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实效研究和循证医学高峰会
2014 年 4 月 10 至 12 日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中国上海市陆家嘴滨江大道 2727 号, 邮编 200120
个人注册表
注册方式:
1. 登录我们网站注册 www.CORESUMMIT.org , 或 2. 填写注册表以传真、电子邮件或信件方式递交给：
CORE SUMMIT 会议筹办中心，上海分中心
上海江宁路 445 号, 16D 座 邮编200041 电话: +86 21
6271 5538 传真: +86 21 6271 5668
registration@coresummit.org
姓名:
单位:

CORE SUMMIT COORDINATING CENTER, US OFFICE
1055 Westlakes Dr. Berwyn, PA USA 19312
Tel: +01 610 727 4550 Fax: +01 610 727 4001
registration@coresummit.org
性别:

通讯地址:
固定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企业类型:

职业:

移动电话:

 企业 (制药, 医疗器械, 生物技术, 社保)
 非企业 (学术, 临床研究机构, 学生)
 医师学会会员 (医生) 或政府职员
 合作方 (需提供促销合作方案)

 医生/护士/从事健康职业人员
 临床研究/医疗事务
 商务/市场/财经
 政府官员/行政管理人员/律师

 学术研究员
 实效研究/经济学者
 记者/作家
 学生

 会前讨论会 (2014 年 4 月 10 日，14:00 - 17:00） (请选择一项)

____________(元)
（仅讨论会）

 非干预性研究设计和方法
 卫生经济 – 从概念到应用
 电子健康 – 真实世界数据采集

____________(元)
（参加全会者）

 个人注册（2014 年 4 月 11 号，12 号 8:30 – 17:30）, 包括:








2 天会议全程和展览
2 天会议的早上和下午的茶歇
2 天会议的午餐
第一晚晚宴
会议手册
最新版的 VitalHealth 简报
会议集锦

 午餐卷 （2014 年 4 月 11-12 号）
 发言者的讲稿 USB

____________(元)

____________(元)
____________(元)
____________(元)
午餐卷张数_______ x 200 (元)
USB 数量 _________x 500 (元)

____________(元)

费用总计

付款方式:  信用卡  银行转账  现金 付款成功注册手续才算完成。
信用卡信息:  Visa  Master Card  American Express
银行转账信息: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截止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安全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单邮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签名:

账号名称: 上海华斯泰医学咨询有限公司
银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新华路支行
银行账号: 1001216809005505259

取消和退款：
在 2013 年 12 月 31 号取消注册, 退还所有注册费用包括 150 美金手续费（950 元）；在 2013 年 12 月 31 号—2014 年 1 月 31
号之间取消，退还 50%的所有注册费用包括 150 美金手续费（950 元）；在 2014 年 1 月 31 号—2014 年 3 月 14 号之间取
消， 退还 25%的所有注册费用其中包括 150 美金手续费（950 元）；在 2014 年 3 月 14 号以后取消注册，将不退还注册
费。所有取消注册必须写申请并发送至组织方： registration@CORESUMMT.org。

注册费:
标准注册
提前注册
现场注册
（美金）
（人民币）
（美金） （人民币）
（美金） （人民币）
2014 年 1 月 31 日之前 2014 年 3 月 14 日之前 2014 年 4 月 10 日之前

注册费分类

学习班 (3 个同时进行的学习班)
会前学习班

395 (2500)

495 (3200)

595 (3800)

学习班 （会议注册者）

195 (1200)

295 (1900)

395 (2500)

企业 （中国境外）

1295 (8100)

1495 (9300)

1695 (11000)

企业 （中国境内）

1095 (6800)

1295 (8100)

1495 (9300)

非企业 （中国境外）

995 (6300)

1195 (7500)

1395 (8700)

非企业（中国境内）

795 (5000)

895 (5600)

995 (6200)

中国医师协会会员/政府官员

595 (3800)

695 (4400)

795 (5000)

个人 注册 (2 天会议)

团体注册 (4 人以上)
所有注册类型

20%优惠

联系方式:
如果您在注册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中国：

美国：

CORE SUMMIT 上海组织中心
中 国上海江宁路 445 号 16 楼 D 座，邮编： 200041
电话： +86 21 6271 5538， 传真： +86 21 6271 5668
电子邮箱： coresummit@vitalstrategic.com, or registration@coresummit.org
CORE SUMMIT 美国组织中心
1055 Westlakes Dr. Suite 300, Berwyn, PA 19312
电话： +01 610 727 4550，传真： +01 610 727 4001
电子邮箱：coresummit@vitalstrategic.com, or registration@coresummit.org

如需了解更多 CORE SUMMIT 会议详细内容，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CORESUMMI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