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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

2020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

第十三次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学术大会

第三轮会议通知

尊敬的 代表：

由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承办的

“第十三次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学术大会”将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11 月 10 日在

武汉召开。因疫情防控需要，此次会议调整为线上、线下结合形式开展，诚邀您

线下参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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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 8:00-22:00

会议安排：2020 年 11 月 9 日～11 月 10 日

二、会议地点：

现场注册/报到：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 700 号）

三、参会人员：

线上会议面向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及口腔届同行；

线下会议仅限于本专委会第六届和第七届全体委员和青委、讲课专家、

抗疫表彰代表和湖北省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委会常委。

四、会议形式：

线下开展、线上全程直播

五、会议内容：学术演讲、病例讨论（具体日程见附件 1）

六、学分：正式注册且线下参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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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3）。

七、报名注册及交费

1、注册费标准

(1) 线上参会者可免费参会，无需交纳会议注册费。

(2) 线下参会者需交纳会议注册费，注册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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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方式可以微信交费报名、银行汇款或转账。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或牙

体牙髓病学专业专科会员

非会员

提前注册（2020-10-1 前） 1000 元/人 1200 元/人

非提前注册（2020-10-1 后） 1200 元/人 1500 元/人

2、交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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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微信客户端点击端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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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汇款或转账（截止时间 2020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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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体年会注册费

注：现场报名交费无刷卡、扫码等方式，仅微信方式及银行汇款或转账。

八、交费须知

1、经银行转账或汇款的请妥善保存汇款凭证，并在附件2中填写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接收电子发票邮箱等信息，以便开具

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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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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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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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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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电子发票邮箱，发票一旦开出，恕不修改及重

开。

九、交通住宿费：交通及住宿费自理。住宿预订请参考附件 3“武汉香格里

拉大酒店附近酒店信息”

十、疫情防控和安全措施（具体见附件 4）

十一、会议联系人：

王欣欢 13986080561

乔玮玮 18571512582

欢迎全国口腔界同行、各口腔医学院校教师踊跃投稿，积极参会！

主办单位：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2020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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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二次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学术大会日程

会议地点：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

2020.11.8 全天报道 地点：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一楼

2020.11.9 地点：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汉阳厅

8:00-8:15 开幕式

8:15-12:00 名师讲坛

8:15-10:15 主持人：周学东 教授 凌均棨 教授

8:15-8:45 牙髓根尖周病治疗的初心使命 余 擎 教授

8:45-9:15 国家战略——牙体牙髓病学科发展之契机 周学东 教授

9:15-9:45 根管预备机动镍钛器械的发展和演变 岳 林 教授

9:45-10:15 超出根尖孔的根管分离器械的处理策略和预防方法 侯本祥 教授

茶 歇

10:30-12:00 主持人：岳 林 教授 侯本祥 教授

10:30-11:00 龋病早期诊断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梁景平 教授

11:00-11:30 显微根尖手术的全周期管理 韦 曦 教授

11:30-12:00 牙髓生物学研究十年 陈 智 教授

14:00-17:15 中青年专家论坛

14:00-15:30 主持人：陈 智 教授 陈文霞 教授

14:00-14:15 精细控制根尖区预备提高根管治疗效果的体会 王胜朝

14:15-14:30 PTH1R 信号通路在原发性牙萌出障碍中的作用机制 樊 怡

14:30-14:45 数字化印模扫描方式对预备体终止线扫描正确度的影响 包旭东

14:45-15:00 牙根纵裂的诊断与治疗新进展 孙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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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5 circBIRC6通过调控 miR-152及Wnt通路协同促进

DPSCs成牙本质分化

顾申生

15:15-15:30 新型生物陶瓷封闭剂-生物活性及封闭性的体外研究 龚启梅

茶 歇

15:45-17:15 主持人：韦 曦 教授 仇丽鸿 教授

15:45-16:00 先天缺牙研究概述 梁 佳

16:00-16:15 41例牙内陷临床治疗的思考和总结 游洪霞

16:15-16:30 3D打印技术指导下的牛牙症七根管磨牙再治疗 李 任

16:30-16:45 不能忽略的峡部 魏成石

16:45-17:00 重度弯曲根管治疗 1例 王祥柱

17:00-17:15 意向性再植根管治疗失败后的右下第二磨牙一例 杨英泽

2020.11.10 地点：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汉阳厅

8:15-9:45 主持人：余 擎 教授 梁景平 教授

8:15-9:15 待定 张思兵 教授

9:15-9:45 处变而变——新冠疾情下武大口腔的对策 边 专 教授

9:45-10:00 闭幕式

10:00-12:00 全委会及换届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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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会回执

姓名 手机号

往返航班/高铁

时间班次

来汉日期 离汉日期

航班/车次号 航班/车次号

是否参加

党建活动
是  否 

以下信息仅银行汇款或转账人员需要填写（若上一轮参会回执已填报，可不填写）

汇款凭证图片

汇

款

日

期*

汇款人* 汇款金额

（元）*

发票抬头 *

纳税人识别号

/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
接收电子发票

邮箱*

提示
党建活动时间为11月10日下午2:00-5:00，需携带身份证。

请于2020年11月3日前将回执发送至电子邮件ytyszwh@outlook.com，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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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附近酒店信息

1、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 700 号）

豪华标间约 650 元/间（含双早），豪华单间约 600 元/间（含单早），会务

组预订或自订。

2、兆瑞国际大酒店（武汉市江岸区高雄路 160 号）

豪华标间约 350 元/间（含双早），豪华单间约 350 元/间（含单早），会务

组预订或自订。

参会交通指南

1、汉口火车站

线路一：出租车，大约 20 分钟，约 20 元

线路二：地铁，大约 18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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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昌火车站

线路一：出租车，大约 35 分钟，约 35 元

线路二：地铁，大约 40 分钟

3、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线路一：出租车，大约 35 分钟，约 65 元

线路二：地铁，大约 55 分钟

4、武汉火车站

线路一：出租车，大约 40 分钟，约 45 元

线路二：地铁，大约 6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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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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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武汉前的准备工作：

1、来武汉前，请提前申请“防疫健康信息码”。

2、来武汉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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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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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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