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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第十次全国口腔黏膜病学术大会 

暨第八次全国口腔中西医结合学术大会 

第二轮会议通知 

尊敬的教授、医师： 

为促进全国口腔黏膜病学和口腔中西医结合医学水平的发展，加强学术交

流，经中华口腔医学会批准，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黏膜病专业委员会和中西医

结合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

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承办的 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第十次全

国口腔黏膜病学术大会暨第八次全国口腔中西医结合学术大会将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9 月 1 日在上海举行，与中华口腔医学会年会同期。大会具体日程安排详

见后续通知。 

会议期间，两个专委会将同期进行换届选举。本次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相关领

域的著名专家作专题学术报告及两个专委会中青年医师进行学术交流，并举办

“口腔黏膜病诊治病例展评”。希望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黏膜病专委会、中西医

结合专委会的全体委员、青年委员积极参会，同时欢迎两个专委会专科会员、广

大口腔医学工作者和研究生参加本次学术年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日期及地点 

会议日期：2018 年 8 月 29 日—9 月 1 日 

会议地点：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3555 号） 

 

二、会议日程安排 

2018 年 8 月 29 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8:00-17:00 大会注册报到 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一楼大堂 

14:00-17:00 专委会换届改选大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青浦区崧泽大道 333 号） 

7.2/8.2 C0 办公楼三楼 C0-4，C0-5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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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30 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8:00-8:30 开幕式 
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

大华厅 
8:30-10:00 两病协作组成立 40 周年纪念活动 

10:15-12:20 交叉学科专题报告 

13:30-17:30 
口腔黏膜病、口腔中西医结合研究

论坛（分会场 1） 

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

锦华厅 

13:30-17:30 
口腔黏膜病、口腔中西医结合研究

论坛（分会场 2） 

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

菁华厅 

13:30-17:30 
口腔黏膜病诊治病例演讲 

（分会场 3） 

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

文华厅 

8:00-20:30 
口腔黏膜病、口腔中西医结合相关

研究及病例壁报展评 
待定 

 

2018 年 8 月 31 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8:30-12:30 国际论坛 
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

大华厅 

8:30-12:30 
口腔黏膜病、口腔中西医结合相关

研究及病例壁报展评 
待定 

13:30-15:00 国际论坛 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

大华厅 15:15-17:00 闭幕式 

 

三、会议征文要求 

 “口腔黏膜病、口腔中西医结合相关研究”论文征集通知见附件 1 、“口

腔黏膜病诊治病例展评”征集通知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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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费用 

（一）会议注册费按如下标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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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7 月 25 日 

1500 1400 1300 800 

现场注册 1800 1700 1600 1600 

 

（二）注册费缴费流程 

1.微信注册缴费（推荐）（7 月 25 日之前为提前注册，之后为逾期注册） 

使用公务卡缴费者，请将微信缴费绑定公务卡后进行注册缴费，步骤： 

（1）微信添加并关注“中华口腔医学会”公众号，公众号微信号：CSA_wx； 

（2）点击“会员天地”→“会员登录”→点击链接→查询核对个人信息； 

（3）点击“会员天地”→“学术会议报名”→“黏膜病暨中西医结合（上

海）→完成注册和微信缴费（绑定公务卡缴费）。 

 

2.银行汇款：（7 月 25 日之前为提前注册，之后不接受银行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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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请在附言中注明“姓名+上海+黏膜/中西医+注册费” 

 

3.现场注册缴费 

8 月 29 日在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一楼大堂开设现场注册缴费。现场注册

缴费只收现金，请准备好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推荐参

会代表选择微信注册缴费或银行汇款。现场需用银行卡（包括公务卡）缴费者可

由会务组协助微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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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费须知： 

（1）银行汇款后请保留汇款凭证，填写参会回执（附件 3）时同时将开发

票信息（发票抬头及纳税人识别号）发至会务组邮箱（kqnmbzwh2018@163.com）。

注册费发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提供，发票一旦开出，恕不修改及重开。 

（2）取消参会及退费说明：已缴费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在会议召开前两周

（8 月 15 日前）可向专委会申请，专委会将审核退费申请，汇总后报学会财务

部统一办理，逾期不予受理。 

 

五、往返交通及住宿 

注册地点及住宿宾馆：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3555 号，电话：021-33571999。学术会议所在酒店交通路线信息详见附件 4。 

往返交通及住宿费用请各代表自理。 

 

六、继续教育学分 

参加本次会议将授予Ⅰ类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6 分，项目编号：

2018-08-01-098（国）。 

 

七、联系方式 

（一）会务组联系人： 

施琳俊，手机：18149733306，E-mail：kqnmbzwh2018@163.com； 

邓一文，手机：13671943226 

（二）学术组联系人： 

吴岚，手机：13818169807，E-mail：kqnmbzwh2018@163.com； 

王海燕，手机：13601957850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黏膜病专业委员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18 日 

 

  

mailto:kqnmbzwh2018@163.com
mailto:kqnmbzwh2018@163.com
mailto:kqnmbzwh20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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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征文通知 

“口腔黏膜病、口腔中西医结合相关研究”论文征集通知 

“口腔黏膜病相关研究、口腔中西医结合”论文征集面向从事口腔黏膜病和

口腔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医生和研究生，旨在通过论文展评的形式，为从事口腔黏

膜病和口腔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同道提供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成果交流的机会，以

便更全面地认识口腔黏膜病的病因、疾病进展机制与诊疗方案，为患者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征文要求如下： 

未正式发表，包含中英文摘要、单位和作者姓名，500~800 字结构式摘要。

投稿请通过电子邮件提交，文档为 Word 格式。为基金资助的课题，请同时注明

基金项目编号。截稿日期： 2018 年 7 月 25 日，发至下列邮箱：

kqnmbzwh2018@163.com，请在电子邮件标题上标明“2018 年口腔黏膜病、中

西医结合学术大会征文”字样。 

【格式要求】 

题目 

（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居中对齐，小三号，宋体，加粗，数

字和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 

作者 

（作者姓名在文题下依次排列，外籍作者的姓名、单位均用原文字书写；居

中对齐，小四号，宋体） 

作者单位 

（居中对齐，小四号，楷体。数字和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 

通讯作者（姓名、邮箱、电话） 

基金项目编号 

（居中对齐，小四号，楷体。数字和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 

[摘要]500-800 字中英文摘要，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列出主要数据）、

结论四部分。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个词加粗。小四号，宋体，1.5 倍行距。 

[关键词]标引 2-5 个关键词，小四号，宋体，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 

 

mailto:kqnmbzwh20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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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题目 

（与中文题目相符，居中对齐，小三号，times new roman 字体，

加粗） 

英文作者、作者单位 

（与中文一致，小四号，times new roman 字体） 

[Abstract]英文摘要翻译应准确，结构要求同中文，小四号，times new roman

字体 

[Keywords]英文关键词首字母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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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口腔黏膜病诊治病例展评”征集通知 

“口腔黏膜病诊治病例展评”面向从事口腔黏膜病工作的医生和研究生，旨

在通过病例展评的形式，为向从事口腔黏膜病临床诊治工作的医师们搭建优秀病

例交流的平台，展示典型病例的规范诊疗思路，疑难病例的诊治解决方案，为提

高我国口腔黏膜病临床从业者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水平不断积累经验，从而为患者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一、参评方式 

将涵盖下列内容的口腔黏膜病病例资料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前发至下列邮

箱：kqnmbzwh2018@163.com，请在电子邮件标题上标明“口腔黏膜病诊治病例

展评”字样。 

二、参评作品要求 

（一）参评作品内容 

1．病史资料收集（主诉、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全身病史、药物过敏

史）； 

2．临床检查 

3．实验室检查结果（血液、唾液、影像学、组织病理学、免疫病理学等） 

4．诊断及诊断依据 

5．鉴别诊断及其依据 

6．治疗原则及具体治疗过程梗概 

7．疗效展示 

8．诊治体会或诊疗特色 

（二）参评作品形式 

详细文字表述不超过 2000 字（Word 版）。 

（三）注意事项 

1．参评作品要求原创作品，无知识产权争议。 

2．参评作品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退还，参评者请自行备份。 

mailto:kqnmbzwh20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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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第十次全国口腔黏膜病学术大会 

暨第八次全国口腔中西医结合学术大会 

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男□  女□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是□  否□ 会员号  

专科会员 是□  否□ 
□  口腔黏膜病专业委员会 

□  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 

在读学生 是□  否□ 学生证号  

汇款日期*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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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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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标“*”项为必填项目，否则无法提前开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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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学术会议所在酒店交通路线信息 

由于会议酒店毗邻虹桥枢纽，建议各位参会代表预订达到上海虹桥国际机

场的航班或上海虹桥火车站的铁路班次。 

学术会议所在酒店：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3555 号 

电话：021-33571999；021-33571988 

网址：www.holidayinn.com.cn 

交通路线信息： 

1.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至大华虹桥假日酒店 

（1）出租车：约 4.6 公里，价格约 20 元 

（2）酒店机场巴士：直达大华虹桥假日酒店（只在酒店与上海虹桥 T2 航

站楼间往返） 

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上海虹桥 2 号航站楼机场大巴接机位置示意图 

 

2.上海虹桥火车站至大华虹桥假日酒店 

（1）出租车：约 4.9 公里，价格约 21 元 

3.浦东国际机场至大华虹桥假日酒店 

（1）出租车：全程约 63 公里，220 元左右。 

（2）公共交通：地铁 2 号线东延线至“广兰路”站，换乘地铁 2 号线至“世

纪大道”站，站内换乘地铁 9 号线，“七宝”站 6 号出口，步行到达酒店。 

http://www.holidayin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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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火车站至大华虹桥假日酒店 

（1）出租车：全程约 20 公里，80 元左右。 

（2）公共交通：地铁 3 或 4 号线至“宜山路”站，站内换乘地铁 9 号线，

“七宝”站 6 号出口，步行到达酒店。 

 

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穿梭巴士时刻表（上海虹桥 T2 航站楼往返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