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请派员参加中韩保健医疗产业

合作交流会的通知

广东省医院协会:

近日我委收到大韩民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来函,大韩民国驻广

州总领事馆将于2018年 9月 6日 09:30-18100(晚餐 18∶ 00-20:00)

在广州花园酒店 (地址:越秀区环市东路 368号 )3楼海棠厅、

芍药厅举办
“
中韩保健医疗产业合作交流会

”(2018 Medical

Korea In Guangzhou)。 届时,将有众多韩国的医疗机构、整形美

容相关产业(详见附件 )参加。为加强中韩保健医疗合作与交流 ,

请你协会组织有兴趣与韩方在相关领域进行交流、探讨合作机会

的医疗机构代表参加会议及晚宴 (每个机构可派 1-2名 代表),并

于 2018年 8月 31日 前将会议回执反馈我处。

特此通知。

附件:会议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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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会议回执

姓名 职务 电话 备注



                      

大韩民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赤岗领事馆区友邻三路18号 

电话：020）2919 2999   传真：020）2919 2980 

 

 

邀请函 

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协助! 

为了增强韩中保健医疗的合作,大韩民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将举办名为 “2018 Medi

cal Korea In Guangzhou(中文名:中韩保健医疗产业合作交流会)”的活动。 

届时，有众多韩国的医疗机构、医疗器械公司、化妆品公司将会参与本次活动，

期待贵单位能参与到本活动一起交流，期待能百忙之中抽空出席，十分感谢！ 

 

○ 活动时间: 2018年9月6日（周四）09:30 ~ 18:00 (晚餐 18:00 ~ 20:00) 

○ 活动场地: 广州花园酒店 3楼 海棠厅 芍药厅(地址:越秀区环市东路368号) 

○ 主办单位：韩国保健福祉部  

○ 承办单位：大韩民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活动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备注 

9/6 

09:30~10:00 ▶ 签到  

10:00~10:30 
▶ 开幕式 

▶ MOU签订仪式 

 

10:30~11:40 

韩中保健医疗产业合作研讨会 

▶ 韩方代表：延世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主任教授 医疗院海外

事业团团长 李尚奎 

发表主题: 韩中保健医疗合作实例和启示 

▶ 中方代表：广东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耿庆山博士 

发表主题: 中国健康医疗现状与展望 

 

12:00~13:00 午餐  

13:30~18:00 
▶ [医疗机构投资合作洽谈] 

医疗机构 1:1 洽谈会 

▶[商务洽谈] 

- 医疗器械·制药·化妆品 

1:1 洽谈会 

设CFDA认证及

知识产权专业

咨询摊位 

18:00~20:00 晚餐 
 

※ 9月7日上午参观南沙新区健康医疗旅游示范基地和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 
○ 联系人：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崔小姐 （2208-1616， carycui1021@qq.com） 

大韩民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关羽涵(13923209521, 943347996@qq.com) 



类别 机构（企业） 特色领域 与中方希望合作领域

首尔康复医院
成人康复治疗, 幼儿/青少年康

复治疗
◎ 康复专业人员教育及研修
◎ 康复相关机构设立及运营咨询等

延世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癌症，心血管，体检等 各领域 ◎ 交流及合作

世宗医院 心脏血管，脑血管 ◎ 医学交流

顺天乡大学医院

GSAM Hospital 癌症治疗，关节骨科，体检 等 ◎ 医疗人员交流研修,患者引进等

bell-rajue女子医院·
产后调理院

妇产科, 会阴整形, 尿失禁
◎ 治疗合作,产后调理院拓展
◎ 中国人为对象的医疗观光宣传合作，患者引进

CL医院
妇产科,不孕不育中心, 子宫/

腹腔镜中心

◎ 不孕不育中心合作/委托运营, 建造不孕不育患
者治疗合作体系
◎ 医疗学术交流，医疗团队研修

JSKbiomed(株) 皮肤美容
◎ 中国资本投资引进后，可以在中国境内一同开
展事业的合作伙伴

(株)YuJinKorea 吸收性缝合线 ◎ 医疗器械物流商及医院

3D 医疗影像系统

◎ 大型医院及外科协会相关人员，投资商
- 外科手术时可以使用本公司的3D摄像机及记录仪
的磁带进行，希望寻找的对接的机构可以用本公司
产品拍摄中国知名外科医生的手术视频，提供给本
公司产品流通宣传平台使用

3D 医疗影像系统

◎ 大型医院及外科协会相关人员，投资商
外科手术时可以使用本公司的3D摄像机及记录仪的
磁带进行，希望寻找的对接的机构可以用本公司产
品拍摄中国知名外科医生的手术视频，提供给本公
司产品流通宣传平台使用

DAISEUNG MEDICS 关节治疗
◎ 康复医学科，骨外科，影像医学科相关医疗机
构
◎ X-ray, X-ray 相关产品销售的医疗器械企业

bonsheskorea股份公司
专门化妆品制造（冬虫夏草产

品取得CFDA许可）
◎ 挖掘中国内总代理(独家)商(网络, 中国内可以
全国物流的企业),(希望寻求规模大的合作伙伴)

智能临床试验支援平台

智能临床试验支援平台

类别 机构（企业）

非政
府组
织

大邱庆北尖端医疗产业
振兴财团

[2018 Medical Korea in CHINA 广东省活动参加名单]

医疗
机构

◎ 医疗器械销售总代理
◎ 培训事业合作伙伴

美容，半永久LONG TIME LINE

医疗
器械

(株)HBA

◎[samenta临床试验支援平台]临床试验合作机构
建立合作伙伴（中国当地上级医院，制药公司，
CRO企业等）
◎[口腔卫生数字教育/认证系统]医院人员远程教
育及当地培训合作医院（牙科）建立合作伙伴

3DMedivision股份公司

(株)PN Care
International

美容整形 ◎ 整形美容相关的供应商及医院，美容院等

(株)Chaeum
International

美容整形 ◎ 整形美容相关的供应商及医院，美容院等

Diverseacademy

R&D支援, 医疗器械/医药品生产支援, 产业化支援/人才培育

机构特色

drop设备（脊椎减压矫正治疗
仪） 出口及培训

赵阿制药有限公司 制药，健康保健食品制造

◎ 广东省及邻近区域的制药公司及物流公司合作
◎ 挖掘药店连锁网点的产品供货商，OTC及健康保
健食品进口一级物流代理商等
◎医药品物流商及对OTC产品的合作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