协会

广州正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医学会

支持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成都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

韩国观光公社 泰国旅游局

上饶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常州市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美国试管婴儿医院挂号协会 乌克兰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处

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 四川天府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医学会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中国抗衰老促进会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大会介绍
据中国卫生部门报告指出，2017 年中国约有 4770 万对不孕症夫妇，预计到 2023 年将增加至 5620

万对，而到 2017 年初，我国约有 451 家辅助生殖中心，且主要分布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无法覆盖全国领

域，患者集中挤往一二线城市寻求治疗，平均需排队 6 个月以上。庞大的市场需求和缺口显示我国的辅助

生殖市场严重供不应求。

从技术层面而言，我国约有 327 家获试管婴儿牌照，28%的生殖中心达不到试管婴儿技术要求。国内

多数医院还停留在第一、二代试管婴儿技术的操作,而在美国、泰国、台湾等地已熟练使用第三代试管婴儿

技术。

为对接不孕患者与国内外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同时加强海内外医疗专家关于生殖医疗技术的交流，以

促进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创新发展，为全球辅助生殖和健康事业做贡献，由四川省妇幼保健协会、正和会展

服务有限公司、成都高新区医学会联合主办的“2019 世界辅助生殖（成都）大会暨展览会”将于 7 月 5-6

日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办。

大会设置 30 场辅助生殖专题论坛。有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泰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及地区的 120

家顶级辅助生殖医院参展，近 300 名试管专家及 7000 余名观众将出席盛会。

以上是历届活动现场照片



大会主题：创新·交流·融合

活动安排：会议+展览会，学术引领产业发展

活动亮点：

 120 家全球顶级辅助生殖医院列席

 300 位试管专家、教授、主任医生现场免费一对一咨询

 试管、助孕、辅助生殖等一站式对接会、交流会，助您“好孕”

 30 场辅助生殖专题论坛，为您诠释行业最新前沿技术

参展的医院及服务机构

格菜宝美孕（GFG*USA）、泰国 EK 国际医院 、乌克兰优爱宝宝、 IVMED 生殖中心 、Jetanin Hospital 、

東中国际生殖中心 、曼谷干禧生殖中心 MEDICAL KOREA 、第一试管婴儿中心 、泰国 LRC 生殖中心 、

皇家生殖遗传医院 、泰国天宝生殖中心 、美福国际有限公司 、Altravita IVF Clinic 宝龙基文化交流中心 、

芝加哥生殖医学中心 、俄罗斯 AVA-Peter 医院、美亚国际生殖医疗中心 Global Surrogacy Inc 、哈巴罗

夫斯克围产中心、 美国圣地亚哥生育研究院 、l-LANDTOWER CLINIC IVF Center Sweetchild Birth way

Sunogacy Icn 、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 、阿儿法国际辅助生殖中心、 洋宝宝爱心妈妈托管中心 、上

海合孕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梦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台湾江妇产科试管婴 J L 中心 、泰国绝对健康



再生医学中心 、马来西亚生丰国际助孕中心 、Carefree 美国助孕管理公司、 美国 RSMC 生育科学医疗

中心 俄罗斯 ART-IVF 辅助生殖中心、加拿大礼寰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慧中汇美新希望科技有限公司、

幸孕鹤上海医疗咨询有限公司、 夏娃（北京）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台湾宏其医院国际生殖医学中心 、莫

斯科孕妈妈辅助生殖医疗中心 、泰國諾菲梵輔助生育及基因中心 、上海石博士不孕不育生殖研究院 、韩

国首尔 MizMedi 妇幼综合医院 、微医贝联（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爱儿达希望健康咨询有限公

司 、美澳（广州）国际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幸福宝孕医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康盛医院 TThomson

Medical Group、 Bnagpakok9 International Hospital 、Bangkok Dusit Medical Services PCL 台湾

台北生基•基生生殖医学试管婴儿中心等。



2019 世界辅助生殖（成都）大会

2019 年 7 月 5 日-6 日 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会议议程（Agenda）

7 月 5 日（July 5th）

时间 大会主题板块 嘉宾 嘉宾单位

09:30-09:50 嘉宾、媒体代表签到、入场

09:50-10:00 致开幕辞
四川省妇幼保健协会会长致辞

10:00-10:30 领导及嘉宾致辞
广州正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世界医疗旅游产业联盟主席——牛松

卫计委及相关领导致辞

嘉宾合影（Take Group Photo Of Guests）

10:30-12:00

讲座主题（暂定）

1.纺缍体定位技术；

2.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

3.当其他辅助生育诊所宣告病人没有希望的

时候，我们能做什么？

4.现代生殖技术：俄罗斯联邦的经验

5.剖宫产史对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及妊娠结局

的影响

拿督李顺树 阿尔法国际辅助生殖中心

马杰仕 泰国 Superior A.R.T.生殖中心

迪安娜-噢彼得尼亚克 AVA-Peter 医院

Vladimir Kazantsev Mother&Child Medical Group

新加坡康生医院美学 Dr Darryl Chew

12:00-14:00 午休（12:00-14:00 Lunch Break）

14:00-17:30

1.干细胞疗法在生殖系统及试管疗程的应用

2.胚胎移植前基因检测

3.PGT 男性不孕症 病毒携带者做试管婴

4.MRT 线粒体置换技术 MRT mitochon

5.试管婴儿技术发展和第四代试管婴儿技术

6.卵巢早衰及大龄女性的卵巢功能体外激活

治疗

董越 Stella FSAC 中国负责人

迈诺斯·胡赛扎德博士 美国圣地亚哥生育研究院

Dr.Jeng-Jier Jiang JOG 台湾江妇产科生殖医学中心

Pavlyuchenkova

Svetlana
IVF Center

Dr. Leon Li 芝加哥第一试管婴儿医院

黄杰克 艾微芙国际生殖医学中心

7 月 6 日（July 6th）

时间 大会主题板块 嘉宾 嘉宾单位

10:00-12:00

1. 互联网医疗如何赋能辅助生殖行业

2. 我們台湾捐卵试管婴儿

3. 高龄不孕女性辅助生殖临床实践指南

4. 女性不孕不育症的相关因素及病因分析

5. 高龄女性生育力下降及诊治

游昌乔 微医贝联（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正傑 JOG 台湾江妇产科生殖医学中心

李俊逸 茂盛医院

John Zhang 慧中汇美 NHFC

贝尔（Barry behr） 柬中国际生殖医院

12:00-13:30 午休（12:00-14:00 Lunch Break）



注：论坛议程以主办方最后公布为准

参会指南
会议时间：2019 年 7 月 5-7 日

会议地址：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会议规模：大会参会代表 800-1000 人。

联系方式 :
大会组委会：广州正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组委会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8 号国际采购中心 713 室

联 系 人：李嘉乐

联系电话：17724248722 传真号码：+86-20-8413 8131

E-MAIL : CMTF_zhenghe@QQ.com

14:00-17:00

1.影响试管婴儿辅助助孕妊娠结局的多因素

观察

2.精子 DNA 损伤与试管婴幼儿结局的相关

性分析

3.试管婴儿取卵术及胚胎移植术的护理要点

分析

4.高龄妇女妊娠对母儿的影响

5.辅助生殖技术中嵌合胚胎的发生机制及结

局

6.不孕患者心理疲乏感来源及护理对策

凯文•杜迪博士 格菜宝美孕（GFG.USA）

DR.Sawat Tritrueng

tassana

泰王国 LRC 生殖中心

Dr. Jeon 韩国首尔 MizMedi 医院

DR.Peyman Saadat

Md.,Facog
林顿孕美&比弗利山庄中心

王植柔 皇家生殖医院

Alina Abdulina 阿尔特拉维塔体外受精医院

Dr. Gary Ramsey Pacific Fertility Institute



附表

“一带一路”国际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大会
暨世界辅助生殖大会

2019 年 7 月 05-07 日 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参会回执表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1、

2、

3、

单 位 名 称

单 位 地 址

联 系 方 式
电话 传真

地址

您的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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