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医学会关于举办
第五届重庆两江消化·肝病学术大会（2018）的通知
各有关医疗卫生单位：
医学科学发展十分迅猛，消化、肝病、消化外科、影像诊断等多学科融合
方兴未艾，极大地促进了消化、肝病领域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发展。为紧跟国际
消化肝病领域最新进展，探讨本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由重庆市医学会主办，重
庆市医学会消化病学专业委员会和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承办的第五届重庆两
江消化·肝病学术大会（2018）定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12 日在美丽的山城重庆
召开，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莅临本次学术盛会。本次大会将云集国际、国内消化、
肝病、影像及病理学等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就当今慢性肝病及消化领域热点难
点问题共识解读、专题报告、精粹讲读。此次大会的胜利召开，必将规范临床
诊治，促进消化及肝病学的发展，推动基础与临床紧密结合，提升消化及肝病
的临床诊治水平，更好地为广大患者服务。现将会议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一）报到时间：2018 年 8 月 10 日 8:30-19:00 时。
（二）会议时间：
2018 年 8 月 10 日 09:00-12:00 时 北京韩美—厉兵肠安复赛重庆站
2018 年 8 月 10 日 13:30-18:00 时 正大天晴—丁香园-异彩纷呈病例赛
2018 年 8 月 10 日 19:00-22:30 时 雅培公司—2018 年“思美泰”思维风暴
病例比赛重庆复赛
2018 年 8 月 11-12 日 第五届重庆两江消化肝病学术大会（2018）
二、会议地点
重庆富力凯悦酒店（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 11 号，电话：023-67751234）。
三、会议内容
（详见附件会议日程安排）
四、参会人员
各医疗卫生单位从事消化及肝病学相关医务人员。
五、会议注册
（一）注册费用（注册以交费时间为准）
在线注册费标准（2018 年 8 月 3 日前）：300 元/人；
现场注册费标准：400 元/人。

（二）注册方式（推荐使用在线注册）
1.网站在线注册：登录会议网站（http://ljxhgb2018.medmeeting.org），点击“个
人代表注册”
，填写注册信息并交纳注册费完成注册。
2.微信在线注册：关注“重庆市医学会”微信公众号，点击“学术会议”后
选择会议，根据提示填写注册信息并交纳注册费完成注册。
3.现场注册：报到时手机扫描现场提供的二维码，按要求填写注册信息，现
场以银行卡或现金方式交纳注册费完成注册。
（三）注册说明
1.在线注册费优惠期结束后，注册费用请到会议现场交费。
2.因使用公务卡不能在线交费的代表应在注册费优惠时间前完成在线注册，
报到时提醒收费人员并凭公务卡可享受前期注册费优惠。
3.差旅费自理，回单位按规定报销。
4.报到时请提供单位准确的全称及税号，以便开具发票。网上交费代表现场
凭相关证件领取注册发票。
六、其他事项
（一）学分授予：报到注册交费代表凭本人身份证授予重庆市级Ⅰ类继续
医学教育学分陆分。
（二）住宿安排：重庆江北富力凯悦酒店 房价：680 元/间/晚（含早）
需要住宿的代表请在 2018 年 8 月 3 日前与李娅老师（电话：17782272283）
联系，并将入住人的姓名及房间数量、房型、入住和离店时间等相关信息短信
发送至电话：17782272283，短信回复后方可保证用房。
（三）联系人：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李娅 电话：17782272283
登录重庆市医学会网站（http://www.cqma.cn/）或扫描二维码关注重庆市医
学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学会动态和会议信息。

重庆市医学会
2018 年 7 月 3 日

附件：

第五届重庆两江消化·肝病学术大会（2018）
会议日程
2018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
08:30-22:00

报到注册（重庆市江北区富力凯悦酒店大堂）

09:00-12:00

北京韩美—厉兵肠安复赛重庆站

（重庆富力凯悦酒店 6 楼沙龙 1）
大会主席：陈东风教授、戴宁教授
特邀点评专家：陈东风教授、戴宁教授、李良平教授、庹必光教授、刘德良教授、田德安教授、杨仕明教授
时

间

内

容

09:00-09:15

大会主席陈东风教授致辞

09:15-10:35

第一组病例分享及点评：病例 1-病例 4(选手汇报 10min，专家点评 5min)

10:35-10:45

休息

10:45-11:45

第二组病例分享及点评：病例 5-病例 7(选手汇报 10min，专家点评 5min)

11:45-12:00

总结颁奖

13:30-18:00

正大天晴—丁香园-异彩纷呈病例赛

（重庆富力凯悦酒店 6 楼北城宴会厅）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13:30-14:00

签到

14:00-14:10

大会主席陈东风教授致辞

14:10-14:20

异彩纷呈项目介绍

14:20-14:40

药物性肝损诊疗中注意问题

陈成伟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 85 医院

14:40-15:00

2018 脂肪肝指南解读

黄文祥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

主持

杨仕明教授
梅浙川教授

特邀点评专家：陈成伟、朱萱教授、缪应雷教授、刘思德教授、李良平教授、许建明教授、唐国都教授、陈东
风教授、杨仕明教授、梅浙川教授
15:00-15:45

第一组病例分享及点评：病例 1-病例 3(选手汇报 10min，专家点评 5min)

15:45-15:55

休息

15:55-16:40

第二组病例分享及点评：病例 4-病例 6(选手汇报 10min，专家点评 5min)

16:40-17:25

第二组病例分享及点评：病例 7-病例 9(选手汇报 10min，专家点评 5min)

17:25-17:40

总结颁奖

19:00-22:30

雅培公司—2018 年“思美泰”思维风暴病例比赛重庆复赛
（重庆富力凯悦酒店 6 楼沙龙 1）

特邀点评专家：郭红教授、贾蓓教授、王红教授、赵志新教授、王进海教授、曾维政教授
时间

内

容

19:00-19:30

签到（病例演讲比赛规则：10min 演讲，5min 点评）

19:30-19:40

第一环节主席致辞：陈东风教授（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9:40-20:00

病例 1：吴东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00-20:20

病例 2：方兴国（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20:20-20:40

病例 3：姚磊（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40-21:00

病例 4：张富（广东省东莞康华医院）

21:00-21:10

休息

21:10-21:20

第二环节主席致辞：李良平教授（四川省人民医院）

21:20-21:40

病例 4：尹昕茹（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21:40-22:00

病例 6：彭鹏（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2:00-22:20

病例 7：陈淑如（广州中山大学附三院）

22:20-22:25

现场投票产生当场人气选手

22:25-22:30

公布比赛结果+颁奖（陈东风教授、李良平教授）

2018 年 8 月 11 日（星期六）
08:30-12:00

胃肠病专场

（重庆富力凯悦酒店 6 楼凯悦宴会厅）
时

间

08:30-08:50

08:50-09:10

题

目

讲

者

开幕式
重庆市医学会消化内镜专委会主任委员梅浙川副院长致辞
重庆市医学会消化病学专委会主任委员杨仕明主任致辞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分会影像学组组长李延青院长致辞
重庆市医学会领导致辞
免疫相关性肝病—从临床问题到基础
马 雄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
研究

主持

陈东风教授

庹必光教授
杨仕明教授
刘德良教授
唐国都教授
刘思德教授

09:10-09:30

肠道息肉的切除及随访管理

沙卫红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09:30-09:50

克罗恩病和淋巴瘤的鉴别诊断

缪应雷教授

昆明医科大学附一院

09:50-10:10

胃癌的筛查

吕

浙江省中医院

10:10-10:30

胃酸、胃炎与胃萎缩

张亚历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0:30-10:40

休息

10:40-11:00

小肠肿瘤的临床特点和诊治进展

李景南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11:00-11:20

ERCP 培训的若干问题

潘阳林教授

西京消化病医院

11:20-11:40

胆囊疾病内镜治疗新靶点

曹

俊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鼓楼医院

11:40-12:00

从六个 Case 的呈现看临床思维

王

斌教授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戴 宁教授
朱 萱教授
李良平教授
梅浙川教授
曾维政教授

宾教授

12:00-13:20 午餐及卫星会
12:00-12:20

卫星会 1-天士力

蔡大川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二院

陈东风教授

12:20-12:40

卫星会 2-阿斯利康

陈东风教授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杨仕明教授

12:40-13:00

卫星会 3-PENTAX

龚

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

兰春慧教授

13:00-13:20

卫星会 4-GSK

陈东风教授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杨仕明教授

14:00-18:00

彪教授

肝胆胰病专场

（重庆富力凯悦酒店 6 楼凯悦宴会厅）
14:00-14:20

AIH 发病机制及相关治疗新进展

田德安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14:20-14:40

肝脏病理对疑难肝病诊治的指导

赵新颖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友谊医院

14:40-15:00

肠肝轴异常脂代谢的架构及控制菌的
几何分析

沈生荣教授

浙江大学生物技术学院

15:00-15:20

TIPS 支架恒通及修复策略

王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5:20-15:40

土三七致肝窦阻塞综合征临床识别的
难点与认识

许建明教授

15:40-15:50

会间休息

军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附一院

张秉强教授
陈文生教授
刘忠和教授
胡 鹏教授
杨小军教授

15:50-16:10

隐源性肝硬化的病因诊断及诊断

文良志博士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6:10-16:30

肝脏炎症的再认识

张大志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二院

16:30-16:50

肝癌分子靶向治疗的基础和临床应用
进展

王东旭教授

中国人解放军 254 医院

16:50-17:10

肠道渗漏的基础与临床

陈东风教授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7:10-17:30
17:30-17:40

精神心理因素与躯体疾病如何互为因
陈胜良教授
素
重庆市医学会消化病分会微生态学组成立仪式
重庆市医学会消化病分会主任委员杨仕明教授致辞
重庆市医学会领导宣布成立决定

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
陈东风教授

17:40-18:00

学术讲座

王

18:00-18:20

SIBO 的临床识别及诊断治疗

魏艳玲教授

18:20-18:40

重庆市医学会领导及重庆市医学会消化病学专委会主任委员杨仕明教授颁发证书

19:00

欣教授

王进海教授
赵志新教授
袁晓英教授
陶小红教授
何 松教授

浙江省农学院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魏艳玲教授
陈东风教授

晚餐

2018 年 8 月 12 日（星期日）
08:30-12:30 消化及消化影像专场
（重庆富力凯悦酒店 6 楼凯悦宴会厅）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08:30-08:50

提高肠镜 ADR，我们可以做什么？

李

鹏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友谊医院

08:50-09:10

2017 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解读

房静远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

09:10-09:30

肝硬化患者肝功能维持

唐承薇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延青教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缪

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

09:30-09:50
10:00-10:20

影像学（CTE/MRE）对 IBD 疾病活动
度监测的价值
小肠肿瘤影像学诊断中需要注意的几
个问题

飞教授

10:20-10:30

休息

10:30-10:50

腹膜-腹膜后占位影像学诊断？

王景宇教授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0:50-11:10

胃癌 CT 诊断及相关病变的鉴别

徐国斌教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1:10-11:30

结肠占位的影像学诊断？

孙灿辉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30-11:50

肠道血管源性疾病的影像学诊断

刘

北京协和医院

11:50-12:10

肝脏富血供占位影像鉴别诊断

李勇刚教授

12:10

闭幕式

炜教授

主持

房殿春教授
兰春慧教授
张俊文教授
柏健鹰教授

郭进军教授
任孟军教授
刘爱民教授
陈 磊教授
邓天伟教授

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东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