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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广西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2020年学术年会
暨生殖医学技术新进展学习班的通知

（第二轮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进一步促进广西生殖医学的学术交流，加强和提高各位

同道生殖医学临床技术和管理的水平，由广西医学会主办，广西

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与广西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承办的广西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暨生殖医学技术新进展学习班将于 2020 年 12 月 4-6

日在南宁召开，届时大会将邀请国内外生殖医学领域著名的专家

学者莅临讲学指导，共同分享他们在生殖医学基础与临床最新研

究成果。本次大会将主要聚焦生殖医学领域临床诊治的新理念和

重要技术手段，针对生殖领域相关热点及疑难问题与国内外专家

共同学习和讨论，旨在拓宽生殖医学知识领域，并对生殖医学新

理念、新技术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为全区生殖专业医务人员提供

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同仁踊跃参加此次学

术年会，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专题讲座；

（二）学术交流。

二、参会人员：

（一）广西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全体委员；

（二）全区各级医疗机构从事生殖医学的医技护人员及相关

临床专业人员。

三、会议报到时间、地点及费用：

（一）报到及会议时间：2020年12月4日10:00-21:00报到，4

日下午、5日全天会议，6日12时前撤离。



（二）报到及会议地点：南湖名都大酒店（南宁市青秀区双

拥路30号（0771-5881808）。

（三）会议费用：参会代表每人交会务费800元【依税局要求：

开具发票需提供单位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请各

位代表提前准备】。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费用回单位报销。

（四）本次会议会务组不统一预订住宿。因房源有限，请参

会代 表于 2020 年 11 月27日前自行预定住宿用房，逾期不保证

房源。南湖名都酒店订房电话：梁经理 18178136625,预订时请说

明参加广西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2020年学术年会暨生殖医学技术

新进展学习班可享受协议价（标准单人间568元/间/天，标准双人

间568元/间/天，以上房价含双早）；如有其他需求，可直接联系

酒店。

四、其他

（一）请参会代表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前扫描下方会议报名

二维码或登录网址：https://jinshuju.net/f/qopAlr 进行报名。

逾期不报或者信息不完整者，会议不保证提供会议资料。广西生

殖医院联系人：周玮玮（手机：13878896093）。广西医学会生殖

医学分会联系人：吴惠梅（13517889823），张季阳

（15177782945）。广西医学会联系人：徐蓉（0771-2803986），黄

龙、零宗儒、覃超勇（0771-2803063）

（二）关于授予学分的说明：

1．根据《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中医药局关于推进继续

医学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和规范学分管理的通知》要求，从 2020

年 5 月 19 日起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以电子化授予学分形式取代纸质

学分证书。

2．请参会代表确认本人所在单位是否已开通【继续医学教育

学分管理平台】，如未开通，请所在单位与继教平台负责人联系：

陈家兴 13627882798 负责桂林、贵港、来宾、崇左、北海、

钦州

张荣乐 13768396890 负责南宁、百色、河池、防城港

罗 怀 13977188102 负责柳州、玉林、梧州、贺州

3．请参会代表自行下载“掌上华医 APP”，并提前熟悉操作



步骤，在培训现场完成扫码考勤、参加考试、项目评价三个步骤

（缺一不可），考勤数据提交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经审

批通过后，授予相应学分至个人账户。

4．为方便学员完成考勤操作，广西医学会公众号

（guangxiyxh）【学术交流】- 继教管理板块提供“掌上华医 APP

使用指南”，供学员参考。

（三）参会学员必须遵守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法规，

会议期间务必佩戴口罩。有新冠肺炎疑似症状以及从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或从新疆喀什来桂不足 14 天者，谢绝参加会议。

（四）请广西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各地委员在主委的统一布

署下，负责核实辖区内通知是否发放到位，积极组队参会；请各

级医院生殖科及相关科室主任大力鼓励和支持有关人员参会。

（五）通知可登录广西医学会网站 www.gxma.org.cn 或关注

广西医学会微信公众号查询及下载。

附：会议日程

广西医学会

2020年11月9日



附： 广西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

暨生殖医学新进展学习班日程表

会议地点：南宁名都大酒店 会议时间：2020 年 12 月 4-5 日

报到时间 2020 年 12 月 4 日 10:30-21:00

12 月 4 日 下午 南湖名都 2 楼会议室 1

14:30—15:30 主题：子宫内膜异位症与不孕专题讲座 主持人： 杨尚武 朱茂灵

报告题目 报告专家

14:30—15:00 子宫内膜异位症基础与临床研究最新进展
孙燕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

15:00—15:30
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子宫内膜息肉不孕患

者的临床治疗思考

周红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15:30—15:50 卫星会议&茶歇

15:50—17:30 主题：子宫内膜异位症与不孕专题讲座 主持人：罗海琼、胡一飞、滕若冰

报告题目 报告专家

15:50—16:20
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排卵障碍的临床

处理策略

丘映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16:20—16:50 子宫内膜异位症生育力保存的进展
段金良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24 医院

16:50—17:20 精细化超声诊断在辅助生殖技术中的应用
陈融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20-17:30 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疑难病例分享 专家讲评

12 月 4 日 下午 南湖名都 2楼会议室 3

14:30—16:00 主题：实验室与男科 主持人： 唐永梅、王志强、薛林涛

报告题目 报告专家

14:30—15:00 低质量胚胎形成相关因素与妊娠结局分析 江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00—15:30 Quality and Risk management in the

IVF laboratory

许常龙

南宁第二人民医院

15:30—16:00 胚胎培养液检测技术进展 范莉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16:00—16:20 卫星会议&茶歇



16:20—17:20 主题：实验室与男科 主持人：牛向丽、刘英

报告题目 报告专家

16:20—16:50 胚胎实验室生殖医学临床研究的最新思考 张顺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16:50—17:20 供卵与冻卵技术新进展 王维华

美国休斯敦生育研究所

19:00—21:00 晚餐＆广西生殖同仁晚会

12 月 5 日 上午 开幕式（南湖名都 3 楼宴会厅） 08:00—08:20

开幕式 开幕式 主持人：林忠

12 月 5 日 上午 大会报告日程

8:20—9:40 主题：学术讲座 主持人：蒋军松、马海兰

报告题目 报告专家

8:20—09:00 不明原因不孕症中轻中度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再认识 覃爱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00—09:40 生殖中心质量管理 倪亚莉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9:40-9:55 卫星会议＆茶歇

9:55—11:55 主题：学术讲座 主持人： 李柳铭、余霞、罗开玲

报告题目 报告专家

9:55—10:35 精子发生的微环境对精子发生影响的最新研究 姚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10:35—11:15 子宫内膜容受性因素与反复种植失败最新研究进展 李艳萍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1:15—11:55 基于生育力保护的子宫肌瘤微无创治疗 林忠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

12:00—14:00 午餐



12 月 5 日 下午 南湖名都 2 楼会议室 2

14:30—16:00 主题：护理与伦理专题 主持人： 覃晓、黄伟媚、苏胜红

报告题目 报告专家

14:30—15:00 生殖护理同质化发展 邓明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30 后疫情时期生殖中心患者的管理 李梦洁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

15:30—16:00 降低助孕多胎的伦理认识 张海英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16:00-16:15 卫星会议＆茶歇

16:15—17:15 主题：护理与伦理专题 主持人： 王俊利、舒金辉

报告题目 报告专家

16:15—16:45 胚胎处置过程中伦理法律问题的思考 罗宇迪

玉林市妇幼保健院

16:45-17:15 反复种植失败的的诊断与治疗：循证与挑战 姚军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17:15-17:30 生殖伦理案例分享 专家讲评

12 月 5 日 下午 南湖名都 2 楼会议室 1

14:30—16:00 主题：生殖内分泌与生殖外科 主持人：韦霁云、韦静、吴洪波

报告题目 报告专家

14:30—15:00 罂粟乙碘油子宫输卵管造影的诊断质量与临床应用 乃东红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

15:00—15:30 不孕症输卵管积水的处理 马黔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5:30—16:00 PCOS 管理与促排卵治疗 李萍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16:00-16:15 卫星会议＆茶歇



16:15—17:15 主题：生殖内分泌与生殖外科 主持人：詹雅茜、黄彦妮

报告题目 报告专家

16:15—16:45 子宫输卵管造影的规范化操作 李鸿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45-17:15 不明原因反复早期流产免疫和血栓控制的临床处理考量 谭卫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7:15-17:30 疑难病例分享 专家讲评

17:30-18:00 闭幕：大会总结 覃爱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会议安排

报到时间：2020 年 12 月 4 日 10:30-21:00

撤离时间：2020 年 12 月 6 日 （12:00 前 ）

报到地点：南湖名都大酒店（地址：南宁市双拥路 30 号南湖名都

广场 A 座）

南湖名都大酒店联系电话：0771-5881808

乘车路线

南宁吴圩机场至南湖名都大酒店大酒店：可直接乘坐出租车至酒

店，计费约 100-140 元；

南宁火车站（南宁站）至南湖名都大酒店：可直接乘坐出租车至

酒店，计费约 23-25 元；或乘地铁 1 号线至南湖站下车，步行

1600 米；也可乘坐 B10、32、6 路公交车，下车后步行不超过

2000 米即可到达。

南宁火车站（东站）至南湖名都大酒店：

可直接乘坐出租车至酒店，计费约 30-40 元；或乘地铁 1 号线至

南湖站下车，步行 1600 米；也可乘坐 K6、B17、29、BK4 公交车，

下车后步行不超过 2000 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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