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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医 学 会
桂医会[2020]117 号

“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暨第三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

之系列学术活动—呼吸病学论坛暨广西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的通知

（第二轮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积极推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深化中国和东盟国家医

学学术交流，同时为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呼吸病学专业的发展，搭建

不同学术思想融合，产学研结合转化的平台，不断推动呼吸病学进步，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办，广西医学会承办，广西医学会呼

吸病学分会、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共同协办的“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暨第三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

坛之系列学术活动—呼吸病学论坛暨广西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定于 2020 年11 月27 日-29 日在南宁召开。此次大会将

围绕新冠抗疫、呼吸介入、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

肺部感染、呼吸重症等相关领域，介绍呼吸病学相关亚专业的最新进

展，追踪学科热点前沿，届时将邀请东盟及国内著名医学专家进行专

题报告。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有关新冠抗疫、呼吸介入、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

喘、肺部感染、呼吸重症等相关领域专题讲座、学术交流等。

二、参会人员：

（一）国（境）外嘉宾：东盟国家（新加坡、柬埔寨、越南、老

挝等）专家学者及青年医学人才；

（二）广西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全体委员；

（三）广西呼吸基层联盟成员，广西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危

重症学组、广西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介入学组候选成员；

（四）广西区内从事呼吸病学及相关专业的医护人员及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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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报到时间、地点及费用：

（一）报到及会议时间：2020 年 11 月27 日14：30－21：30 报

到，11月28 日-29 日开会，29 日撤离。

（二）报到及会议地点：沃笙酒店（南宁市壮锦大道 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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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前自行预定住宿用房，逾期不保证房源。沃

笙酒店订房电话：黄经理 19195739015,预订时请说明参加广西医学会

呼吸病学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可享受协议价（单人房 350 元/间/天，

双人间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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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23 日前扫描会议指定二维码或

大会微官网链接（mm.sciconf.cn/cn/minisite/index/1330）进行报

名，报名成功生成一个注册号，参会当天凭注册号办理签到手续。不

按时报回执及回执信息不完整准确者，会议不保证提供会议资料。

（二）联系人及电话：

广西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秘书：黎雨 13471017297

广西医学会：徐蓉 0771-2803986，黄龙、零宗儒、覃超勇 0771-2803063。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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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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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学会

2020 年11 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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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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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来桂不足 14 天者，谢绝参加会议。

（五）请广西医学会呼吸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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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级医院呼吸

相关科室主任大力支持有关人员参会并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参会

人员个人防控事宜。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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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xiyxh）查询及下载。

附：会议日程

http://www.gxm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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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暨第三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

之系列学术活动—呼吸病学论坛暨广西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日程表

（议程内容、时间如有变化，以会议当天公布议程为准）

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 地点：南宁市沃笙酒店沃轩厅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4:30-15:00 激光消融的临床应用 柳广南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15:00-15:30 待定 白晶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15:30-16:00 EBUS-TBNA 的操作技巧 马礼兵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16:00-16:30 内科胸腔镜的临床应用 凌宙贵 柳州工人医院

16:30-17:00 硬质支气管镜的操作技巧 黎雨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17:00-17:15 答疑与讨论

17:15-18:30 分激光组、硬质支气管镜组、支气管镜组模型操作

时间：202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 地点：沃美厅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08:00-09:00
开幕式

08:30-09:00 中国内镜的现状与未来 李时悦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09:00-09:30
硬质支气管临床应用及新

冠形式下的应对策略

Melvin Tay(郑智

键)
新加坡

09:30-10:00 越南新冠应对经验分享 HOÀNG HÀ 越南

10:00-10:10 茶歇

10:10-10:30

新 型 超 细 支 气 管 镜

BF-MP290F 在肺外周病灶

诊断中的应用

钟长镐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10:30-11:00
柬埔寨呼吸内镜现状及新

冠应对经验分享
CHHAR Bunpaul 柬埔寨

11:00-11:30
老挝呼吸内镜现状及新冠

应对经验分享

Syxiong

BISAYHER
老挝

11:30-12:00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病原体

诊断及检测新进展
宋元林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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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2:20
甲磺司特作用机制药理研

究新进展
吕晓希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协和药物研究所

12:20-12:40
BD Kiestra InoqulA 全自

动微生物研究介绍
陈茶

广东省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广东省中

医院

午餐（会场发放简餐）

14:30-15:00
广西呼吸基层联盟成立仪

式

迟春花主席致辞（中国呼吸基层联盟执行

主席

杨汀教授（中国呼吸基层联盟秘书长）

柳广南教授讲话

15:00-15:20 肺康复治疗进展 杨汀 中日友好医院

15:20-15:40

慢阻肺下呼吸道菌群调节

预防急性加重的探索 张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15:40-16:00
双支扩剂作为中国慢阻肺

患者初始治疗方案的探讨
陈燕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6:00-16:10 茶歇

16:10-16:30
新的影像学技术在慢阻肺

评估中的作用
尹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16:30-16:50 新冠肺机械通气的选择 谢俊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6:50-17:10
雾化祛痰在重症患者气道

廓清中的应用
何志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17:10-17:30
中央型气道狭窄呼吸内镜

介入治疗策略
李亚清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

医院）

17:30-17:50
EBV 置入肺减容术的实施

和管理
侯刚 中日友好医院

17:50-19:30 自行晚餐

20:00-21:20 轩辕论剑（三）：呼吸基础研究论坛

20:00-20:25 ATS MECOR 项目 陈亚红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0:25-20:50
如何申报呼吸学科国家自

然基金
陈志华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二医院

20:50-21:05 研究生汇报基础课题

21:05-21:20 研究生汇报基础课题

时间：202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天） 地点：沃美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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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8:25 待定 钟小宁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08:25-08:50 待定 李超乾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08:50-09:15 肺外周结节诊断新进展 柳广南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09:15-09:35 肺部真菌疾病的病理诊断 顾莹莹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09:35-09:55 BPA 在 CTEPH 的应用 洪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09:55-10:15 肺栓塞抗凝治疗 秦志强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医院

10:15-10:35 肺癌的免疫治疗新进展 马礼兵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10:35-11:45 病例汇报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医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柳州市人民医院，柳州市工人医

院，右江医学院附属医院（每个 10 分钟）

11:45-11:50 闭幕致词 柳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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