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召开“第五届全国智慧医疗创新大赛总决赛 

暨五周年成果交流会”暨“第二届山东互联网+ 

医疗健康大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第五届全国智慧医疗创新大赛各赛区决赛已基本完成，全国 30 余

省市赛区及专题赛共有 200 余项参赛项目及团队入围全国总决赛。按

国家新冠疫情防控要求，经大赛组委会研究决定，暂定于 10 月下旬在

济南召开“全国智慧医疗创新大赛总决赛暨五周年成果交流会”暨“第

二届山东互联网+医疗健康大会”。 

为做好总决赛及大会组织与筹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指导单位 

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 

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管理中心 

（二）支持单位 

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三）主办单位 

“移动医疗”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 

（四）协办单位 

移动医疗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医疗管理服务中心 

山东省医学会 

联仁健康医疗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信通院健康医疗大数据与网络研究中心 

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ITTN） 

全国各省市相关协会学会 

（五）承办单位 

山东省医学会互联网医疗健康分会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智医疗网 

二、时间地点 

(一) 具体时间与地点另行通知 

(二) 总决赛项目公示：9 月 18-22 日 

(三) 网络投票时间：9 月 22-28 日 

(四) 成果展报名截止日期：9 月 30 日 

三、重要活动 

(一) 全国智慧医疗创新大赛总决赛开幕式+国际论坛 

(二) 技术论坛+颁奖仪式 

(三) 五周年成果交流会 

(四) 第二届山东省互联网+医疗健康大会 

(五) 中国医疗健康信创生态联盟筹备会 

(六) 五周年成果展 



(七) 投融资与成果落地洽谈会 

四、拟定日程概览 

时间 主题 内容 

第一天 

会议报到 注册、签到、住宿 

中国医疗健康信创生态联盟

筹备会 

讨论相关章程与重要工

作 

大赛评委会会议 评审工作与评审细节 

第二天 

上午 
开幕式、国际论坛 

领导讲话、国际论坛、

启动仪式、参观成果展 

第二天 

下午 

总决赛评审会--业务方向 第 1-4 场 

信创专题赛决赛 第 1 场 

总决赛评审会--技术方向与

创新创业 
第 1-2 场 

基层卫生专题赛 第 1 场 

双招双引洽谈会 第 1 场 

技术与成果交流会 第 1-2 场 

第三天 

上午 

总决赛评审会--业务方向 第 5-8 场 

信创专题赛 第 2 场 

总决赛评审会--技术应用与

创新创业 
第 3-4 场 

双招双引洽谈会 第 2 场 



技术与成果交流会 第 3-4 场 

第三天 

下午 

评委会合议会议 评审合议 

技术高层论坛 高层报告、专家论坛 

颁奖仪式 领导致辞、颁奖 

第四天 大会结束、离会  

五、总决赛参赛团队 

    按各赛区决赛名单及专题赛晋级公示名单为准；请各赛区组委会

认真组织决赛参赛团队集中参赛，根据各地疫情防控要求，可灵活组

织参赛团队人员与规模。 

六、总决赛赛制     

(一) 总体原则 

    公平、公正、公开。 

(二) 分组规则 

全国总决赛共分为：技术与创新创业组、应用组、基层卫生组、

医疗信创组；各组分别评审最终的一二三等奖；其中技术组、应用

组，根据参赛数量，按项目分类做分组评审。 

(三) 总评分与评分规则 

1、总评分 

最高 110 分= 专家评委评分+网络投票积分。 

2、专家评委评分规则 

最高100分（综合表现、普及意义、痛点难点明确、方案可靠性、

技术先进性、原创分总合）；去掉1个最高分和1个最低分，计算有效数



据平均分。 

3、网络投票分规则 

按网络投票排名区间递增；分别获得 1-10 分；计入总得分。 

(四) 专家评分参考要素 

1、综合表现（10 分）：评估主创团队专业性，方案、演示表达清

晰方面综合评分。 

2、普及意义（15 分）：主要评估项目普及的现实意义、社会意义、

经济意义等方面的价值。 

3、痛点分析（15 分）：评估痛点与难点是否明确，是否具有行业

普遍性，方案符合度和持续解决痛点的能力。 

4、方案可行性（30 分）：评估项目的思路、方法、路线、技术是

否完整可靠；与国家及行业标准符合性。 

5、技术先进性（20 分）：评估项目完成的创新理念、采用的技术

先进性、原创性。 

(五) 参赛规则 

1、路演序号：按项目名称笔划获得参赛序号，此序号将作为总决

赛期间项目分组、分类、路演顺序抽签、统计分数、排名的唯一识别号。 

2、路演时间：每项目总计路演 12 分钟，10 分钟 PPT 演示、2 分

钟专家提问；超时自动结束 PPT。 

3、路演分组：按项目所属主题分类、专场、分组进行评审。 

4、参赛材料：经过初审的项目报名表及相关资质材料（无特殊情

况的，用赛区决赛时的材料），项目路演 PPT（16：9）。 



其他事项：未能按规则进行总决赛参赛的项目及团队按弃赛处理；

有严重抄袭嫌疑及其他知识产权纠纷的，一经落实，组委会将公示并取

消其总决赛资格；大赛三年内不再接受无故弃赛退赛团队报名参赛。 

七、奖项与奖励  

    大赛共设特等将、一二三等奖、优胜奖等固定奖项，并设置最佳

组织奖、最佳原创奖、最具发展潜力奖、最具投资价值奖、最佳应用

实践奖、最具领导力奖、最具人气奖、星锐奖、杰出表现奖、突出贡

献奖等单项奖；具体奖项评选办法及奖品奖励现场公布。 

八、组织保障 

大会组委会将组织成立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审核、制定大赛评

审规则，评审流程指导与监督工作，成立执行委员会负责大赛组织流程、

程序审核与监督与执行工作。 

评委会组成：共 134 人 

评委会主席 1 人、副主席 3 人、常务委员 7 人； 

点评嘉宾 14 人、全国评委 14 人、专家评委 49 人、技术评委 35

人、投融资评委 21 人。 

九、参赛与参会事宜 

1、决赛抽签：第一天报到时，所有团队抽取路演顺序。 

2、决赛材料：参赛团队 1 分钟介绍，项目展示内容（参考模板），

PPT(16:9)各一份，并于 10 月 15 日前提交至组委会。 

3、参赛团队报名：参赛团队请填写附件报名表、并提交给组委会，

参会及参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4、成果展、成果报告：按场地及展位制作成本收取费用。 

5、投融资洽谈会报名：请拟融资、地方产业合作的企业及单位，



提交参会回执和项目计划书。 

6、参会参展：欢迎广大行业同仁、技术与创新企业、产业服务机

构参与大赛交流与合作，请通过大赛官网提交报名，通过审核后，组委

会发送参会通知。 

十、商务合作 

请向组委会索取相关材料。 

十一、联系我们 

参赛参会报名咨询： 

刘树坤 15010881330    魏杰林 15718830486 

成果交流与展示咨询： 

王雯鑫 17611335169    郭  雄 18501063135 

商务合作咨询： 

李常来 13811152093    郭  健 13301137272 

媒体合作咨询： 

那美涵 15101128090    李  靖 18594273295 

投融资合作咨询： 

高  悦 18007314560    袁  英 13657480024 

 

 

                           智慧医疗创新大赛组委会 

                   “移动医疗”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 

                               2021 年 8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