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医学会
关于举办 2018 年病理学学术年会的通知
（第二轮）
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重庆地区病理学科的发展，加强病理学术交流，重庆市医学会定于
2018 年 11 月 9~11 日在重庆市开州举办 2018 年病理学学术年会。本次年会将邀
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卞修武教授、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候任主委梁智勇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周桥教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王哲教授、四川省人民医
院徐刚教授、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丁伟教授、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靳耀峰
教授等国内著名病理学专家莅临会议，举办临床常见病、疑难病病理诊断及鉴
别诊断的专题讲座以及重庆市第 384 次疑难病理读片会、基础前沿论坛和病理
技术前沿论坛，并开展首届重庆市青年病理医师现场识图大赛，旨在加强重庆
市病理学科规范化建设、培养病理人才、提升各级医院病理诊断和病理技术水
平。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2018 年 11 月 9 日 20:00 时，重庆市医学会病理学专委会全体委员会
议；
（二）2018 年 11 月 10 日大会开幕式、学术专题讲座、病理技术前沿论坛；
（三）2018 年 11 月 11 日重庆市第 384 次疑难病理读片会、重庆市青年病
理医师现场识图大赛、基础前沿论坛。
二、会议时间
（一）报到时间：2018 年 11 月 9 日 14:30-20:00 时
（二）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9 日-11 月 11 日
三、报到地点及会议地点

（一）报到地点:

御金洲大酒店一楼大堂(重庆市开州区开州大道中段 85

号)
（二）会议地点: 开州区人民医院（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安康路 8 号）
学术会议中心
四、会议注册
（一）注册费用
重庆市代表注册费 500 元，外省(市)代表注册费 300 元/人。
（二）注册方式
1.在线注册：电脑登录大会网站（http：//blx2018.medmeeting.org）或关注“重
庆市医学会”微信公众号后点击“学术会议”选择此次会议，点击“参会注册”
栏目下的“个人代表注册”按钮，在线填写注册信息，并按照网页提示进行注
册费的网上支付操作。
2.现场注册：手机扫描二维码，现场填写个人注册信息，以银行卡、微信、
支付宝等方式缴纳注册费。
（三）注册说明
1.差旅费自理，回单位规定报销。
2.报到时请提供单位准确的全称及税号，以便开具发票。网上缴费代表现场
凭相关证件领取注册费发票。
五、重庆市青年病理医师现场识图诊断大赛
参赛者共有 6 组，自定组名，现场答题，最终选出第一、二、三名给予奖
励，其余选手获参赛奖。鼓励观众积极参与附加题的竞答，现场将给答题正确
者赠送小礼品。
六、其他事项
（一）学分授予
成功注册的参会代表授予市级Ⅰ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陆分（重庆市代表凭
身份证现场刷卡授分）。

（二）住宿安排
御金洲大酒店(重庆市开州区开州大道中段 85 号)，住宿标准:298 元/间/天/
晚(含早)。
需住宿代表请提前进行预订，并将订房信息以短信方式发送至订房联系人：
重庆明揽天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曹熊波 电话:13883017511
（三）联系人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病理科，杨景，13228683064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病理科，何亚平，15870497289
重庆市医学会，靖琳，023-63608238
登录重庆市医学会网站（http://www.cqma.cn/），或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
号，了解更多学会动态和会议信息。

重庆市医学会
2018 年 10 月 30 日

附件

2018 年病理学学术年会会议日程
大会日程
2018 年 11 月 10 日
08:00─08:30

专题报告，

主会场（学术会议中心 4 楼多功能厅）

开幕式

主持人： 何亚平

08:30—10:10

主持人：王娅兰，郭乔楠

08:30 ─09:20

病理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卞修武（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09:20 ─10:10

乳腺癌分子病理诊断与相关问题

梁智勇（北京协和医院）

10:10 ─10:30

超声快速石蜡项目介绍（10min）
（山东骏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
病理科废液的回收利用和有机毒害气体的解决 （重庆捷伦科技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方案（5min）

10:30 ─12:10

主持人：阎晓初

李进

10:30—11:20

免疫组化在淋巴组织病变诊断中的应用

王哲（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1:20—12:10

尿路上皮肿瘤及相关病变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周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2:10—14:00

分子病理专场卫星会（阿斯利康中国）

14:00 ─16:30

主持人：唐应成 曹友德

14:00—14:50

慢性胃炎病理诊断

徐钢（四川省人民医院）

14:50─15:30

肺小结节病理诊断与技巧

肖华亮（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5:30─16:10

嗜酸细胞特征肾肿瘤的病理诊断

段光杰（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6:10─16:30

茶 歇

16:30─17:50

主持人：肖华亮 王彬

16:30─17:10

伴异源性分化的去分化脂肪肉瘤病理诊断及陷阱 姜青明 (重庆市肿瘤医院)

17:10—17:50

胰腺导管内黏液性肿瘤的病理诊断

17:50—20:00

晚宴

刁鑫伟（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病理技术前沿论坛
2018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分会场

学术会议中心 1 楼会议厅

14:00—16:00

主持人：何志承 林晓

14:00 ─15:00

HE 染色理论与技术要点

靳耀锋（西安交大附二院）

15:00 ─16:00

组织规范化处理

丁伟（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00 ─16:20

茶 歇

16:20 ─18:20

主持人：毛成毅 刘瑾

16:20 ─16:40

重庆市部分医院病理组织处理流程调查汇报及
国内部分知名医院病理组织标本处理流程分享

袁怀志（三峡中心医院）

16:40—17:00

结直肠癌 MMRMSI 检测的临床意义

付萍（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7:00—17:20

Leica ASP300S 远程报警解决方案

高云晶（重庆市人民医院）

17:20—17:40

数字 PCR 检测乳腺癌 HER2 基因扩增的临床
应用研究

王利锋(重庆市肿瘤医院)

17:40—18:00

PD-L1 的 IHC 检测与临床应用

张璐（重庆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

18:00—18:20

全自动荧光原位杂交仪在病理诊断中的应用
体会

邓庆（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基础前沿论坛日程
201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分会场 （学术会议中心 1 楼会议厅）

08:00—10:00

点评专家：金国祥 李丹

主持人： 杨雅莹 时雨

08:00—08:20

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 c-myc, bcl2, bcl6 等基因重排
情况分析

李丹（重庆医科大学）

08:20—08:40

毛细血管形成基因 2 在胶质瘤中表达及功能研究

谈娟 （陆军军医大学）

08:40—09:00

NF 蛋白在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后肠功能评估中的作用

朱进（重庆医科大学）

09:00—09:20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PD-1 和肺腺癌细胞 PD-L1 表达的
临床病理学研究

陈露（陆军军医大学）

09:20—09:40

SIRT1 在大鼠脑出血继发性线粒体功能障碍及神经细
胞凋亡中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周杨（重庆医科大学）

09:40—10:00

MPC1 通过抑制 STAT3 信号通路抑制了肿瘤的进展

10:00—10:20

茶歇

10:20—12:20

点评专家：李丹 金国祥

主持人：时雨 杨雅莹

10:20—10:40

转录调控 T 细胞功能失调

王云（陆军军医大学）

10:40—11:00

甲状腺乳头状癌囊性变伴出血坏死的临床病理特征及
误诊分析

王立涓（重庆医科大学）

11:00—11:20

内皮细胞通过激活 SHH/Gli1/CXCR4 通路增加胶质瘤
细胞的侵袭

张梦思（陆军军医大学）

11:20—11:40

姜黄素通过提高 Rab 家族蛋白的表达增强 N2a/APP695
swe 细胞的自噬作用

周凡琳（重庆医科大学）

11:40—12:00

针对经典 Wnt 信号通路小分子抑制剂 NC043 的靶点机
制研究

何小丽（陆军军医大学）

12:00—12:20

肝／肾／骨型碱性磷酸酶基因 ALPL 通过促进自噬诱
导卵巢癌细胞对紫衫醇的敏感性

刘斌（重庆医科大学）

优秀论文评选、颁奖

陈骞（陆军军医大学）

疑难病理读片会、首届青年病理医师识图大赛日程
2018 年 11 月 11 日

主会场 （学术会议中心 4 楼多功能厅）

08:00─10:30

主持人：赵涌

08:00—08:40

淋巴组织滤泡增生性病变诊断与鉴别诊断

08:40 ─10:30

疑难病理读片会

10:30 ─11:50

评委：王娅兰，郭乔楠，李进，唐应成，肖华亮

10:30 ─11:50

首届青年病理医师识图大赛

11:50 ─12:00

颁奖典礼

12:00—

闭幕

李 昱（重庆医科大学）

主持人：段光杰 巫静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