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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 

 

2019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 

第十四次全国老年口腔医学学术年会  

会议通知（第二轮） 

尊敬的                  医生：  

        您好！ 

由中华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济南市口腔医院承办的“第十四次

全国老年口腔医学学术年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10 月 18 日在济南召开，会议诚邀

国内外著名口腔医学专家进行精彩演讲，演讲内容包括老年人口腔疾病治疗原则、种植

特点和策略、牙体牙髓疾病诊疗规范、舒适化治疗的评估及常见牙周和黏膜疾病应对策

略等临床常见和疑难问题。本次会议将同期召开中华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医学专业委员

会第五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请全体委员积极参加并组织相关医护人员参会。我们诚

挚的邀请您参加本次会议并积极投稿，会议结束后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6

分（项目编号：2019-08-01-046 (国) ）。 

一、 大会日程安排： 

10 月 15 日 

时间 会议活动 

9:00-20:00 大会签到（签到地点：南郊宾馆主楼一楼大堂） 

20:00-21:00 中华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五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地

点：南郊宾馆俱乐部三楼多功能厅） 

10 月 16 日 

（会议时间：8:00-17:40，会议地点：南郊宾馆俱乐部一楼大礼堂）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8:00-8:40 开幕式、合影  范兵  

8:40-9:40 老年患者种植特点 刘洪臣 解放军总医院 吴补领、张汉平 

9:40-10:40 高龄老人口腔疾病的治疗原则 栾文民 北京医院 

10:40-10:50 休息 

10:50-11:50 
讲究细节，做好热牙胶垂直加

压根管充填 
岳  林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陆支越、储冰峰 

11:50-13:30 午餐 

13:30-14:30 
老年患者口腔舒适化治疗的评

估及安全考量 

张  惠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

医院 

赵守亮、梁燕 

14:30-15:30 老年牙周病患者的应对策略 王勤涛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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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15:30-15:40 休息 

15:40-16:40 
牙周炎——阿尔兹海默病的真

凶? 

吴红崑  四川大学华西口

腔医院 

李肇元、林正梅 

16:40-17:40 
微创理念在老年根管治疗中的

应用 

黄晓晶  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 

10 月 17 日 

（会议时间：8:00-17:40，会议地点：南郊宾馆俱乐部一楼大礼堂）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嘉宾 

8:00-10:00 
Critical long-term dimensions 

for long-term implant success 

Alberto Monje，Division 

of Periodontology, CICOM, 

Badajoz, Spain 

朱国雄、杜毅 

10:00-10:10 休息 

10:10-12:10 
To save or to extract: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Hom-Lay Wang，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Graduate 

Periodon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2:10-13:30 午餐 

13:30-14:30 根管治疗与种植 
梁景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蒋伟文、黄定明 

14:30-15:30 
常见老年口腔黏膜疾病的规范

诊疗 

刘 青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

医院 

15:40-16:00 闭幕式 吴红崑 

 

二、报名注册及交费 

(一) 注册费标准  

 

                                注册方式 

类别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非会员 

学生 

（含本科及研究生） 

提前注册（2019-9-15 前） 700 元/人 900 元/人 300 元/人 

现场注册 900 元/人 1000 元/人 400 元/人 

(二) 交费方式  

1. 提前报名、交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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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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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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银行汇款或转账（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15 日，此日期后 请勿银行转账） 

户 名：中华口腔医学会 

账 号：020000 76090 14459190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请务必留言：参会人或单位+老年+济南+注册费 

2  现场报名、交费：现金（人民币）、刷卡（银联卡、公务卡） 

（三）交费须知 

1、提前经银行转账或汇款的请妥善保存汇款凭证，填写会议回执（见第一轮通知

附件 1）， 并将回执及汇款凭证图片于 2019 年 9 月 15 日前邮件至 laoniankq@163.com，

以便提前开具发票，现场凭付款凭证领取发票，提前交费截止日后请勿汇款； 

2、注册的变更、取消与退款 

（1) 注册变更时，请通过电子邮箱向秘书处进行书面确认； 

（2) 因故不能参加会议但已交费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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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5 日前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书面申请，秘书

处将原额返还付款人。退款手续将在会议结束后两周内办结。2019 年 9 月 

15 日后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书面申请，秘书处不予受理。 

3、发票开具事项: 注册费发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提供，请准确提供发票抬头、纳税

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发票一旦开出，恕不修改及重开。 

三、会议地点： 

济南市南郊宾馆俱乐部一楼大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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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 

1、济南遥墙机场距离酒店 39.7 公里；乘坐机场班车 3，在济南长途汽车总站下

车，步行至长途汽车站，换乘 32 路，在马鞍山路站下车，步行约 750 米。乘坐出租

车约 90 元。 

2、济南火车站距离酒店 5.23 公里；乘坐 34 路(或 43)，在马鞍山路站下车，步

行约 720 米。乘坐出租车约 11 元。 

3、济南西站距离酒店 15 公里，乘坐 K202 路，在全民健身中心站下车，步行约

947 米。乘坐出租车约 43 元。 

4、济南东站（高铁站）距离酒店 24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53 元。 

四、会议联系人： 

吕海鹏        电话：13609119932（微信同号） 邮箱：laoniankq@163.com  

焦   阳        电话：15589970961（微信同号）  邮箱：kqyyjiaoyang@163.com 

 

         诚挚邀请您于金秋十月，相聚泉城，合作交流，互通有无，共同促进发展我国的

老年口腔医学事业！ 

 

 

主办单位：中华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济南市口腔医院 

2019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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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四次全国老年口腔医学学术年会 

个人参会回执 

 

姓名 
 

性  别 
 

手机号 
 

学生 是 否 学生证号 
 电子邮箱 

 

会员 是 否 会员号  职务/职称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汇款 

日期* 
 

汇款人/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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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酒店预定 

标准间                       大床房                             豪华套房 

入住

日期 
 

离开

日期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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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项为必填项目，

否则无法提前开具发票； 

2、 请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前将本回执发送到邮箱 laoniankq@163.com。 

3、 南郊宾馆因 10 月 18 日另有其他大会，因此 18 号中午 12:00 前必须退房，如需继续逗留

请提前预定其他酒店，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4、 联系人：吕海鹏（注册、发票）   电话：13609119932（微信同号） 

焦   阳（会务、酒店）    电话：15589970961（微信同号） 



6 

中华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 

 

 

第十四次全国老年口腔医学学术年会 

单位集体参会回执 

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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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无法提前开具发

票； 

2、请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前将本回执发送到邮箱 laoniankq@163.com； 

3、南郊宾馆因 10 月 18 日另有其他大会，因此 18 号中午 12:00 前必须退房，如需继续逗留

请提前预定其他酒店，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4、如单位人员行程不同，请在备注栏分别注明入住、离开日期及所需房型数量。 

5、联系人：吕海鹏（注册、发票）   电话：13609119932（微信同号） 

焦   阳（会务、酒店）    电话：15589970961（微信同号）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人  电     话  

汇款日期  
汇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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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手   机 电子邮箱 

职务/

职称 

会员号/

学生证号 

       

       

       

酒店预订 
 标准间      间  大床房       间   豪华套房        间 

入住日期  离开日期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