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举办 2018 年小儿外科学学术年会
“西部儿外科专科联盟”成立大会暨
儿外科适宜技术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小儿外科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小儿外科临床诊疗技术水平的
提高，由重庆市医学会、重庆市医师协会主办，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承办的 2018 年重庆市小儿外科学学术年会、“西部儿外科专科联盟”成
立大会暨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儿外科适宜技术培训班”
【J35-18-35(国)】定于 2019 年 1 月 4 日-6 日在重庆召开。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详细授课内容请见第二轮会议通知。
二、会议时间
报到时间：2019 年 1 月 4 日 14:00-20:00。
会议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全天）学术讲座、会议发言。
2019 年 1 月 6 日撤离
三、会议地点
报到地点：重庆世纪金源大饭店 酒店大堂（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二
支路 1 号 023-67958888）。
会议地点：重庆世纪金源大饭店 二楼多功能厅。
四、参加人员
各有关医疗单位小儿外科医务人员及相关人员。
五、会议注册
（一）注册费用（以交费时间为准）
前期优惠注册费标准（2018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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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注册：电脑登陆会议网站（http://erwk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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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扫描现场提供的二维码，填写个人注册信息，现场以

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方式交纳注册费。
（三）注册说明
1.优惠期之后注册按现场注册标准收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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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时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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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发票。
六、其他事项
（一）学分授予
成功注册参会代表凭本人身份证授予国家级 I 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肆
分（重庆本地代表凭身份证现场授予，市外代表领取国家级 I 类继续医学教
育学分证书肆分）。市内参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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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未在会议网站注册者不授予学分。
（二）联系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外科教研室 徐雯婷
电话：023-63611400 ；13983285459 。
重庆市医学会

吕在明 电话：023-63608028。

重庆市医师协会 韩 亮 电话：1592329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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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参会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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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医学会
2018 年 12 月 17 日

附件 1：
重庆市医学会、重庆市医师协会 2018 年小儿外科学学术年会
“西部儿外科专科联盟”成立大会
暨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儿外科适宜技术培训班”参会回执
姓名

单位

职称及专业

联系电话及邮箱

是否需要预留住
宿及房间数量

请参会人员务必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前将回执表发送至联系人邮箱：
13983285459@163.com。
附件 2：酒店推荐路线
重庆世纪金源大饭店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二支路 1 号，023-67958888

高铁站（分为重庆北站、重庆西站）：
① 重庆北站北广场
从高铁站出口步行 713 米到轨道交通 3 号线，从龙头寺地铁站（4 号口）进站，乘
坐开往鱼洞方向地铁，在观音桥站下车，从 5 号口出站，往右前方直行 50 米可到（总
时长约 37 分钟）
。
从高铁站出口步行 354 米到重庆北站北广场公交站乘坐 820 路公交车到小苑站下车，
过马路步行 186 米可到（总时长约 51 分钟）；或乘坐 818 路公交车到建新西路下车，步
行 416 米可到（总时长约 43 分钟）。
重庆北站北广场打车到饭店约 20 分钟，费用约为 23 元左右。
② 重庆西站
从高铁站出口步行 1.1 公里到重庆西站公交站乘坐 473 路公交站到黄桷园站下车，
步行 926 米可到（总时长约 1 小时 8 分钟）
。
从高铁站出口步行 1.3 公里到西山村公交站乘坐 268 路公交车在两路口站下车，步
行 161 米到轨道交通 3 号线从两路口地铁站（7 号口）进站，乘坐开往江北机场方向的
地铁到观音桥站下车，从 5 号口出站，往右前方步行 50 米可到（总时长约 1 小时 34 分

钟）。
重庆西站打车到饭店约 40 分钟，费用约为 55 元左右。
江北机场（分为 T2 航站楼和 T3 航站楼）：
① T2 航站楼
从机场出口步行 86 米到轨道交通 3 号线从江北机场 T2 航站楼地铁站（3 号口）进站，
乘坐开往鱼洞方向地铁，在观音桥站下车，从 5 号口出站，往右前方直行 50 米可到（总
时长约 1 小时）
。
T2 航站楼打车到饭店约 30 分钟，费用约为 55 元左右。
② T3 航站楼
从机场出口步行 188 米到轨道交通 10 号线，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3
号口）进站，乘坐开往鲤鱼池方向地铁，在红土地地铁站换乘轨道交通 6 号线，乘坐开
往北碚方向地铁，在红旗河沟地铁站换乘轻轨 3 号线，乘坐开往鱼洞方向地铁，在观音
桥站下车，从 5 号口出站，往右前方直行 50 米可到（总时长约 1 小时）。
从机场出口步行 188 米到轨道交通 10 号线，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3
号口）进站，乘坐开往鲤鱼池方向地铁到鲤鱼池地铁站下车，从 3A 口出站，步行 383
米到融景城公交站坐 820 路或 135 路或 816 路公交站到小苑下车，过马路步行 186 米可
到（总时长约 1 小时 10 分钟）。
从机场站出口步行 951 米到江北机场 3 号航站楼公交站乘坐机场快线 K01 路到大
庙龙湖壹街站下车，步行 629 米可到（总时长约 1 小时 6 分钟）
。
T3 航站楼打车到饭店约 30 分钟，费用约为 55 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