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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口腔医学会
第十一次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学术大会第一轮会议通知

全国各口腔医学院校、医疗机构：

由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承

办的“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第十一次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学术大会”将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11 月 8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会议诚邀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及口

腔届同行就牙体牙髓病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临床技术进展进行交流。现将会议安

排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6 日～11 月 8 日

二、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宾馆

三、征文要求

1、征文内容：

（1）牙体牙髓病学临床及基础研究论文：○1 未公开发表论文；○2 稿件形

式为中、英文摘要，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单位和姓名，结构式摘要（目的、

方法、结果和结论）；○3 总字数控制在 800 字以内；○4 可提供基金资助类

及项目批准号。

（2）牙体牙髓疑难病、罕见病的病例报告和分析：内容包括病例摘要、病

例分析及结论，字数控制在 500 字以内。

2、投稿方式：电子版 E-mail 投送，电子邮件标题上注明“牙体牙髓病学会

议论文”，邮箱地址：zhjianying_csu@hotmail.com。建议各单位统一投送。

3、截稿时间：2018 年 10 月 1 日

4、论文评审和交流：采取专家评审方式。经专家评审入选后，将进行大会

交流并收录入“2018 第十一次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学术大会论文汇编”。

四、会议内容：学术演讲、学术论文交流（具体日程见附件 1）

五、牙体牙髓病例展评（具体通知见附件 3）

1、牙体牙髓病例：○1 病例必须为投稿者原创；○2 病例包括病例摘要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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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诊疗图片，病例资料和图片中请勿出现投稿者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单位、导

师等；○3 按照模板提交病例（空白模版见附件 4）。

2、投稿方式：电子版 E-mail投送，电子邮件标题上注明“牙体牙髓病例展

示-根管治疗组”或“牙体牙髓病例展示-牙体缺损修复组”，邮箱地址：

ytyszwh@outlook.com。建议各单位统一投送。

3、截稿时间：2018 年 7 月 31 日

4、病例评审和交流：经专家评审入选百强后，将进入大会壁报展评。其中

前十选手将现场 PPT 展示并得到专家点评。

六、学分：正式注册并参会者可获得学会级继续教育证书及学分。

七、注册及报到

1. 每位参会者需缴纳会议注册费，注册费标准：

注册费缴纳时请注明“姓名+城市+牙体牙髓+注册费”。缴费方式可以提前银

行汇款或转账，也可以报到时现场缴费。2018 年 10 月 1 日前注册会议费，中华

口腔医学会会员及本专业专科会员：1000 元/人；非会员：1300 元/人；学生（含

本科及研究生凭证）：500 元/人。现场注册会议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及本

专业专科会员：1200 元/人；非会员：1500 元/人；学生：600 元/人。

银行汇款或转账： 户 名：中华口腔医学会

账 号：020000 76090 14459190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汇款时请务必留言:参会人+牙体专委会+长沙注册费

2. 提前交费请妥善保存汇款凭证，填写会议回执（附件2），并将回执及

汇款凭证图片于2018年10月1日前邮件至ytyszwh@outlook.com，以便提前开具发

票，现场凭付款凭证领取发票，提前交费截止日后请勿汇款。

3. 注册的变更、取消与退款

（1）注册变更时，请通过电子邮箱向秘书处进行书面确认。

（2）因故不能参加会议但已交费代表，可通过电子邮箱向秘书处进行书面申

请，取消注册并获得退款。其他申请方式不予受理。

（3）退款规则如下：2018 年 10 月 15 日前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书面申请，

秘书处将原额返还付款人。退款手续将在会议结束后两周内办结。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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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后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书面申请，秘书处不予受理。

4. 发票开具事项

注册费发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提供，请准确提供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

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发票一旦开出，恕不修改及重开。

5. 现场注册时间和地点

现场注册/报到时间：2018 年 11 月 6 日 8:00-22:00

现场注册/报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营盘东路 193 号湖南宾馆一楼大

堂

八、交通住宿费：交通住宿费自理。住宿预订请参考附件 5“湖南宾馆及附

近酒店信息”。

联系人：白新娜 15874294786 龚凌威 15273118013

欢迎全国口腔界同行、各口腔医学院校教师及学生踊跃投稿，积极参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

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

201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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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第十一次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学术大会日程

日期 时间 日程

11月 6 日 全天 报到

11月 7 日 上午 8:00-8:30 开幕式合影

上午 8:30-12:00 名师讲坛

下午 13:30-16:30 中青年专家论坛

下午 16:30-18:00

全天

全国牙体牙髓病例百强壁报展示与评审

“One hour training”技术培训

11月 8 日 上午 8:30-11:30 多学科交叉论坛

下午 13:30-16:00 全国牙体牙髓病例十强现场展示与点评

下午 16:00-17:00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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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手机号

学生 是□ 否□ 学生证号 邮箱地址

会员 是□ 否□ 会员号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汇款

日期*
汇款人*

汇款金额

（元）*

发票抬头 *

纳税人识别号 /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

注：发票一经开出,不能修改，请认真填写发票抬头及纳税人识别号；

标“*”项为必填项目，否则无法提前开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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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湖南宾馆及附近酒店信息

1、湖南宾馆（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营盘东路 193 号）

会务组预订，住宿负责人白新娜 15874294786

房 型 单间 商务标间 豪单 行政标间 观景单 套间

会议价(元/间/晚) 296 352 392 392 680 816

2、长沙雅尊戴斯酒店（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298 号，距离湖南宾馆 876 米）

自订，会议价请联系经理肖美玲预定：18674885591

房 型 标间 单间

会议价(元/间/晚) 368 368

3、三和大酒店（长沙市开福区营盘路 19 号，距离湖南宾馆 751 米）

自订，会议价请联系经理候芳预定：18274828475

房 型 标间 单间

会议价(元/间/晚) 338 348

4、锦江之星（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 1号，距离湖南宾馆 590 米）

自订，请联系前台，电话：073188281888

169 元起

地理位置：

湖南宾馆坐落在长沙市中心，毗邻湖南省委与烈士公园，院内鸟语花香、环境幽雅，属于典

型的“绿色宾馆”。该宾馆现拥有 380 间中高档客房、36 个会议室和 32 个餐厅。客房三栋

分别为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其中一号楼为苏式建筑，被长沙市政府列为“近现代保护

建筑”。该宾馆配套设施成熟，一楼有专业美容美发、商务中心和购物中心，并提供整理、

打包、存取行李、客房送餐以及 24 小时礼宾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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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交通指南

1、长沙黄花机场：

线路一：出租车：大约 50 分钟，80 元左右

线路二：1小时 10 分钟，磁悬浮快线——地铁 2号线，迎宾路口下

线路三：1小时 10 分钟，机场快线——火车站——111 路/113 路/803 路 A 线

2、长沙高铁南站

线路一：出租车：大约 50 分钟，35 元左右

线路二：40 分钟，地铁 2号线，迎宾路口下

3、长沙火车站

线路一：出租车：大约 20 分钟，11 元左右

线路二：30 分钟，168 路/111 路/136 路，烈士公园南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