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 

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十五次学术年会通知 

（第二轮） 

 

各口腔医学院系： 

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19年中华口腔医学会

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十五次学术年会拟定于2019 年8月28-30日在上海召

开，与中华口腔医学会第21次全国口腔医学学术会议（2019年会）同期同地召

开。本次会议将邀请多位知名专家和同仁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和展示。现将有

关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会议时间：2019 年8月28-30日 

会议地点：上海 国家会展中心 

一、会议主题： 

1.本科教育课程改革和信息化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2. 研究生教育和毕业后教育 

3. 思政工作经验交流 

二、会议的主要内容： 

1. 口腔院校青年教师理论授课及本科生临床操作技能展示 

2. 有关会议主题的专题报告和研讨 

3. 国内各院校口腔教育学者学术论文交流 

4. 国内各院校思政工作者经验交流论坛 

5. 第五届口腔医学教育专委会常委会工作会议（请常务委员参会） 



三、会议日程安排： 

2019 年 8 月 27 日（周二）  会议报到注册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 6.2号馆 1号门内 教育专委会报到台 

2019 年 8 月 28 日（周三）  教师授课/学生技能展示 

8:00-17:30 
全国口腔院（系）青年教师授课技能展示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M层 M6-02会议室 

13:00-17:30 
全国口腔院（系）本科生临床操作技能展示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5.2号馆操作区 

19:00-20:00 
口腔医学教育专委会常委会会议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M层 M6-02会议室 

2019 年 8 月 29 日（周四）  上午  开幕式/特邀专家专题报告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5.2号馆 会场 15 

8:30-8:45 开幕式及合影 

8:50-11:50 专家报告 

12:00-13:00 午餐 

下午 分论坛 

13:30-17:00 

第一会场（学术研讨会）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M层 M6-02 会议室 

第二会场（学术研讨会）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M层 M6-03 会议室 

第三会场（思政论坛）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M层 M5-02 会议室 

18:30-20:00 晚餐 

2019 年 8 月 30 日（周五）  上午  教师授课展示和闭幕式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5.2 号馆 会场 15 

8:00-10:30 6名教师授课展示 

10:40-11:40 闭幕式 

12:00-13:00 午餐 

以上安排可能会有调整，请以最终一轮通知为准。 

 



四、注册及交费事项 

每位参会者需交纳会议注册费，会议期间食宿和交通费自理。注册费标准： 

（1）注册费标准 

8月5日以前交费者，口腔医学会（CSA）会员800元/人，非会员900 元人， 

学生（含本科及研究生凭证）400元/人； 

8月5日之后及现场交费者，口腔医学会（CSA）会员900元/人，非会员1000 

元/人，学生（含本科及研究生凭证）500元/人； 

参加授课技能展示的老师，注册费统一按800元/人收取，交费者可以同时 

参加学术研讨会。只有证明已交纳注册费者才有参加展示资格。 

（2）  注册费交纳方式: 

① 微信注册（推荐） 

    本次会议可微信报名及交费，请关注微信“中华口腔医学会”公众号，

无论是否会员，进入公众号的“会员天地”，再进入“学术会议报名”，点

击出现的链接（https://mp.cndent.com/checkme），填写学术会议注册信息

提交报名。如参会人员需使用公务卡交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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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参会代表可登陆中华口腔医学会第21次全国口腔医学学术会议网站

http://www.chinadentalshow.com 进行年会注册、交费； 

③提前银行转账汇款: 

户名：中华口腔医学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帐号：0200007609014459190 

④现场注册:仅限刷卡（银行卡、公务卡） 

（3）交费须知   

1) 提前通过银行汇款或转账请附言“姓名+上海+教育+注册费”，并请妥善

保存汇款凭证，请将汇款凭证图片于2019年8月20日前发邮件至

http://www.chinadentalshow.com/


kqjyn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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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交费截止日为2019年8月20日，之后请勿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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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微信注册会后开具发票； 

3) 注册的变更、取消与退款 

 ①注册变更时，请会前尽早通过电子邮箱向会务组进行书面确认； 

  ②因故不能参加会议但已交费的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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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5日前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书面申请，将

原额返还付款人。退款手续将会在会议结束后两周左右办结。2019年 8月5

日后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书面申请者，将不再受理退款。 

 

五、学分申请 

正式注册并参会代表可获学会级继续医学教育I类学分4分（项目编号：口继

教字2019-072）。具体学分领取请到现场报到处—学分证领取处咨询。 

 

六、住宿酒店推荐 

由于大会期间房间紧张，请尽早预订并确认酒店以便您的参会更加顺利。 

在线预订网页： http://www.miceclouds.com/bookingquery.htm?id=685 

如在酒店预订中有问题可电话咨询 捷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李繁荣  17722570381 

 

星级 酒店名称 房型 早餐 价格 地址 展馆距离 

五星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

际酒店 

高级大床房 一份 1455 上海青浦区诸光路 1700

号，国家会展中心 3 号门 

3 公里/车程 9 分

钟 高级双床房 两份 1633 

五星 
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

店 

高级大床房 两份 650 上海 闵行区 七莘路

3555 号 
6.5 公里/15 分钟 

高级双床房 两份 650 

四星 
上海虹桥绿地铂骊酒

店 

高级大床房 一份 800  上海 青浦区 诸光路

1588 弄 200 号 

1.8 公里/车程 7

分钟 高级双床房 两份 800  

四星 
上海虹桥西郊假日酒

店 

高级大床房 一份 650  上海 青浦区 沪青平公路

2000 号 

4.5 公里/车程 18

分钟 高级双床房 两份 650  

http://www.miceclouds.com/bookingquery.htm?id=685


 

可扫描二维码预定酒店 

 

七、会议咨询联系方式： 

主办方：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学术秘书:    彭   歆   13701352825 

                        工作秘书:   董美丽   13810986113 

                        E-mail:       kqjynh@163.com 

期待关心口腔医学教育的广大教师、临床医学工作者和口腔教育管理者踊

跃参加此次大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 

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2019年7月23日 

 
温馨提醒： 

1.2019 年 8月 28日晚召开常委会工作会议，如之前未提交参会回执请在 8 月 1

日前提交参会信息至 kqjynh@163.com（会务组指定邮箱）。 

2. 2019 年 8 月 20 日前：请将汇款凭证图片发邮件至 kqjynh@163.com（会务组

指定邮箱），提前交费截止日为 2019 年 8 月 20 日，之后请勿汇款； 

现场缴费仅限刷卡，不能现金。 

3. 由于大会期间房间紧张，请尽早预订并确认酒店以便您的参会更加顺利。 

准四 
上海虹桥国展美居酒

店 

豪华大床房 一份 480 上海 青浦区 蟠龙路 666

号 

3.4 公里/车程 10

分钟 豪华双床房 两份 480 

准四 龙柏饭店 
标准大床房 一份 460 上海 长宁区 虹桥路

2419 号 

8.3 公里/车程 20

分钟 标准双床房 两份 460 

三星 

锦江之星(上海虹桥

枢纽国家会展中心

店) 

标准大床房 一份 350 
上海 闵行区 纪翟路 888

号 

4.2 公里/车程 14

分钟 标准双床房 两份 350 

mailto:kqjyzwh@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