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北京妇科微创高峰论坛
第十二届全国妇科微创诊疗理论与实践论坛
2017 年北京医学会妇科内镜学分会
暨京津冀妇科内镜协同发展促进会
第三届亚太妇产科内视镜暨微创治疗医学会（APAGE）区域会议
第八届全国妇科微创理论与实践护理论坛

第二轮通知
尊敬的各位同道：
为了更好推动妇科微创诊疗的普及发展，规范微创技术在妇科临床的应用，由中华医学会北京分
会（北京医学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医学会妇科内镜学分会主办，北京妇科微
创诊治中心、亚太妇产科内视镜及微创治疗医学会（APAGE）、首都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系及《中国微
创外科杂志》、《中华医院管理杂志》、《北京医学》协办的“第二届北京妇科微创高峰论坛、第十
二届全国妇科微创诊疗理论与实践论坛、2017 年北京医学会妇科内镜学分会暨京津冀妇科内镜协同发
展促进会学术年会、第三届亚太妇产科内视镜暨微创治疗医学会（APAGE）区域会议以及第八届全国
妇科微创理论与实践护理论坛于 2017 年 8 月 18-20 日在北京天泰宾馆召开。
本次盛会由郎景和院士、严松彪院长、李奇龙理事长担任名誉主席，段华教授、阴赪宏副院长担
任大会执行主席。会议聚焦妇科微创诊疗领域的新理论、新进展、新技术与新方法，进行全方位、多
层次学习交流，旨在为广大妇产科医师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广妇科微创诊疗规范化应用，全面促进
妇产科学发展。届时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对妇科学领域热点、难点问题以及保留器官与生育
功能微创治疗进行深入研讨，并结合手术演示与优秀视频展播进行手术技巧分享。与此同时，第八届
全国妇科微创理论与实践护理论坛聚焦临床护理中的热点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将邀请从事妇科微创领
域的临床护理专家进行专题学术讲座，对于普及护理知识、强化医护配合、促进团队发展必将产生积
极的促进作用。欢迎广大医疗护理同道们参会学习，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大会亮点】
一、院士院长话说医改新形势，促进医院新发展
二、世界内异症大会(2017WCE)最新知识更新
三、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指南巡讲—妇科基层医师手术规范化培训
四、全国优秀手术视频比赛总决赛
五、名家经典手术直播
六、内镜手术培训—宫腔镜仿真操作训练
【名家医师主题报告】
一、 各类妇科疾病规范化诊疗与保留器官保留生育功能治疗
1. 子宫腔疾病诊疗进展与相关问题
2. 女性生殖系统畸形微创诊治热点与难点
3. 特殊部位妊娠的微创诊疗

4. 子宫肌瘤治疗的术式选择及其对生育的影响
5.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微创治疗
6. 子宫内膜异位症与子宫腺肌病微创治疗
二、 妇科恶性肿瘤的微创治疗及相关问题
1. 子宫内膜癌治疗
2. 卵巢交界性肿瘤微创治疗选择
3. 卵巢癌腹腔镜手术争议问题
4. 宫颈癌保留神经功能的手术治疗
5. 腹腔镜盆腹腔血管神经以及盆底相关解剖
三、 妇科基层医师手术规范化培训
1. 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
2. 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剔除术
3. 腹腔镜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
4. 腹腔镜全子宫及附件切除术
5. 腹腔镜广泛性子宫颈切除术
四、京津冀妇科内镜协同发展促进会学术年会
聚焦妇科热点与难点问题，促进京津冀妇科微创协同发展
五、 北京医学会妇科内镜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学术年会
聚焦妇科影像及手术视频解析
【专题研讨会】
1. 全国中青年医师优秀手术视频大赛总决赛
2. 全国医师手术视频展播
3. 2017WCE 最新知识更新
4. 宫颈病与 HPV 感染
5. 妇产科手术术后粘连现状及诊疗规范
6. 小宫腔大世界，宫腔疾病诊疗
【护理论坛】
1. 如何营造临床护理的安全文化
2. 护理岗位管理与绩效考核
3. 妇科内镜器械的消毒管理与院内感染的控制
4. 妇科微创手术临床护理交流与经验分享
5. 如何撰写与发表高质量护理论文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注册费：
1. 妇科微创论坛：1000 元/人；护理论坛：800 元/人（含资料费、午餐，北京学员请携带学分
卡，外地学员发放学分证书）。
2. 发票：统一由“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开具。
3. 代表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费用回单位报销。
4. 会议代表：凡是从事妇产科临床及基础研究的同道均可以参会。
5. 学分授予：国家级 I 类继续教育学分 6 分
6. 提前汇款：
账户名：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
开户行：北京银行长城支行

账
备

号：0109 0365 0001 2011 2005 132
注：银行汇款、支票、现金均可，统一出具“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财务发票。

汇款时，请注明汇款企业名称及“2017 微创论坛”字样，并将汇款底单扫描
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会务组。
二、会议时间：
2017 年 8 月 18-20 日：妇科微创论坛 17 日全天报到，18-20 日开会，21 日撤离；
护理论坛 18 日全天报到，19 日开会，20 日撤离。
三、会议地点：北京天泰宾馆
四、乘车路线：西城区南礼士路头条 1 号(地铁 1 号线南礼士路站 A 口出北行 100 米往西 50
米)本次会议不设接站，请自行前往。
五、大会秘书处：
1、妇科微创论坛会务组：崔 浩：13910465826 （短信报名）
马其波：13811871750 （学术咨询）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北京医学会）:师老师：010-65260165
妇科微创论坛报名邮箱：c4006668489@163.com
2、护理论坛会务组：齐

歆：13810017534

王胜花：010-52277280
护理论坛报名邮箱：sqinger4912@126.com
主办：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北京医学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北京医学会妇科内镜学分会
协办：北京妇科微创诊治中心
亚太妇产科内视镜暨微创治疗医学会（APAGE）
首都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系
《中国微创外科杂志》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北京医学》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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