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专业委员会 

第二次学术年会（第二轮通知） 

 

为促进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科学研究以及教

学水平，加强学术交流，经中华口腔医学会批准，由口腔遗传病与罕见

病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交通

大学口腔医学院）和上海市口腔医学会承办，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

腔医学院）协办的“2020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专业委

员会第二次学术年会”将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至 31 日在美丽上海召开。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的诊断与治疗”，特别邀

请了邱蔚六院士、王松灵院士参加开幕式，王松灵院士做院士报告，同

时还邀请了其他口腔专业或交叉学科专业的冯海兰教授、孟焕新教授、

陈谦明教授、穆雄铮教授和陈旭教授等进行特邀报告，专委会的主委、

副主委以及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也将就其近年的学术成果进行展示。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29 日-31 日 

10 月 29 日全天报道，时间 8:00-20:00   

10 月 29 日全天：《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诊疗规范》定稿会 

10 月 29 日晚上：全体委员会议 

10 月 29 日晚上：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启动会 

10 月 30 日-31 日全天：学术会议 

 

报到地点： 

地址：上海浦东假日酒店一楼大厅（上海市东方路 899 号） 

电话：021-58306666 



二、会议日程 

2020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学术年会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人 地点 

10 月 29
日 

全天报道 

8:00-15:00 《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诊疗规范》定稿会 
上海浦东假日
酒店 3 层元厅 

19:00-20:00 全委会 
上海浦东假日
酒店 3 层汉厅 

20:00-20:30 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启动会 
上海浦东假日
酒店 3 层汉厅 

10 月 30
日 

8:00-8:30 开幕式 
 

王旭东 

 
上海浦东假日
酒店 3 层上海

厅 1 

8:30-09:00 先天性缺牙的序列治疗 冯海兰 
 

范志朋 
宋亚玲 

9:00-09:30 淋巴瘤在牙周组织的表现及诊治 孟焕新 

9:30-10:00 
慧眼识牙-儿童牙齿发育异常背后的故
事 陈旭 

10:20-10:50 颅缝早闭症和颅面裂的诊治 穆雄铮 

郑树国 
孙瑶 

10:50-11:20 
口腔颌面罕见病的诊治-上海九院口外
经验 

王旭东 

11:20-12:00 口腔罕见病名录解读及其应用 段小红 

13:30-13:50 

N-myc Deficiency in neural crest cells 
resembling Pierre Robin Syndrome by 
disrupting Wnt5a-Sox9 Signaling in 
Merkel's Cartilage 何  淼 

韩冬 
潘永初 

13:50-14:00 非综合征型唇腭裂目标区域测序研究 贾仲林 

14:00-14:10 
Defects of cohesin loader lead to bone 
dysplasia associated with transcriptional 
disturbance 许宝山 

14:10-14:20 
家族性巨大型牙骨质瘤的诊断、治疗及
发病机制研究 秦兴军 

14:20-14:30 
下颌骨组织特异性增强子的鉴定及其在
Pierre Robin 综合征发生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 卞迁 

14:30-18:00 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精品病例分享 
 

郑树国 
王文梅  

19:00-20:00 壁报时间 
 

代杰文 
孙瑶 

上海浦东假日
酒店 3 层元厅 



20:00-22:00 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教学比武  
 

宋亚玲 
范志朋 

10 月 31
日 

08:00-08:40 乳恒牙替换模式及调控机制 王松灵 

段小红 
宋亚玲 

上海浦东假日
酒店 3 层上海
厅 1 

08:40-09:10 传染病口腔表征的诊断策略 陈谦明 

09:10-09:40 
基于 OFCD 综合征的干细胞调控机制研
究-从遗传发育到牙再生 

范志朋 

10:00-10:30 细胞纤毛对牙齿和骨发育的影响 孙瑶 
陈  栋 
赵震锦 

 

10:30-11:00 
颅骨锁骨发育不全牙齿替换障碍的临床
研究进展 郑树国 

11:00-11:30 
环境因素在牙釉质发育表观遗传中的作
用 郑黎薇 

13:00-14:30 投稿发言 

14:30-15:00 科普展示  郑黎薇 

15:00-15:30 闭幕式 
 

孙瑶 

 

三、学分授予： 

注册并参加会议的代表将获得中华口腔医学会学会级继续医学教育

Ⅰ类学分 3 分（项目编号：口继教字 2020-057）。 

四、注册交费 

1. 注册费标准 

CSA 会员 1500 元，非会员 1600 元，学生 800 元。 

2. 注册和交费 

（1）注册交费方式 

1）微信注册交费（首选） 

本次会议可微信报名及交费（网址 https://mp.cndent.com/checkme），

请在微信客户端填写学术会议注册信息提交报名。如参会人员需要使

用公务卡交费，可先将公务卡绑定到微信上，再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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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关注中华口腔医学会的，需先完成个人信息再进行注册报名。 



2）银行汇款：（10月 25日后请勿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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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上海+注册费 

（2）交费须知 

1）请您在转账汇款时务必附言“姓名+遗传+上海+注册费”。并将

回执（附件）发送至徐竹梅老师，邮箱：omfs_9h@126.com，电话：

021-53315338，13917857993，以便会后开具电子发票，2020 年 10

月 25 日后请勿汇款； 

2）注册费发票为电子发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提供，将于会后一

周内发至预留电子邮箱，请准确提供发票抬头、税号、接收邮箱等信

息，发票一旦开出，恕不修改及重开； 

3）取消参会及退费说明：专委会将于 2020 年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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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住宿预定 

1.酒店名称：上海浦东假日酒店一楼大厅 

地址：上海市东方路 899 号 

标准间（双床或大床）：700 元/间/晚 

2.酒店名称：上海通茂大酒店 

酒店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林路 357 号 

酒店价格：550 元/间/晚含早 

(备注：距离主会场 890 米，步行约 1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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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联系人 

1.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朱庆林（学术）：15291196896 

张燕丽（工作）：15691083171 

2.会务组： 

投稿发言：代杰文 15216713868 

病例分享，壁报展示：胡琮佼  19921383291 

教学比武：朱庆林   15291196896 

科普活动：张燕丽   15691083171 

定稿会：  张恒伟   13571931031 

启动会：  王  晶   18710719863 

现场事务：柳稚旭   18817821603 

接待事务：徐竹梅   1391785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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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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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费方式 □微信□银行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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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发票邮箱及纳税人识别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