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预防医学会

川预学 〔⒛16)23号

四川省预防医学会关于召开全国第一届 HPⅤ

感染与生殖道疾病会议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

为进一步加强和推动我国女性生殖道 HPⅤ 感染规范化诊

治,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四川省预防医学会妇科肿瘤预防

控制分会秉承
“
精准医疗、防治结合、创新协作

”
的理念 ,

将于 ⒛16年 7月 1日 至 3日 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在成

都联合举办全国第一届
“
HPⅤ 感染与生殖道疾病

”
会议,大会

主席由尹如铁教授担任,会议合作媒体中国妇产科网。

本次会议特邀请到全国著名妇科肿瘤专家彭芝兰教授、

魏丽慧教授、林仲秋教授、刘继红教授、吕卫国教授、赵霞

教授、周琦教授1王平教授、古扎丽教授等,以及国际国内

知名的临床流行病专家乔友林教授,全国著名的外阴阴道宫

颈病变专家钱德英教授、隋龙教授,妇科肿瘤病理专家杨开

选教授、刘钧教授等,国家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张志新教授 ,

泌尿外科专家李响教授作专题讲座。内容融汇业界最新、最



权威观点和经验,就女性 HPⅤ 感染及生殖道疾病规范化诊治

的热点、难点及诊疗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阐述,注重实用

性和科学性的融合、前沿知识与经典技术的结合、本专业与

多学科的联合、基础和临床的整合,为 临床工作实践与教学

科研提供宝贵的借鉴与指导”学员可充分利用此次学术交流

平台,与知名专家就有关问题作深入探讨,本次会议必将对

我国女性生殖道 HPV感 染及官颈病变的诊治产生积极的影

响。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1、 报到时间:⒛ 16年 7月 1日 (星期五)下午

1⒊ 00△⒐00,地点:岷山饭店大厅

2、 会议地点:⒛ 16年 7月 2日 -3日 岷山饭店三楼岷

山厅 (成都岷山饭店,成都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55号 ,电

话: 028-85583333)

二、参会人员

妇产科学、病理学、肿瘤学、实验医学、预防医学、临

床流行病学及相关专业同仁。

三、会议费用

参会人员需交会务费 600元/人 (含 资料费及餐费),食

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费及交通费回单位按规定报销。

岷山饭店住宿标准:400.00元 /天 (商务楼标准间),

550.00元 /天 (主楼标准间)。

会议不支持 POS机刷卡结算业务,会务费现场以现金方式

收取。如需转账,请提前转至四川省预防医学会账户 (户 名 :

四川省预防医学会,开户行:交行华西支行,账

号:51160901701815012998茌 ),并注明
“
全国第一届 《HPV感

染与生殖道疾病》
”
字样,报到当天凭转账凭证报到注册。



四、报名方式

请参会人员于⒛16年 6月 ⒛ 日前,向 四川大学华西第

二医院妇产科教研室报名。如需统一安排住宿,请务必于

⒛16年 6月 ⒛ 日之前回执,以保障会务住宿的便捷性。

1、 邮件回执:请注明
“
全国第一届 《HPⅤ 感染与生殖道

疾病》
”,邮箱:hxfc⒅ 126。 ∞m

2、 信件回执: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产科教研室,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⒛ 号;邮编:610041

五、学分

参会学习合格者将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类学分 8

爿卜 【2016-05-01-118 (国 )】。

六、联系人

四川省预防医学会秘书处

文刂  莉  028-85583632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产科教研室

须昌隆 李波 028-85502391

本通知及 附件可在 四川省预 防医学会健康梦 网站

www。 hea1thydream。 org下载。

附件 :1。 会议 日程

2,会议回执

3,酒店交通图       /''



四川省预防医学会 2016年 5月 9日 印发



附件 ⒈

四川省预防医学会

全国第一届 《HPⅤ 感染与生殖道疾病》会议 日程

时间:⒛ 16年 7月 卜3日 ,1日 下午 13:00~19:00报到

报到地点:岷山饭店大厅  会议地点:成都岷山饭店 3楼岷山厅

会议内容

时 间 内容 讲者 主持人

⒛16年 7月 2日

8:00-8:20 开幕式:预防医学会领导、张林院长致辞 尹如铁教授

8:20-8:50
大数据时代下的中国妇科肿瘤现

状
魏丽慧教授

郄明蓉教授

郝权教授

马用信教授

8:50-9:20 中国各地区 HPⅤ 感染分布 乔友林教授

9:20-9:50
HPⅤ 感染与阴道癌前病变的诊治

进展
林仲秋教授

9:50-10:00 茶歇

10:00-10:30 子宫颈癌筛查指南解读 彭芝兰教授
张家文教授

陈棵教授

任黔川教授

李春梅教授

10:30-11:00
子官颈癌前病变新分类与处理进

展
吕卫国教授

11:00-11:30 阴道镜技术之精髓 钱德英教授

11:30-12:00 HPⅤ 检测与宫颈病变分流 隋龙教授

12:00-13:30 午餐

13:30-14:00 宫颈广泛手术技巧分享 王平教授 潘小玲教授

林永红教授

何跃东教授

14:00-14:30 复发子宫颈癌的治疗 刘继红教授

14:30-15:00 HPV疫苗 赵霞教授

15:00-15:20 茶歇

15:20-15:50
结合临床大样本和基础研究的科

研设计
张志新教授 康德英教授

唐均英教授

韩爱军教授
王丹青教授

15:50-16:20 HPⅤ 的致瘤机制研究进展 郑莹教授

16:20-16:50 HPⅤ 感染与阴茎癌 李响教授

16:50-17:20 HPⅤ 感染与妊娠 尹如铁教授

17:20-17:50 官颈病变术中冰冻病理诊断 杨帆教授

17:50- 晚餐 (芝芝咖啡厅 )



2016年 7月 3日

8:00-8:30 与 HPⅤ 感染无关的子官颈癌 周琦教授

楼江燕教授

朱鸿教授

齐小雪教授

8:30-9:00

HPⅤ 感染与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分

布/新疆维吾尔族宫颈癌及正常

人群中HPⅤ 分布的特征

古扎丽教授

9:00-9:30 常用 HPⅤ 检测技术及优缺点 杨开选教授

9:30-9:50 茶歇

9:50-10:20 HPⅤ 感染与性传播疾病 谢兰教授
樊英教授

林卫教授

章培教授

令狐华教授

10:20-10:50
HPⅤ ~检测在子宫癌前病变随访中

的价值
毛熙光教授

10:50-11:20 HPⅤ 感染与官颈病理改变 刘钧教授

11:20-11:50 生殖道感染的中医药治疗 谢萍教授

11:50-12:00 总结
尹如铁教授

李清丽教授

12:00 午餐 (芝芝咖啡厅 )



附件 2:

全国第一届 《HPⅤ 感染与生殖道疾病》会议回执

(复 印有效 )

姓名 `l± 另刂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学历 /学

位

由阝编 移动电话

由阝箱

是否住宿 否 ( )9单间 ( ),标准间 ( ) 备注 :



附件 ⒊ 岷山饭店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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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机场专线 1号线到
“
锦江宾馆

”
站下车;乘出租车:从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到岷山饭店乘座 Taxi(打车去),路程约 18。 3公

里,大约花费 36元路费

火车北站:16、 99路或乘地铁一号线到
“
锦江宾馆

”
站下车 (C

出口步行 3分钟可到达酒店);

火车东站:乘坐地铁二号线到
“
天府广场

”
站换乘一号线到

“
锦

江宾馆
”
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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