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学术会议

第二轮通知

经中华口腔医学会批准，由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学术会议”将于2018年 8月 28日-8月 31日在上海召开。

同时，第六届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也将

召开(通知另发)。

本次大会将首次以“健康口腔，牙周护航”为主题，设立“牙周管理论坛”和

“临床病例展评与讨论” 以及“牙周-正畸交叉论坛”、“牙周-种植交叉论坛”、“牙

周-牙体牙髓-修复-美学 交叉论坛”，并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发表大会演讲。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会议第一部分，8 月 28 日，扬子江万丽酒店，进行以下内容：

1. 牙周管理论坛（8月 28 日上午）

亮点：本论坛将邀请公立口腔医院管理者、牙周专科主任、口腔全科主任和民

营医院管理者从不同视角就“牙周病诊疗管理、牙周病诊疗在口腔疾病诊疗中的作

用以及如何更好的进行牙周医患沟通和牙周科室管理”为主题发表大会演讲，并展

开讨论，为开启“健康口腔，牙周护航”新时代建言献策。

2. 临床病例展评与讨论（8月 28 日下午）

亮点：病例展评以“牙周无炎 控菌有道—以菌斑控制为导向”为主题，将前期

筛选的有代表性的综合治疗病例，通过“大会汇报”的方式进行展评，旨在加深临

床医生对“菌斑控制理念”的认识，促进口腔医生在临床实践中科学运用菌斑控制

原则开展口腔疾病诊疗

会议第二部分，8 月 29 日- 31 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以下三个交叉论坛：

1. 牙周-正畸交叉论坛“拨乱反正，如何爱牙不伤牙”

课程亮点：

（1） 探讨牙周病的错合能否进行矫正及如何实施？

（2） 探讨常规正畸诊疗中如何进行牙周保障及规避风险？



（3） 从正畸与牙周不同视角激发新的应对策略。

2. 牙周-种植交叉论坛“相伴相守，种植牙如何长治久安”

课程亮点：

（1） 从实际病例展示，看不同学科间思想碰撞。

（2） 探讨种植牙的功能性生存影响因素。

（3） 如何保证美学效果提升。

3. 牙周-牙体牙髓-修复-美学交叉论坛 “冠根相连，龈齿相依”

课程亮点：

以临床病历为中心，以临床常见问题为线索，以牙周健康理念为引导，由牙周

与牙体牙髓、修复专业领域的大咖专家从不同专业角度，以对话方式探讨问题的解

决方案，并阐述相关的专业理论和实践技能，通过交叉学科的碰撞和交流，形成共

识，为临床口腔医生的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

二、报名及交费

（一）注册费标准

收费

标准

类别

注册时间

非会员

（元）
学会会员（元） 专科会员（元） 学生（元）

提前注册

即日至 2018.08.10
800 600 500 400

非提前注册

2018.08.11

-2018.08.27

（及现场注册）

1000 800 600 500

（二）交费方式

1. 微信注册

本次会议可微信报名及交费，请在微信客户端点击

https://mp.cndent.com/checkme/regmeeting/10035，填写学术会议注册信息提交

报名。如参会人员需要使用公务卡交费，可先将公务卡绑定到微信上，再按上述“微

信交费报名”步骤操作即可（特别提醒：执行交费时务必手动选择公务卡）。

注：第一次关注中华口腔医学会的，需先完成个人信息注册，再进行会议注册报名。



2. 提前银行汇款

提前注册银行汇款账户信息

户名：中华口腔医学会

账号：0200007609014459190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请务必附言：参会代表姓名+上海+牙周+注册费

3. 现场注册

（三） 现金（人民币）、刷卡（银联卡、公务卡）交费须知：

1) 提前转账汇款交费请妥善保存汇款凭证，填写参会回执（附件 3），并

将回执及汇款凭证图片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前邮件至

yzkq2018@163.com（会务组指定邮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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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注册费发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提供，请准确提供发票抬头、税号等信

息，发票一旦开出，恕不修改及重开；

3) 注册取消与退款：提前注册如需退款，请务必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前

与会务组联系，2018 年 8 月 13 日之后将不能取消注册和退款。

三、学分/食宿

正式注册并参会代表可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8 分。

交通住宿自理

会议安排部分用餐，请关注会议通知

四、会务组联系方式

马志伟 电话：15102908500 座机：029-84776093（工作日 8:30-16:30 ）

费栋栋 电话：15202497496
许乐檬 电话：15093259065



附 1、大会日程安排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地点

8月 27 日 9:00-21:00 注册报到

上海市扬子江万丽酒店

扬子 1号会议厅8 月 28 日

8:30-8:45 开幕式 学会领导

8:45-11:00 牙周管理论坛

栾庆先

徐宝华

刘荣坤

章锦才

13:30-17:30 牙周病例展评 终评选手

19:00-20:00 病例颁奖典礼

8月 29 日 13:30-17:00

牙周-正畸交叉

论坛

牙周与正畸如何

相得益彰

如何评估与规避

正畸正畸矫治中

的风险

赵志河

周彦恒

房兵

白玉兴

陈莉丽

徐莉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 月 30 日 9:00-17:00 牙周-牙体牙髓

-修复-美学

交叉论坛

岳林

欧阳翔英

谭建国

8月 31 日 9:00-17:00 牙周-种植交叉

论坛

种植体周的软硬

组织增量

种植体周病的治

疗与预防

王佐林

宿玉成

邱立新

宋应亮

林世荣

胡文杰

董潇潇

章锦才

束蓉



附 2、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学术会议住宿交通参考

上海扬子江万丽酒店

推荐酒店

（所列价格为参会优惠价）

一：全季酒店(上海虹桥中山西路店)建议指导价 500元/晚，距离会议酒店 600米。上海市长宁

区中山西路 908号。

预订电话：021-22134039



二：古北湾大酒店：建议指导价 595元/晚，距离会议酒店 500米。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446
号。

预订电话：王艳艳 13917070767

三：喜天游大酒店：建议指导价 400元/晚，距离会议酒店 700米。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827
号。

预订电话：021-62191100

四：汉庭优佳酒店：建议指导价 399元/晚，距离会议酒店 800米。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750
号。

预订电话：021-60252200



交通

一：上海虹桥火车站/机场：10号线地铁（开往新江湾城方向）伊犁路站 4号口出，步行 10分

钟到达会场。

二：上海火车站：乘坐 1号线地铁（开往莘庄方向）到达陕西南路站换乘 10号线（开往航中路

方向）到达伊犁路站 4号口出，步行 10分钟到达会场。

三：上海浦东国际机场：2号东延线在广兰路换乘 2号线（开往徐泾东方向）到达南京东路，换

成 10号线（开往航中路方向）到达伊犁路站 4号口出，步行 10分钟到达会场。

扬子江万丽酒店到达国家会展中心：

步行到达伊犁路地铁站，乘坐 10号线（虹桥火车站方向）到达虹桥火车站站换成 2号线（徐泾

东方向）达到徐泾东地铁站，步行到达会场。



附 3

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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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