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 
      CHINESE PATHOLOGIST ASSOCIATION 

第十一届中国病理医师年会通知（第一轮） 

2017.9.28-30 重庆 

尊敬的病理学及相关学科同仁： 

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已经走过十一个春秋。在分会历任领导和委员的带领下，经过全国

病理医师的共同努力，协同创新，中国病理事业正在迈向新的征程。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国病理学文化，

交流学科建设经验，发挥新形势下病理行业服务、协调、自律、维权、监督和管理作用，并完成分会

委员会的换届工作，定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30 日在重庆召开第十一届中国病理科医师年会。本次会

议由中国医师协会（CMDA）及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CPA）主办，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承办。时值国庆前夕，金秋时节，让我们一起欢聚美丽的重庆两江新区嘉陵江畔，共享病理前沿学术

盛宴！大会前日（9 月 28 日）还将举办分子病理研讨会。 

    本届年会主要内容： 

1、中国病理文化传承与弘扬： 

通过跨时空评述、多媒体展示、多层次表彰，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为中国病理事业发展与文化形成

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单位。包括“分会建设特殊贡献奖”、“中国优秀青年病理医师奖”和“分会成

立 10周年庆典活动表演优秀节目奖”等。 

2、病理学科建设与展望： 

通过学习国内外相关政策和文件，以及与生物医学新兴学科的交流，探讨新形势下我国病理学科

的建设与发展重点；通过了解数字医学、医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进展，展望下一代病理学（next 

generation pathology）给病理医师队伍和学科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如何

实现临床病理科管理、病理医师培养、多元化病理中心与区域诊疗机构建设等。 

3、分享诊断病理新进展： 

通过知名专家学者的专科病理和新技术讲座，认识精准医学时代加强临床病理诊断时效性与精准

性的重要意义和实现途径；通过各亚专科学术讲座交流与分享诊断病理学新的认识。 

本次大会包括特邀讲座、大会报告、分子病理专场、读片会和新技术卫星会等。 

欢迎参会代表围绕本年度会议的主题，踊跃投稿，组委会将从中选择部分稿件做大会报告或书面

交流。 

 



                                                                                              

第 十 一 届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病 理 医 师 年 会 大 会 日 程  

2017年 9 月 27 日 14:00-（星期三）     分子病理研讨会报到 

2017年 9 月 28 日全天（星期四），分子病理研讨会 

2017年 9 月 28 日 9:00-全天（星期五）  年会报到 

分子病理研讨会日程  2017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主会场 

8:30─8:40 开幕式 

8:40-10:10 应用进展篇 

8:40 ─9:10 肿瘤靶向治疗新进展  刘卫平 

9:10 ─9:40 病理科分子检测与问题分析  梁智勇 

9:40 ─10:10 肿瘤免疫治疗相关分子检测  曾瑄 

10:10 ─10:20 茶歇 

10:20-12:20 检测热点篇 

10:20 ─10:50 分子病理新技术与运用展望  顾江 

10:50 ─11:20 液体活检实践与问题分析   应建明 

11:20 ─11:50 高通量基因测序平台在临床病理建立与检测  叶丰 

11:50 ─12:20 BRCA 检测实践与挑战  周晓燕 

12:00 ─14:00 午间卫星会 

14:00 ─16:00 临床实践篇 

14:00─14:30 FISH 技术在实体瘤检测中的拓展  饶秋 

14:30─15:00 肿瘤耐药性突变检测与问题分析  刘艳辉 

15:00─15:30 消化系统分子检测及进展  梁莉 

15:30─16:00 中枢神经肿瘤分子检测意义  平轶芳 

16:00─16:10 茶歇 

16:10-18:10 技术拓展篇 

16:10─16:40 基因表达谱检测及应用  许颂霄 

16:40─17:10 甲基化单倍体检测及应用前景  刘蕊 

17:10─17:40 深度学习与分子病理学   张波 

18:00-20:00  病理分会改选暨第四届全体委员大会 （含全委晚宴） 



                                                                                              

十一届中国病理医师年会日程 

2017 年 9月 29 日，星期五，主会场 

8:30─9:50 
开幕式 

主持：卞修武 李挺 

 

大会主席致辞（10分钟） 

总会会长致辞（10分钟） 

颁奖（10分钟） 

中国老一辈病理人足迹（20分钟） 

丁彦青会长分会工作汇报（20分钟） 

第四届会长致辞（10 分钟） 

9:50─11:00 行业发展、自律与维权专场：中国医疗改革与病理 

9:50─10:10 总会住培工作部署 

10:10─10:25 医疗改革与病理—北京  笪冀平 中日友好医院 

10:25-10:40 医疗改革与病理—上海  朱虹光 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 

10:40─10:55 医疗改革与病理—河南  孔令飞 河南省人民医院  

10:55─11:10 茶歇 

11:10─12:00 病理新兴及交叉学科专场 

11:00─11:20 
生物样本库与医学统计–临床大数据利用与分析  赵屹 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  

11:20 ─11:40 
新型成像技术在生物组织检测中的运用：郑炜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 

11:40 ─12:00 人工智能与病理诊断：林咏华 IBM 国际商业机器投资有限公司 

12:00-14:00 午间新技术卫星会 

14:00 ─16:00 临床病理学新进展专场 （上半场） 

14:00-14:40 肺癌病理学新进展  杜家辉 香港中文大学病理学系 

14:40-15:20 神经系统病理学新进展 卞修武 第三军医大学病理系 

15:20-16:00 IgG4 疾病诊断与鉴别诊断  邓永键 南方医科大学 

16:00-16:10 茶歇 

16:10-18:10 临床病理学新进展专场 （下半场） 

16:10-16:40 
Ini-1, β-catenin, ALK, P16 等免疫组化标志相关肿瘤与诊断 

朱雄增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16:40-17:10 淋巴瘤病理诊断进展 李向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7:10-17:40 胰腺肿瘤病理诊断与鉴别 郑建明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17:40-18:10 头颈部疾病新病种  周晓军  南京军区总医院 

18:30-20:00  各分委会会议 

19:30-21:30  病理读片会专场，主会场    

主持：朱雄增  周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上午，星期六，主会场 

8:30 ─12:00 诊断病理学热点论坛  上半场 

8:00 ─8:30 胸部疾病病理学   王恩华  中国医科大学 

8:30─9:00 尿路上皮异型增生性病变   周桥 华西医院 

9:00─9:30 疑难乳腺疾病诊断思路  丁华野 北京军区总医院 

9:30─10:00 骨肿瘤病理诊断  郭乔楠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10:00─10:10 茶歇 

10:10-12:10 诊断病理学热点论坛  下半场 

10:10─10:40 软组织肿瘤新类型 石怀银  解放军总院病理科 

10:40─11:10 血管肿瘤病理诊断与鉴别 李玉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1:10─11:40 高级别淋巴瘤诊断实践 农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40─12:10 结肠息肉/腺瘤病理分析 阎晓初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2:10─12:30 
闭幕式 

总结：第四届分会会长 

详细的会议日程请关注网站内容（www.chinapathology.org） 

参加会议人员可获国家Ⅰ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10 分。 

真诚地邀请您参加这一病理科医师的会议，共商大计，让我们共同把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分会建

设成为我国病理科医师温馨的家园。 

主办单位：中国医师协会（CMDA） 

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CPA） 

承办单位：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大会组委会：  

大会主席：丁彦青   

http://www.chinapathology.org/


                                                                                              

大会副主席：（按姓名拼音排序） 

卞修武 杜祥 梁智勇 刘卫平 孙保存 王恩华 韦立新 张波 

大会秘书长：李挺 

大会组委会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杰 陈东 陈丽荣 陈天星 陈石岩 笪冀平 邓永键 邓云特 邸军 杜家辉 高洪文 高鹏 耿敬姝 谷永

红 关宏伟 郭华雄 郭乔楠 郝卓芳 韩安家 侯英勇 焦宇飞 金木兰 孔令非 来茂德 兰建云 李代强 

李锋 李文才 李艳春 李玉军 刘斌 刘冬戈 刘红刚 刘钧 刘强 刘艳辉 刘志红 卢德宏 吕宁 吕怀盛 

梅金红 孟凡青 孟刚 莫祥兰 潘云 戚基萍 齐凤杰 千新来 覃业军 邱志强 沈丹华 邵春奎 石怀银 

师永红 苏敏 孙青 孙文勇 孙振柱 唐峰 王波 王丰梅 王国平 王金穗 王晋芬 王晓玫 王影 王哲 

王茁 文继舫 翁阳 吴继锋 邬黎青 肖德胜 徐钢 徐美林 杨广英 杨桂芳 杨举伦 杨文秀 杨向红 杨

志蓉 杨志惠 易伟 殷于磊 于庆凯 余英豪 余力 云径平 于士柱 战雪梅 张海萍 张冠军 张杰 张建

中 张文敏 张伟 张祥宏 张声 张晓杰 张智弘 赵峰 赵涌 郑绘霞 郑广娟 周桥 周韧 周先荣 周晓

军 朱虹光 朱明华 朱雄增 朱振龙 

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华立、王爽、张虹、张爽、李晓明、王珏、刘何才、王艳梅、王治超、张菡、时雨 

会议时间：2017 年 9 月 28 日- 30 日 

会议地点： 重庆市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会议投稿及大会演讲交流： 

本次会议为国家 I 类继续教育项目，学分现将会议学术论文征文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内容及分类： 

 中国病理名医名家介绍 

 病理学科建设与管理的经验和新思路 

 病理医师的培养教育； 

 病理诊断和病理新技术进展 

 分子病理与精准诊断规范 

 数字医学、医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区域（第三方）病理中心建设、管理与规范 

 病理科研平台与样本资源建设与共享 

 疑难病理读片资料 

二、征文要求： 

（一）、年会征文：  

    1、凡报送参加年会交流的论文，均提交论文摘要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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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留底稿，恕不退稿）。  

    2、格式要求：论文摘要请用 Microsoft Word2000 或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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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凡已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或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不予受理。  

    4、本次年会将评选出部分论文进行大会演讲或书面交流。欲申请进行大会演讲交流者均需提交中

文论文摘要一份（800--1000 字以内）及中文全文一份，论文一律用 word 文档撰写。 

三、截稿日期：2017 年 8 月 10 日  

 

会议报名及投稿方式（选择以下任一方式均可）：  

1、登陆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官方网站 http://www.chinapathology.org ，进行网上注册。 

2、将报名表及论文 E-mail 同时 E-MAIL 至：447972090@qq.com，张菡 18523878237   

3、将报名表及投稿论文邮寄至：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西南医院教学楼 14 楼病理科秘书办  

张菡 收，邮编 400038 。 

我们会在收到您回执表的 7 个工作日内与您进行确认。投稿日期截止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 

网上、微信注册联系人：王治超 电话：020-62787587  手机：18148902473， E-mail: 392642824@qq.com 

  

会议注册费 (含代表证、会议资料、餐券、晚宴等)；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预注册 900 元/人、现场注册 1000 元/人 

参会人员可提前选择预定会务组统一安排的住宿地点，住宿标准请详见 www.chinapathology.org“住

宿信息”； 

备注： (外地参会代表务必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前联系，否则不能保证安排住宿)  

预注册汇款至中国医师协会帐号： 

开户名： 中国医师协会                                帐号：814715369808091001 

开 户： 中国银行北京天缘公寓支行           

          切记注明“病理年会 11”，汇款后请将回单扫描 EMAIL 至协会信箱：392642824@qq.com，注

册费发票将于 9 月 28 日统一开具，请于报到当天务必携带汇款证明复印件，以便核对。 

 

 

 

                                                                      

 

                                                                    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 

                                                           2017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chinapathology.org/
mailto:447972090@qq.com，张菡18523878237
mailto:392642824@qq.com
http://www.chinapathology.org/
mailto:392642824@qq.com


                                                                                              

附件 1. 

第十一届中国病理医师年会通知 

回执表（可复印） 

   请仔细填写每一项注册信息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职  称  

工作单位  

医院级别 

（如是医院病理科请注明

医院等级如：三甲）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方 

式 

区    号  

单位电话  

手    机  

传    真  

E - mail  

是否投稿 是 □             否□ 

是否已交费 是 □             否□ 

汇款方式             银行电汇 □             邮局□ 

汇款日期  

参加分子病理研讨会  

是否住宿 需要 □（如是的话请填写下列项目）                不需要 □ 

预定 

酒店 

房型 □单独入住：一人一间 

 

□拼房：两人一间 

 

日期  

27 日  □  28 日  □  29 日  □   

注：请详细填写每一项内容，需要选择的时候请在  □ 上划√ 

 

1、将报名表同时 E-mail 至：447972090@qq.com，张菡 18523878237 

2、将报名表寄至：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西南医院教学楼 14 楼病理科秘书办 张菡 收，邮编

400038 。 

 

 

 

mailto:447972090@qq.com，张菡18523878237


                                                                                              

附件 2. 

重庆市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悦来滨江大道 86号 

酒店前台：023-88108888 

交通： 

1：重庆北站：乘坐轨道交通 3号线至【鸳鸯】换乘公交博览中心专线 

2：江北国际机场：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至【碧津】换乘公交 685 路 

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