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医学会关于举办 2019 年麻醉学学术年会
暨全国产科麻醉年会会议通知（第一轮）
各有关单位：
为了更好地促进重庆市麻醉学与国内外知名麻醉学家交流与合
作，进一步提升我市麻醉临床技术及科研水平，更新麻醉学知识和理
念，经重庆市医学会麻醉学专委会与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产科麻醉
学组研究决定，将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召开 2019 年重庆市医
学会麻醉学学术年会暨全国产科麻醉年会。届时，大会特邀请国外知
名专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 UPMC Magee 妇产医院麻醉科主任
Jonathan H. Waters 博士，新加坡 KK 妇儿医院 Ban Leong Sng 博士，
国内麻醉学及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教授、重庆市麻醉学专委会委员及
青年委员作精彩专题学术讲座，同时还将举行青年麻醉医师演讲比赛
（演讲比赛相关细则另见通知）。内容包括麻醉学科建设、麻醉与围
术期医学、临床麻醉与研究、麻醉学基础研究、疼痛治疗与研究、区
域神经阻滞、老年麻醉、心胸麻醉、产科麻醉、小儿麻醉、气道管理、
麻醉护理、特殊病例报告、workshop 等若干版块与内容。我们诚挚欢
迎全国麻醉医师、妇产科医师及助产士参加此次盛会。
现将会议征文及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安排
（一）2019 年 11 月 8 日 17:00-19:00：
重庆市医学会麻醉学专业委员会及青委委员全体会议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产科麻醉学组全体会议
（二）学术会议：2019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详见大会日程）
二、会议征文内容及要求
（一）征文内容：1.麻醉学科建设；2.麻醉学基础研究；3.临床
麻醉与研究；4.疼痛治疗与研究；5.重症监测治疗与研究；6.产科麻

醉：危重症产科麻醉处理新进展、分娩镇痛相关问题及处理、分娩镇
痛新技术；7.儿科麻醉；8.神经外科麻醉；9.心胸外科麻醉、体外循
环；10.气道管理；11.器官移植麻醉；12.产科麻醉；13.输血及血液保
护；14.麻醉相关新技术、新业务进展；15.麻醉质量管理及麻醉并发
症；16.区域神经阻滞；17.创伤急诊手术麻醉；18.门诊、PACU 和手
术室外麻醉；19.骨科麻醉；20.眼耳鼻喉及口腔麻醉；21.老年人麻醉；
22.快速康复外科（ERAS）；23.围术期医学；24.麻醉护理学；25.特
殊病例报告；26.其它。
（二）征文要求
1.参加会议交流的论文，均需提交论文摘要一份（800-1000 字以
内），并请在稿件左上角按上述征文分类注明论文类别。
2.要求一律以电子版投稿，不接受书面投稿，请在邮件标题分别
注明“2019 年重庆市麻醉学学术年会投稿---XXX（姓名，单位）”
字样；恕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3.格式要求：论文摘要请用 Word2007 以下版本编辑，页面设置
请用 4 号字体，A4 纸，文稿顺序为题目、单位、邮编、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摘要内容。
4.凡已在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
的论文，均不受理。
5.收稿邮箱：wangshyong@126.com；联系电话：15683827075；联
系人：王寿勇。
（三）投稿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15 日；过期恕不受理
三、会议时间
（一）
报到时间：2019 年 11 月 8 日 12:00-21:00 时，9 日 07:00-12:00
时。
（二）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9 日-11 月 10 日
四、会议地点

（一）报到地点：重庆渝州宾馆酒店大堂一楼。
（二）会议地点：重庆渝州宾馆（重庆市渝中区渝州路 168 号）
五、会议注册
（一）注册代表类型及要求
1.正式代表（含听课、资料、学分与 9-10 日午餐券）：各医院
完成的基本注册名额代表。要求教学医院至少注册 5 名，三级医院至
少注册 3 名，二级医院至少注册 2 名。
2.列席代表（含听课、学分与 9-10 日午餐券）：仅限各医院完
成基本注册名额后再注册的代表。
3.免费代表：乡镇医院代表（凭单位介绍信或工作证），不限参
会名额。
（二）注册费用（以交费时间为准）
1.正式代表
前期优惠注册费标准（2019 年 10 月 15 日前）：500 元/人；
现场注册费标准：600 元/人。
2.列席代表
采用现场报名注册方式，注册费 200 元/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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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sa2019.medmeet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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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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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会议酒店：重庆渝州宾馆（详细地址：渝州路 168 号）
行车路线：
1、江北国际机场——渝州宾馆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53 分钟）费用约 78 元
公共交通：江北国际机场乘坐轻轨 10 号线到红土地站，站内换
乘轻轨 6 号线至小什字站，站内换乘地铁 1 号线到达石油路站，出站
步行约 200 米即到（全程约 70 分钟）
2、重庆北站（龙头寺火车站）——渝州宾馆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45 分钟），费用约 35 元
公共交通：重庆北站北广场车站乘坐轻轨 10 号线到达红土地站，
站内换乘轻轨 6 号线至小什字站，站内换乘地铁 1 号线到达石油路站，
出站步行约 200 米即到（全程约 60 分钟）
3、重庆西站——渝州宾馆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23 分钟），费用约 25 元
公共交通：重庆西站乘坐 473 路到达高庙村站，高庙村站乘坐地
铁 1 号线到达石油路站，出站步行约 200 米即到（全程约 60 分钟）
其他会议酒店一：重庆嘉瑞酒店（详细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长

江二路袁家岗 158 号 17 栋）
行车路线：
1、江北国际机场——重庆嘉瑞酒店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45 分钟）费用约 88 元
公共交通：乘坐轨道交通 10 号线至重庆北站南广场，换乘轨道
交通 3 号线至牛角沱，换乘轨道交通 2 号线在袁家岗站（A 出口）下
车步行约 710 米到达重庆嘉瑞酒店（全程约 75 分钟）
2、重庆北站——重庆嘉瑞酒店
乘坐出租车：（全程 44 分钟）费用约 35 元
公共交通：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至牛角沱站换乘轨道交通 2 号线
至袁家岗站（A 出口）下车，步行约 710 米到达重庆嘉瑞酒店（全程
约 48 分钟）
3、重庆西站——重庆嘉瑞酒店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21 分钟）费用约 25 元
公共交通：乘坐 325 路公交车至奥体·车市站下车，步行约 110
米到达重庆嘉瑞酒店（全程约 69 分钟）
其他会议酒店二：重庆雅诗特酒店（详细地址：重庆九龙坡区科
园四路 288 号）
行车路线：
1、江北国际机场——重庆雅诗特酒店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50 分钟）费用约 92 元
公共交通：乘坐机场快线 k01 路至牛角沱鑫隆达站下车，换乘
138 路至科园四路口站下车，步行约 130 米到达重庆嘉瑞酒店（全程
约 85 分钟）
2、重庆北站——重庆雅诗特酒店
乘坐出租车：（全程 47 分钟）费用约 41 元
公共交通：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至两路口站换乘轨道交通 1 号线

至石桥铺站（4 出口）下车，步行约 1300 米到达重庆雅诗特酒店（全
程约 59 分钟）
3、重庆西站——重庆雅诗特酒店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23 分钟）费用约 22 元
公共交通：乘坐 325 路公交车至陈家坪下车，步行约 670 米到达
重庆雅诗特酒店（全程约 59 分钟）
（三）订房联系人：白家彬,联系电话：13368285397
订房需知：1、因会议期间房间较为紧张，请于会前电话联系预
订房间，是否有房间以电话联系沟通为准，会议现场预订将无法保证
一定有房间入住；2、由于 11 月份会议旺季，以上订房需提前预订并
支付全款后，方能保证用房，且付款后房间减少或取消均不退还房费；
3、酒店入住时间为下午 2 点以后，退房时间为中午 12 点以前；当日
下午 4 点之前退房加收 50%的房费，下午 6 点之后退房将收取全天房
费。
七、联系方式
重庆市医学会靖老师，联系电话 023-63608238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麻醉科赵婷，联系电话：023-65463270,
13983956536；邮箱：27369150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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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