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 

牙周病与植体周病新分类新理论新技术高峰论坛 

第三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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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承办的“2019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

员会牙周病与植体周病新分类新理论新技术高峰论坛”将于 2019 年 7 月 20

（周六）——23 日（周二）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 

本次大会同期设有三个分会场：中日韩青年论坛分会场；基础研究分会

场；临床研究及病例交流分会场。这些会场将充分契合并深耕“创新拓展牙

周护航之路”的大会主题。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 

 

2019 年 7 月 20（周六）—23 日（周二） 

 

 

二、 会议地点: 

 

辽宁省沈阳市碧桂园玛丽蒂姆酒店（沈阳市于洪区大通湖街 168 号） 

 

 

 

 

 

 

 

 

 

 

 

 



三、 会议日程： 

 时间 题目 主讲人 地点 

7月 20日 9:00-21:00 注册报到  
碧桂园玛丽蒂姆

酒店大堂 

7 月 21日 

上午 

8:30-8:50 大会开幕式 

承办方领导 

牙周主委 

学会领导 

主会场 

（玛丽蒂姆厅） 

8:50-9:15 大会合影  

9:15-10:15 
牙周及植体周病新分

类 
孟焕新教授 

10:15-10:30 茶歇  

10:30-11:30 

全球牙周和种植牙健

康—挑战、对策与展

望 

金力坚教授 

11:30-12:00 讨论  

7 月 21日 

下午 

13:30-17:00 中日韩青年论坛  柏林厅 

13:30-17:00 基础研究交流  德累斯顿厅 

13:30-17:00 临床交流  玛丽蒂姆厅 

17:00-18:00 壁报交流 第一组  壁报区 

7月 22日 

上午 

8:30-11:30 植体周病治疗新技术 
Mariano Sanz教授 

玛丽蒂姆厅 

11:30-12:00 讨论 

7 月 22日 

下午 

13:30-16:30 
牙周软组织修复新技

术 Anton Sculean教授 

16:30-17:00 讨论 

17:00-18:00 壁报交流 第二组  壁报区 

7 月 23日 

上午 

8:30-10:30 
植体周组织并发症及

修复新技术 

Hom-lay Wang 

(王鸿烈教授) 

玛丽蒂姆厅 

10:30-10:40 茶歇  

10:40-11:50 
牙周疾病咬合创伤的

诊断及治疗 
范晓蕙教授 

11:50-12:15 讨论  

7 月 23日 

下午 

13:30-16:30 临床病例交流、评审  

16:30-17:00 闭幕式  

 

注：7月 20日 19:00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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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工作会议（柏林厅）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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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30

（网络） 

1000 800 600 500 

非提前注册 

2019.06.30-07.20

（网络） 

2019.07.20 

9:00-21:00（现场） 

1200 1000 800 600 

（二）交费方式 

1. 提前注册 

(1) 微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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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先完成个人信息注册，再进行会议

注册报名。 

(2) 银行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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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牙周+注册费  

2.现场注册：现金（人民币）、刷卡（银联卡、公务卡） 

注：会员及专科会员需提前出示会员卡号或专科会员号（可在中华口腔医学

会会员服务网查询） 

（三）交费须知 

1. 提前银行汇款交费请妥善保存汇款凭证，填写会议回执（见附件），并将回执



及汇款凭证图片于2019年6月30日前邮件至牙周专委会工作邮箱 

yzkq2018@163.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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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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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微信注册会后开具发票； 

3. 取消参会及退费标准：2019年6月30日前（含）发送邮件到牙周专委会工作邮

箱 yzkq2018@163.com，审核通过后将于会后1个月内原额返还付款人，2019年7

月1日起（含现场付费）恕不退费。 

五、 学分 

注册参会可获得学会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3 分（项目编号：口继

教字 2019-065） 

六、 用餐信息 

大会安排如下用餐，请凭大会餐券在指定地点就餐。 

餐券包含： 

7月 21日午餐、晚餐 

7月 22日午餐、晚餐 

7月 23日午餐 

七、 住宿交通参考 

推荐酒店（住宿自理） 

 1、沈阳碧桂园玛丽蒂姆酒店（会议酒店），地址：沈阳市于洪区大通湖街 168

号。 

价格：400 元/晚。（大会推荐酒店，名额有限，订完即止） 

订房链接（单间）： 

https://www.hdb.com/party/35q0a.html?hdb_pos=manager_info 

订房链接（标间）： 

https://www.hdb.com/party/12q0a.html?hdb_pos=post_info 

2、锦江都城酒店，地址：沈阳市于洪区细河南路 115 号。距离会议酒店约 250

米，步行约 5分钟。（大会推荐酒店，名额有限，订完即止） 

https://www.hdb.com/party/35q0a.html?hdb_pos=manager_info
https://www.hdb.com/party/12q0a.html?hdb_pos=post_info


价格：280元/晚（单间单早）；300元/晚（标间双早）。（请自行电话或网上预定） 

预定电话：么利军：1820407773818624318829 

交通 

1、大会接站服务 7月 20日（大会仅提供接站服务，大会返程需自行安排） 

（1）沈阳桃仙机场-碧桂园玛丽蒂姆酒店：大巴发车时间 20 日 10：00、13：00、

16：00、19：00. 

（2）沈阳站-碧桂园玛丽蒂姆酒店：大巴发车时间 20 日 10：00、13：00、16：

00、19：00. 

（3）沈阳北站-碧桂园玛丽蒂姆酒店：大巴发车时间 20日 10：00、13：00、 

16：00、19：00. 

2、自行前往会场 

（1）沈阳桃仙机场-碧桂园玛丽蒂姆酒店：桃仙机场站上车，乘坐有轨电车 2 号

线（白塔河路站下车）-地铁 2 号线（奥体中心站（A 口出）下车）-乘坐 164 路

（汪河路大通湖街站下车）。（出租车约 70 元左右，30 公里） 

（2）沈阳站-碧桂园玛丽蒂姆酒店：在沈阳站南上车，乘坐 203 路（诗波特小

区站下车）-乘坐 170 路（汪河路大通湖街站下车车）。（出租车约 16 元左右，8 

公里） 

（3）沈阳北站-碧桂园玛丽蒂姆酒店：在沈阳北站上车-乘坐 111 路（云峰街建

设大路站下车）-乘坐 170 路（汪河路大通湖街站下车）。（出租车约 28 元左右，

13 公里） 

 

                            

 



 

 

附件 

注册费提前汇款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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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