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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业委员会 

第十四次全国口腔修复学学术大会 

第二轮会议通知 

 

 

尊敬的              医师： 

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承办的“第十

四次全国口腔修复学学术大会”将于 2020 年 11 月 23 - 24日在广州召开。现将会议安排

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 

现场注册/报到时间：2020 年 11 月 22日 8:00-22:00 

会议时间：2020 年 11 月 23 - 24 日 

二、 会议地点： 

现场注册/报到：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广州 白云区 白云大道南 1039-1045号） 

三、 会议内容： 

学术演讲、病例交流、博士论坛（日程见附件 1） 

四、 会议征稿（征稿要求见附件 2） 

五、 学分 ： 

正式注册交费并参会者可获得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学分 5分[2020-08-04-033 (国)]。 

六、 报名注册及交费 

1、报名注册：请登录会议网站（http://www.csa-csp.cn）进行参会报名注册。 

2、注册费标准（人民币/元） 

 

注册时间类别 修复专科会员 非修复专科会员 学生（凭本人证件） 

10月 20日前注册 1000元 1200 元 500元 

10月 20日后、 

现场注册 
1200元 1500元 500元 

 

3、交费方式：  

（1）提前报名、交费 

1）微信（推荐）：请在微信客户端点击端点击（https://mp.cndent.com/checkme），选

择“2020 年第十四次全国口腔修复学术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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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交费。 

 

 

http://www.csa-csp.cn/
https://mp.cndent.com/checkme），选择
https://mp.cndent.com/checkme），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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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银行汇款或转账（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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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姓名+2020修复年会+广州+注册费 

（2）现场报名、交费：刷卡、扫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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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并将参会

回执于 2020年 10月 20日前邮件至 kqfmmu@163.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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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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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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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费发票为电子发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后发至预留邮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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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交通住宿费：  

交通及住宿费自理，并请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前填写参会回执，并邮件至 

kqfmmu@163.com。住宿预订请参见附件 4“酒店信息” 

九、 疫情防控和安全措施（具体见附件 5） 

十、 会议联系人： 

沈老师 13891820802（微信同号）   牛老师 15114838176（微信同号） 

 

欢迎全国口腔界同行、各口腔医学院校教师踊跃投稿，参会！ 

 

 

 

 

主办单位：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山大学附属光华口腔医院 

 

2020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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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日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1/22 
09:00-22:00 报到注册 

16:00-17:00 全体常委、委员会议 

11/23 

08:30-08:40 开幕式 

08:40-11:40 名师讲坛 

14:00-17:30 中青年专家论坛 

11/24 

08:30-11:30 病例交流、博士论坛 

14:00-16:30 名师讲坛 

16:30-17:00 闭幕式 

 

附件 2：征稿要求 

 

一、征稿范围：①口腔修复涵盖的所有相关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成果；口腔修复新技

术、 新材料、新产品临床应用成果；典型病例报告等。  

二、来稿形式：中、英文题目，500 字以内中文结构式实验研究摘要或 1000 字以内

（含图片，其中文字内容 500字以内）临床病例摘要。 

三、投稿截止日期 2020年 10月 10日。 

四、投稿要求：文稿应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和实用性，选题先进，论点鲜明，论据充 

分，数据可靠，结论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作者文责自负。 

五、投稿方式：只接收网络投稿。 投稿者请登陆:www.csa-csp.cn 先行会议注册， 完 

成注册后，方能点击 “论文上传”链接，进行投稿。 凡论文摘要通过评阅并完 

成注册即可编入论文汇编。 

 

热忱欢迎和期待您的参与！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业委员会 
 

 

稿件模板 

 

一、摘要模板： 

中文题目 

英文题目 

作者、单位 

电话、邮箱 

摘要（中文，500 字以内） 

目的： 

方法： 

结果： 

结论： 

 

二、病例模板： 

中文题目 

英文题目 

作者、单位 

电话、邮箱 

摘要（中文，文字 500 字以内，含图片 1000 字以内） 

患者基本信息： 

现病史： 

检查： 

诊断: 

治疗过程及分析： 

备注：大会论文册只刊登文字内容，不刊登照片，请作者注意文字尽量控制在

500 字以内，内容简明扼要，表达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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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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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

日期* 
 汇款人*  

汇款金额

（元）* 
 

接收电子发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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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项为必填项目，否则无法提前开具发票。 

 

附件 4：酒店信息 

 会议酒店：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标间/单间：550元（含早） 

    预订信息：请务必于 10 月 20日前将预定酒店房型(单床、标间)/房间数，入住时间、 

退房时间发送至会务组，订房联系人：汪经理：15919300690 

逾期烦请自行解决，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交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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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疫情防控和安全措施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中的要求，结合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规定， 要求所

有与会人员（嘉宾、参会代表、展商、服务商等）均应提前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来广州前的准备工作： 

1、 来广州前，请提前申请“防疫健康信息码”。 

2 、 来广 州前 ，提前 在 国务 院网 站查询 境 内高 中风 险地区 信 息（ 网址 ：

http://bmfw.www.gov.cn/yqfxdjcx/index.html)，查询自己所在区域的风险等级。 

（1）来自高风险和中风险区域人员，所持健康码为红色、黄色的人员，暂不能参加本次

年会。 

（2）来自高风险和中风险区域的参会人员，健康码即使为绿色也需要提供 7 天内核酸

检测阴性的检测报告方能参会。 

（3）低风险地区：健康码为绿色，参会前 14 天内未去过高中风险地区，未接触过确诊

病例患者或密切接触者，均可参会。 

3、请随身携带本人身份证参会。 

4、佩戴医用外科口罩，配合会场的体温检查。 

二、如何获得“防疫健康信息码”？ 

“防疫健康信息码”由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提供，微信和支付宝均可申请。 

1、微信：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点击进入；点击左下

方【防疫健康信息码服务】，进入后进行登录，点击【确定】，勾选协议后点击【允许】并点

击同意授权，回到健康码页面点击【立即领取】。领取之后就会获得一个健康码，健康码有三

种颜色，分别是绿色、黄色和红色，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通的风险程度。如有疑问，可致电

下方健康码服务热线。 

2、支付宝：打开手机【支付宝】，点击下方【健康码】，选择地区【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点击进入选择【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健康码】，点击【立即查看】，点击授权【同意】，点击【立

即领取】。领取之后就会获得一个健康码，健康码有三种颜色，分别是绿色、黄色和红色，不

同的颜色代表着不通的风险程度。如有疑问，可致电下方健康码服务热线。 

三、会场执行实名制入场： 

1、所有入场人员现场随身携带身份证，提前获取“防疫健康信息码”，佩戴好口罩，保

持 1 米的排队距离有序进场。 

2、入场步骤： 

第一步：查验“防疫健康信息码”，绿码方可入场； 

第二步：测温；37.2 度以下方可入场； 

第三步：身份证信息对比成功后，允许进入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