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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口腔设备材料展览会学术交流与培训班通知 

一 、  第 二 十 四 届 北 京 口 腔 医 学 新 进 展 报 告 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诚挚地邀请您参加第二

十四届北京口腔医学新进展报告会，各学科专家精心设计5项专场内容：正畸专场、微创牙槽外科专场、修复

专场、综合学专场和政策法规专场，致力打造出实用精品课程，集中展示口腔临床前沿进展和最新技术。 

学    分：国家级 I 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5 分。 

地    点：国家会议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A 

报到地点：提前注册：一层 C3 门内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现场报名：会议室门口，或一层 C3 门内注册台 
注 册 费：
（不包含食宿）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9 日 
正畸专场 

14:00-14:15 
新进展学习班开幕式 

及中华口腔医学会 2019 学术年会亮点介绍 

俞光岩 会长 

王建 主任 

郭传瑸 院长 

许天民 副秘书长 

中华口腔医学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中华口腔医学会 

14:15-15:15 以“失”为鉴一一陷阱病例的思考 房兵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15:15-16:15 正畸治疗中的美学考量 厉松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6:15-17:15 传统矫治理念在当代正畸治疗中的应用 韩冰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0 日 
微创牙槽
外科专场 

9:00-10:00 有意向种植患者微创牙槽外科处理 王恩博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1:00 药物性相关颌骨坏死诊疗争议 潘剑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1:00-12:00 根尖周病变导致根尖周骨缺损的处置方案 王霄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6 月 10 日 
修复专场 

14:00-15:00 后牙重度磨耗的全瓷美学修复方案选择 谭建国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6:00 髓腔固位修复体临床应用体会 江青松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0-17:00 
复杂微创瓷修复体的粘接—舌贴面、 贴

面、三明治 
黄翠 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1 日 

综合专场 

9:00-10:00 安全—舒适治疗第一要素 张伟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1:00 口腔黏膜病诊断治疗关键点 孙正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12:00 口腔临床的常见医疗风险——评估与对策 陈永进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1 日 

政策法规

专场 

14:00-15:00 最高法人身损害司法解释 陈龙业 处长 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 

15:00-16:00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制度改革 郑振玉 处长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规划发展处 

16:00-17:00 医师执业风险防范暨案例报告 沈曙铭 研究员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类别 注册费（元/人）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100 

非会员 200 

中华口腔医学会学术部 

2019年 4月 29日 



房兵，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主任；

国际牙医学院院士（FICD）；美国 Angle 口腔正畸专委会委员；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

学院口腔正畸专科考试中国考试中心秘书长及国际考官；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委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口腔整形美容分会副会长；

主要临床研究方向：美学正畸的理论和实践，近五年发表文章 60 余篇。著作 5 部。 

厉松，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副院长，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院长；

中华口腔医学会理事，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口腔医学会正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口腔医学会医院管理分会主任委

员；

北京市牙防所副所长，北京市口腔医疗质量控制与改建中心主任，北京市东城区预

防医学会副会长。

韩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副主任；

Tweed 中国中心执行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青年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

会口腔医学分会委员，《中华口腔正畸学杂志》编委，

研究方向包括颅面生长发育与影像学、口腔生物材料的研发及表面修饰等。

业务专长：错颌畸形的综合治疗。

以第一/通讯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近 20 篇，参编专著 4 部， 
作为负责人承担 973 重大研究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以及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基金。

王恩博，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副主任医师；

专长：牙槽外科，牙源性囊肿、镇静手术，牙槽保存

潘剑，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口腔外科主任，

国际牙医师学院 fellow(FICD)、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外科专委会委员，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口腔颌面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多

本口腔医学专业杂志编委。

从事口腔颌面外科临床、科研、教学与管理工作 20 余年，擅长口腔外科疑难病例的

诊治。



王霄，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主任；

中华口腔医学会第四届全科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届口腔激光医学专

业委员会常委，口腔医学标准工作委员会专家，

北京口腔医学会第二届全科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二届医院管理分会

副主任委员、第四届常务理事、第三届种植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口腔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师协会口腔专科医师分

会常务理事，

国际牙医师学院（ICD）院士，《国际口腔医学杂志》、《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等杂志编委

谭建国，口腔修复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长：1、牙齿美学修复;2、 固定修复;3、牙周病夹板修复。 
中华口腔医学会继续教育部部长、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海淀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

北京市外国医师在京短期行医资格考评专家、北京市医师协会医疗美容专科医师分

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专家。美国固定修复学会(AAFP)会员；《中国口腔

医学继续教育杂志》、《中国实用口腔科杂志》编委。

江青松，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修复科主任；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颞下颌关节病学及

𬌗𬌗学专委会常委；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委会委员；

北京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常委；北京市口腔医疗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委员

黄翠，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修复科主任，

中华口腔医学会修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

湖北省口腔医学会修复专委会主任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口腔高分子树脂修复材料，牙色修复材料和牙本质粘结材料等。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6 项，教育部及湖北省基金项目多项，近年来发表

论文被 SCI 收录 30 余篇，国内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 

张伟，主任医师，教授。

原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院长。

国家口腔质控中心执行主任、专家委员会主任；

国家卫生标委会医疗服务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际牙科学院（ICD）院士； 
专注从事“牙及牙槽外科”相关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在阻生牙处置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提出“舒适治疗”的理念，推动镇静技术的普及。



孙正，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口腔医学会监事长；

牙病防治基金会监事长；

北京口腔医学会会长；

长期从事口腔黏膜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工作；

曾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黏膜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永进，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急诊与综合临床科主任、

中华口腔急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科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口腔医学会副会长

中华口腔医学会科技奖一等奖、全军院校育才金奖、陕西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军队

科技进步二等奖；

特长：复杂牙病的综合诊治；标准化牙外伤序列治疗。

郑振玉，中共党员，1976 年 4 月出生，山东济南人；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博士学位；

现任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规划发展处处长；

长期从事司法鉴定管理工作。

沈曙铭，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原院长助理；

国家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专家库专家；国家卫健委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评审专家； 
中国医师协会口腔医师分会副总干事、常务委员兼自律与维权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委会常委；

北京市口腔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北京卫生法学会副会长；部

分杂志编委。

发表论文 80 余篇，主持及参加国家和省部级有关研究课题 10 余项，参编教育部卫

生部统编教材和专著若干部。参加国家及省部级有关卫生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技术规范等的制修订 50 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