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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华口腔医学会同意，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药学专业委员会主办、贵州医科

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承办的 2019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药学专业委员会第八次全国口

腔药学学术会议将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10 月 17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口腔药学临床研究与创新”。将组织开展口腔疾病安全、合理

用药方面的学术交流，传播安全、合理用药知识，提高口腔疾病的药物治疗水平。

会议邀请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南部战区总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贵州遵义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等多家单位

专家进行精彩授课，会议日程及授课专家详见附件 1。 

本次会议举办了会议征文活动，会务组共收到投稿 49 篇，经专家盲审，评选出

优秀论文 9 篇。 

本次会议要求专委会全体委员、青年委员及专科会员参加，并鼓励委员推荐学

生和相关专业人士参会！参会代表将被授予中华口腔医学会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4 分。 

本次学术会议开始前，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药学专业委员会将举办换届会议，

要求第三届口腔药学专业委员会候选委员、候选青年委员（已通知本人）必须参加。 

所有参会代表须缴纳会议注册费，标准如下： 

注册时间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非会员 学生 

提前注册（9 月 10 日前） 600 元 800 元 400 元 

9 月 10 日后（包括现场） 800 元 1000 元 600 元 

1.提前注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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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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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汇款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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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药学专委会+注册费 

2.现场注册：只能微信缴费，如需使用公务卡，可微信绑定公务卡，缴费时手动

选择公务卡。 

3.注册费包括参会资格证、会议资料费，不含交通和食宿费。 

4.提前交费请妥善保存汇款凭证，填写会议回执（附件 2），并将回执及汇款凭

证图片于2019年9月30日前邮件至kouqiangyaoxue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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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现场注册交费的请提前准备好开票信息（发票抬头及纳税人识别号、邮寄地

址、联系方式等，会后开好补寄发票。）。 

6.发票内容默认“注册费”，特殊要求需提前注明，发票一经开出不再更改。

发票快递费自理。 

7.已交费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在会议召开前半个月可向专委会申请退款，少于半

个月不予办理。 

参会人员差旅和食宿费用自理（具体要求见附件 3）。请还未返回参会回执的参

会人员及时填写参会回执（附件 2）并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返回会务组邮箱

kouqiangyaoxue2012@163.com。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药学专业委员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学术部（代章） 

 2019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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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口腔药学专委会换届会议暨第八次全国口腔药学学术会议 
日程表 

2019 年 10 月 15 日  贵州饭店 
时间 内容 地点 负责人

14:00-21:00 报到、现场注册、领取资料、办理入住 贵州饭店大堂 陈萍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贵州饭店筑韵厅会议室 
口腔药学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

时间 参加人 备注

8:00-9:40 第三届口腔药学专业委员会候选委员、候选

青年委员（已通知本人），特邀领导

提前 10 分钟入场，其他参会

者不参加换届会议

口腔药学学术会议

时间 会议内容 授课人 单位 主持人

9:40-10:00 全体参会代表合影。地点：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

10:00-10:15 开幕式 刘习强

10:15-11:05 处方审核培训 助力药师

专业成长
吴新荣 南部战区总医院 王晓娟

11:05-11:55 口腔医院感染案例报告 沈曙铭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郑利光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贵州饭店筑韵厅会议室 
口腔药学学术会议

时间 会议内容 主讲人 单位 主持人

13:30-14:20 
医院评审评价视角下口

腔医院药事管理质量持

续改进提高

周文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王建莉

14:20-15:10 药物临床试验资格认定

与现场检查
陈灵

贵州遵义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
刘青

15:10-15:20 茶歇

15:20-16:10 口腔颌面部感染的预防

和治疗
方琴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原永芳

16:10-17:00 TPF 方案在口腔癌术前

诱导化疗的应用初探
吴亚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

医院
朱李微

17:00-17:15 优秀论文交流（9 人） 刘习强



2019 年 10 月 16 日晚  贵州饭店二楼遵义 1 号厅会议室 

口腔药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一次常委会议 

时间 参加人 

20:30 第三届口腔药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2019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党建参观 

时间 内容 负责人 联系电话 

7:00-11:00 7：00 在贵州饭店上车，参观贵州息烽集中营 陈萍 15885025924 

 
 
 
 
 
 
 
 
 
 
 
 
 
 
 
 
 
 
 
 
 
 



附件 2 

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邮编  

详细地址  

参会代表 性别 职称/职务 手机 E-mail 

     

     

     

     

     

参会代表 身份证号或军官证号（申请学分用，必填） 是否参加 17日参观交流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住宿信息 
□入住会务组预定酒店（如需单间请反馈） 

入住人数：   人 

住宿日期：□10.15，□10.16 

□自行解决住宿 

备注：注册费付款方式：□微信                   □银行汇款 

汇款已于    年    月    日汇出  汇款人：            汇款金额：         元      

开具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附件 3 

中华口腔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口腔药学学术会议详细信息 

一、报到及住宿信息 

参会代表统一入住专委会预订的贵州饭店（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 66 号）

（入住信息见附件二），原则上均安排标准间合住，预订 10 月 15 日和 10 月 16 日

两晚的住宿，有特殊情况请注明。 

1. 报到地点：贵州饭店大堂。 

2. 报到时间：2019 年 10 月 15 日 14：00-21：00。 

3. 报到流程：签到→领取会议资料→办理酒店入住手续 

4. 住宿酒店信息： 

酒店名称：贵州饭店 

酒店级别：四星级 

酒店价格：标准间/大床 430 元/晚/间， 包含：房间干净有明窗、洗漱用具、空

调、热水、卫生间保持良好、服务费、上网费、早餐。 

酒店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 66 号 

地图示意： 

 

 



二、交通信息 

贵州饭店（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 66 号） 

1. 龙洞堡国际机场到贵州饭店：①打车到贵州饭店，预计 60 元车费；②坐机场开

往贵阳东站的 3 号专线巴士，北京路站（5 站）下车，步行 110 米即到达。 

2. 贵阳北站（高铁站）到贵州饭店：地铁 1 号线到北京路站（4 站）下车，D 出口

步行 100 米即到达。 

三、学分证书 

本次会议的正式注册代表（已缴纳会议费）均可获得中华口腔医学会国家级继

续医学教育（项目编号：2019-08-05-117 (国)）电子学分证书（4 分，下载网址

http://kqcme.yiaiwang.com.cn/index.php）。参会代表在注册时需填写完整身份证号信

息。 

四、会议联系人 

1. 陈礼梅：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电话：15902504612。E-mail：1959594612 

@qq.com 

2. 赵电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电话：010-82195409，13521437016。E-mail：

kouqiangyaoxue2012@163.com 

3. 韩蕊：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电话：010-82195406，13683187373。E-mail：

kouqiangyaoxue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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