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

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学术年会第三轮会议通知

各口腔医学院系：

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教育专委会主办、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承办的 2018 年口腔医

学教育学术年会拟定于 2018 年 11 月 10－13 日在湖北武汉召开，本次会议将邀请多位知名

专家和同仁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和展示。现将有关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10－13 日

会议地点：湖北武汉国博会议中心

一、会议主题

1．口腔医学本科教育中创新思维培养

2．本科专科教育质量提升与监管

3．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与出路

4．思政工作经验交流

二、会议的主要内容：

1．口腔院校青年教师理论授课及教师、学生临床操作技能展示

2．有关会议主题的专题报告和研讨

3．国内各院校口腔教育学者学术论文交流

4．国内各院校思政工作者经验交流论坛

5. 帮扶工作交流论坛

6．第五届口腔医学教育专委会换届会第一次全委会



三、会议的主要内容及日程安排

2018 年 11 月 10 日 会议报到注册

09:00—22:00 会议报到注册 地点：铁桥建国大酒店、汤池锦悦酒店

2018 年 11 月 11 日 授课、操作技能展示

08:00—17:30
地点：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三楼综合厅（授课展示）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一号楼五楼学术报告厅、五楼教学区（操作技能展示）

中、晚餐 地点：武汉大学口腔医院食堂

2018 年 11 月 12 日 特邀专家专题报告

地点：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02 荆风厅

08:30—08:45 开幕式及合影

08:50—12:00 专家报告

12:00—13:00 中餐 地点：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A4 馆就餐区

13:15—15:00 专家报告

2018 年 11 月 12 日 分会场

15:10—17:30 第一会场（帮扶工作交流论坛）地点：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一楼 V14 楚博厅

15:10—17:30 第二会场（学术研讨会） 地点：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04 荆溪厅

15:10—17:30 第三会场（学术研讨会） 地点：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06 荆花厅

15:10—17:30 第四会场（思政论坛） 地点：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08 荆山厅

17:00—18:30 换届大会 地点：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02 荆风厅

18:30—20:00 晚宴 地点：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五楼宴会厅

2018 年 11 月 13 日 优秀选手授课展示、换届大会及闭幕式

地点：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02 荆风厅

09:00—11:30 前 6 名优秀选手授课展示

11:30—12:00 闭幕式

12:00—13:00 中餐 地点：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A4 馆就餐区



四、各个展示版块细节：

会场主题 地点 会场面积及配置

第一会场（帮扶工作交流论坛） 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一楼 V14 楚博厅 90 平方米、 投影仪*1 、PPT 比例 16:9

第二会场（学术研讨会） 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04 荆溪厅 400 平方米 、投影仪*2 、PPT 比例 16:9

第三会场（学术研讨会） 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06 荆花厅 400 平方米 、 投影仪*2 、PPT 比例 16:9

第四会场（思政论坛） 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08 荆山厅 400 平方米、 投影仪*2 、PPT 比例 16:9

主会场（专家专题讲座） 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202 荆风厅 800 平方米 、LED 显示屏、PPT 比例 16:9

注：会场电脑为 Windows7 系统 ，PPT 比例为 16:9。

1．青年教师授课展示：授课时间 15 分钟，请于 11 月 10 日晚上 7:00 来武大口腔医学院三楼

综合厅抽签。

2．分会场学术研讨交流： PPT 演讲 15 分钟。

3. 帮扶工作交流论坛：PPT 演讲 10 分钟。

4.思政论坛：PPT 演讲 5-10 分钟。

五、学分申请

正式注册并参会代表可获学会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3 分，续教项目编号（口继教字

2018-119）。具体学分领取请到现场报到处一学分证领取处咨询。



六、注册及交费事项

1．每位参会者需缴纳会议注册费，注册费标准：

（1）10 月 30 日以前缴费者，口腔医学会（CSA）会员 800 元／人，非会员 900 元／

人，学生（含本科及研究生凭证）400 元／人；

（2）现场缴费者，口腔医学会（CSA）会员 900 元／人，非会员 1000 元／人，学生

（含本科及研究生凭证）500 元／人；

（3）参加授课技能展示和现场技能展示的老师，注册费统一按 800 元／人收取，缴费者

可以同时参加学术研讨会。只有证明已缴纳注册费者才有参加展示资格。

2．注册费缴纳 （注意：注册缴费平台与第一轮通知不同，以本次通知为准）

（1）线上平台交费（推荐）：个人报名及交费

第一步：请关注在微信公众号zbgjkqz027

或扫描以下二维码

第二步：选择菜单“微官网”——进入微官网首页如图：



选择全国教育会议，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学术会议注册信息提交报名。

（2）团体转账汇款公对公账户：

账户名称：武汉英奇会展有限公司；

账 号：4200 1868 6080 5302 7761；

开户银行：建行武汉市省直支行

汇款请注明：姓名＋武汉＋教育＋注册费

单位及团体报名联系人：孟丹丽（15549426869）

（3）现场缴费：现金（人民币）、刷卡（银联卡、公务卡）。

3.交费须知：



（1）提前汇款交费请妥善保存汇款凭证，填写参会回执（见附件 1），团体缴费请填写集

体 参 会 回 执 （ 附 件 2 ）， 以 上 回 执 及 汇 款 凭 证 图 片 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 前 邮 件 至

kqjyzwh163.com（会务组指定邮箱），以便提前开具发票，现场凭付款凭证领取发票，提

前交费截止日后请勿汇款；

（2）注册费发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提供，请准确提供发票抬头、税号等信息，发票一旦

开出，恕不修改及重开；

（3）注册取消与退款：提前注册如需退款，请务必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前与会务组联

系， 2018 年 10 月 30 日之后将不能取消注册和退款。

七、推荐酒店

酒店名称 档次 价格 地址 酒店联系人 电话

铁桥建国大酒店 挂四 560 元/间 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

道 648 号

周娟秀 13886142486

汤池景悦酒店 准四 338 元/间 武汉市汉阳区马沧湖

路 79-80号

赵丛林 13871307961

格瑞斯酒店 准三 288 元/间 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

道 407 号

向闪 13545872435

福缘百合酒店 商务 248 元/间 汉阳区汉阳造龟北路

1-2 号

周娟秀 13886142486

注：会议报到酒店为铁桥建国大酒店、汤池锦悦酒店。如报到酒店房间已满，可入住以上推荐

酒店，回执单上填写完入住酒店后，请与周娟秀（13886142486）电话确认。



（会议期间有大巴车在报到酒店接送至会议中心）

八、会议咨询联系方式

主办方：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教育专委会

学术秘书张玉峰 027－87686104

工作秘书李翠英 13801382933

E-mail:kqjyzwh@163.com

承办方：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237 号邮编：430079

联系人：张玉峰 027－87686104

E-mail: kqjyzwh@163.com

协办方：武汉英奇会展有限公司

会务组联系人：周城慧 15927273739



请于 10 月 30 日之前将参会回执通过邮箱或信件发送给会议承办方 kqjyzwh@163.com。

期待关心口腔医学教育的广大教师、临床医学工作者和口腔教育管理者踊跃光临此次大

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教育专委会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2018 年 10 月 17 日



附件 1

2018 年口腔医学教育学术研讨会（第三轮回执）

参会回执（复制有效）

姓名 性别 手机号

学生 是□ 否□ 学生证号 邮箱地址

会员 是□ 否□ 会员号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您选择的酒店

汇款日期* 汇款人* 汇 款 金 额

（元）*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注：发票一经开出，不能修改，请认真填写发票拍头及納税人识别号；

标“＊”项为必填项目，否则无法提前开具发票。

会议报到酒店为铁桥建国大酒店、汤池锦悦酒店。如报到酒店房间已满，可入住以上推荐酒店。

回执单上填写完入住酒店后，请与周娟秀（13886142486）电话确认。



附件 2

2018 年口腔医学教育学术研讨会（第三轮回执）

集体参会回执（复制有效）

单位

单位联系人及职务 单位联系电话

参
会
人
员

姓名 职务/职称 年龄 会员号 手机 邮箱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集体注册缴费需注明发票开具张数及金额；

发票一经开出，不能修改，请认真填写发票抬头及纳税人识别号；

标“＊”项为必填项目，否则无法提前开具发票。

会议报到酒店为铁桥建国大酒店、汤池锦悦酒店。如报到酒店房间已满，可入住以上推荐酒店。

回执单上填写完入住酒店后，请与周娟秀（13886142486）电话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