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第二轮通知） 

为提高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及科学研究水平，为

更多的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患者服务，同时促进我国口腔遗传病学学

科的发展和人才队伍的培养，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

专业委员会主办、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承办的 2019 年中华口

腔医学会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年

会将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19 日在陕西西安召开。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19 年 9 月 17 日~19 日 

17 日全天报道，时间 9:00-21:00   

17 日下午：全体委员会议 

18 日-19 日全天会议 

报到地点： 

地址：唐隆国际大酒店一楼大厅 

电话： 029-85586666 

二、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9.17 全天报道   

16:00-18:00 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9.18 8:00-8:40 开幕式 

8:40-9:40 贺-赵缺陷症研究的再进展 贺林 

9:40-10:20 题目待定 赵铱民 

10:20-10:40 茶歇 

10:40-11:20 小型猪动物模型在口腔医学中的应用 王松灵 

11:20-12:00 

基于 ALPL 异常的 MSC 功能变化及相关牙骨疾

病发生 

金岩 

12:00-14:00 午餐 休息 

14:00-14:30 

锁骨颅骨发育不全致病基因的检测及牙齿替换障

碍的机制研究 

郑树国 

14:30-15:00 痣样基底细胞癌遗传学及分子机制研究 范志朋 

15:00-15:30 釉质钙化不全致病基因 FAM83H 功能研究进展 宋亚玲 

15:30-16:00 牙釉质形成过程中的表观遗传学机制研究 郑黎薇 

16:00-16:20 茶歇 

16:20-18:00 投稿发言  

9.19 8:00-8:40 X 连锁智力低下综合征致病基因发现及功能分析 龚瑶琴 

8:40-9:20 遗传性疾病研究的机遇和挑战 孔祥银 

9:20-10:00 

miRNA in Nucleus, A New Network of NamiRNA 

and Enhancer  

于文强 



10:00-10:20 茶歇 

10:20-10:50 

遗传性骨病的新表型和新致病基因的发现及其机

制研究 

段小红 

10:50-11:40 投稿发言  

11:40-12:00 壁报时间  

 午餐 休息 

14:00-14:40 唇腭裂遗传学研究新近进展 马端 

14:40-15:20 唇腭裂遗传学发病机制 边专 

15:20-16:00 唇腭裂的遗传特征与临床治疗相关性观察 石冰 

16:00-16:20 茶歇 

16:20-17:20 病例交流  

17:20-17:40 闭幕式  

 

三、会议投稿 

1. 投稿内容：有关口腔遗传病/罕见病、有口腔颅颌面表现的系统性

遗传病的相关基础及应用研究，遗传因素及表观遗传等因素对口腔疾

病发生和发展影响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具体要求：论文摘要电子版一份（500 字），请注明作者、单位及

详细的联系方式。  

2. 时间要求 

截稿日期： 2019 年 8 月 15 日（以电子文档到达时间为准）  

投稿邮箱： kqswjys@fmmu.edu.cn  



联系人：张燕丽、杨少青 

联系方式： 029-84776174 

四、学分授予：下轮通知公布 

五、注册交费 

1. 注册费标准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注册: CSA 会员 1000 元，非会员 1200 元，

学生 800 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注册：CSA 会员 1200 元，非会员 1500 元，

学生 1000 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后注册：CSA 会员 1500 元，非会员 1800 元，

学生 1200 元。 

2. 注册和交费 

（1）4 种注册交费方式 

1）微信注册交费（首选） 

本次会议可通过微信方式进行大会报名及交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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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先完成个人信息册再进行



注册报名。 

2）网上注册交费 

本次会议开通网上会议注册/交费系统，请代表登录大会会议网站

http://www.medmeeting.org/MiniSite/Ad/8790?preview=0&from=group

message，点击“报名注册”按钮，进行会议注册和酒店预订的网上提交。 

3）银行直接汇款 

账户名: 中华口腔医学会 

账  号: 0200007609014459190 

开户行: 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4） 现场交费：现场刷卡、交现金 

（2）交费须知 

1）请您在转账汇款时务必附言“遗传+姓名+手机号后四位+西安+

注册费”。并将回执（附件）发送至邮箱 kqswjys@fmmu.edu.cn，以便

提前开具发票，现场凭付款凭证领取发票，2019 年 9 月 1 日后请勿

汇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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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取消参会及退费说明：专委会将于 2019 年 9 月 2 日之前将审

核通过的退费申请汇总后报学会财务部统一办理，逾期不予受理。 

3. 住宿预定 

酒店名称：西安唐隆国际酒店 

地址：西安曲江新区雁南四路 98 号（雁南四路与雁塔南路交叉

http://www.medmeeting.org/MiniSite/Ad/8790?preview=0&from=groupmessage
http://www.medmeeting.org/MiniSite/Ad/8790?preview=0&from=groupmessage


口东南角） 

标准间（双床或大床）：550 元/间天 （含早）  

请在会议回执中填写酒店预订信息，由于会议期间属于旅游旺季，

为了保证代表顺利入住酒店，请提前预订住房。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专业委员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学术部（代章） 

2019 年 7 月 18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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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预订方式 自己预订     通过会务组预订 

房间类型 大床 标间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汇款日期  汇款人  

汇款金额

（元） 
 

汇款方式 □微信            □银行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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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