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建 省 口 腔 医 学 会

                            闽口医会〔2019〕4号

关于举办 2019 第六届海西口腔学术研讨会暨
福建省口腔医学会学术年会、海西（福建）
口腔设备及材料博览会（CFDE）的通知

（第二轮）

各口腔企业、口腔学界同仁：

为进一步加强口腔行业的学术交流，推进海峡两岸的口腔

行业发展，经学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拟于 2019 年 11 月 8-

10 日在厦门佰翔会展中心召开 2019 第六届海西口腔学术研讨

会暨福建省口腔医学会学术年会、海西（福建）口腔设备及材料

博览会（CFDE），本次会议期间将同期召开福建省口腔医学会第

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12 个专业委员会的换届大会，以及 2

个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现将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一）主办单位：福建省口腔医学会

（三）承办单位：厦门市口腔医学会

福建海丝壹号会展有限公司



（二）协办单位：福建省医师协会口腔科医师分会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省立医院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二、时间地点

学术年会时间：2019年 11 月 8-10日

展览时间：2019 年 11月 8-10 日

地点：厦门佰翔会展中心

三、学术会议安排

福建省口腔医学学术年会暨第六届海西口腔学术研讨会会议安排表

（更新至 2019 年 10 月 19 日，请以大会期间公布的日程表为准）

会议室 日期 时间 主题 讲课题目 讲课专家

会议室 1

11月 8日 9:00-9:30
开幕式及大会主

题演讲

开幕式

11月 8日 10:00-11:00 待定 边专

11月 8日 11:00-12:00 恒牙冠根折处理策略 朱亚琴

11月 8日 13:00-14:30 换届选举 老年口腔专委会换届选举大会 ——

11月 8日 14:30-16:00 成立选举大会 口腔急诊专委会成立大会 ——

11月 8日 16:00-16:40

老年急诊专场

根管系统的形态和处理 范兵

11月 8日 16:40-17:20 老年人瓷嵌体修复 张亚庆

11月 8日 17:20-18:00 口腔临床常见急症的应急处置 陈永进

11月 9日 9:00-10:00 换届选举 种植专委会换届选举大会 ——

11月 9日 10:30-12:00 种植专场 短植体在种植治疗中应用的是与非 李京平



11月 9日 13:30-15:00
如何获得可预期的种植修复稳定的

软组织增量效果
徐淑兰

11月 9日 15:10-16:10 美学区拔牙窝的处理策略 叶展超

11月 9日 16:10-17:10 可视化引导骨再生 朱一博

11月 10

日
9:00-10:30

理事会及主题演

讲

福建省口腔医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

一次会议
陈江

11月 10

日
10:30-11:30

主题演讲-2020FDI世界口腔医学会

大会宣贯
岳林

11月 10

日
11:30-12:30 待定 郑信忠

会议室 2

11月 8日 9:30-10:30 换届选举 正畸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 ——

11月 8日 10:00-10:30

福建省口腔正畸

医疗质量与安全

管理培训班（第

四期）

开幕式 ——

11月 8日 10:30-11:30 正畸侧貌美学的定与不定 金作林

11月 8日 11:30-12:30
牙列美观-正畸医生在迷你美学中的

作用
史建陆

11月 8日 13:30-14:30 正颌外科的颌骨移动目标考量 王旭东

11月 8日 14:30-15:30 正畸矫治目标与牙齿移动的控制 张端强

11月 8日 15:30-16:30 长期稳定和功能咬合目标位的设计 许潾于

11月 8日 16:30-17:30 从肌肉关节功能出发谈正畸目标位 林焱

11月 9日 上午 ——

更简、更快、更稳-全同步带状弓矫

治器的力学思考与临床应用/一步一

步跟我学做全同步带状弓病例

张玉华/李多

11月 9日 13:00-14:00 换届选举 口腔颌面放射专委会换届选举大会 ——

11月 9日 14:00-14:40

口腔颌面影像专

场

口腔颌面部骨发育不良的诊断和鉴

别诊断
李刚

11月 9日 14:40-15:20 鼻腔鼻窦常见肿瘤的影像诊断 沙炎

11月 9日 15:20-16:00 成釉细胞瘤和角化囊肿的鉴别 郑广宁

11月 9日 16:10-16:50
颞下颌关节磁共振检查及其临床应

用
曹代荣

11月 9日 16:50-17:30
唾液腺上皮来源良性肿瘤的影像诊

断
李坚

会议室 3

11月 8日
10：00-

12:00
全瓷微创美学修复的临床实践 ——

11月 8日 12:30-13:30 换届选举 民营专委会换届选举大会 ——

11月 8日 13:30-14:30

闽台学术交流会

引导骨组织再生术的感染预防 李水根

11月 8日 14:30-15:30 待定 台湾嘉宾

11月 8日 15:30-16:30 待定 刘南佑

11月 8日 16:30-17:30 数字化科技在种植的应用 卓瑞棠



11月 9日 16:00-17:00
口腔护理专委会

委员工作会议

口腔护理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

员工作会议

11月 10

日
10:00-11:00

口腔护理院感专

场

口腔护理不良事件的管理 徐佑兰

11月 10

日
11:00-12:00

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污染现状与原

因分析
苏静

11月 10

日
9:00-10:00 口腔门诊的感染控制与管理 李秀娥

二楼会议

室 202

11月 9日 上午
海峡两岸全科病

例大赛
病例分享 待定

11月 9日 下午
海峡两岸全科病

例大赛
病例分享 待定

二楼会议

室 203

11月 8日 15:30-17:00 成立选举大会 口腔全科医学专业专委会成立大会 ——

11月 9日 9:00-10:30 换届选举
口腔修复和材料工艺专业委员会换

届选举大会
——

11月 9日 10:30-12:00 换届选举
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

大会
——

11月 9日 13:30-15:00 换届选举 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 ——

11月 9日 15:00-16:30 换届选举
口腔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

大会
——

二楼会议

室 205

11月 9日 9:00-10:30 换届选举
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

大会
——

11月 9日 10:30-12:00 换届选举
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

大会
——

11月 9日 13:30-15:00 换届选举
口腔粘膜病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大

会
——

4楼会议室

-格心厅

11月 8日 下午 —— 种植会议

陈江、黄文

秀、赖红昌

等

11月 9日 上午 —— 种植新产品推介会 待定

展位号

H15、J15

20人

11月 8日 上午 实操班 贴面、嵌体美学蜡型体检班 ——

11月 8日 下午 实操班 贴面、嵌体美学蜡型体检班 ——

11月 9日 上午 实操班 贴面、嵌体美学蜡型体检班 ——

11月 9日 下午 实操班 贴面、嵌体美学蜡型体检班 ——

展位号

C01、D01

30人

11月 8日 上午 实操班 一步一步做好根管 待定

11月 8日 下午 实操班 一步一步做好根管 待定

11月 9日 上午 实操班 一步一步做好根管 待定

11月 9日 下午 实操班 一步一步做好根管 待定



11月 10

日
上午 实操班 一步一步做好根管 待定

展位号

H01、J01

15人

11月 9日 9:00-12:00 实操班 种植外科基础实操班 宋玮

11月 9日 14:00-17:00 实操班 种植外科基础实操班 宋玮

四、展览会安排

2019 福建口腔展 CFDE 是一个以厦门为中心、辐射全福建、

覆盖海峡两岸及浙、赣、广、深的以“智慧口腔”为主题的学术

会议及展览会。

本届展会面积达到 10000 平米，设置 500 个展位，预计到

会人数达到 15000 余人，近 80场学术会议、百余名海内外专家

共襄盛会。

届时将汇集国内外先进的设备和材料，并且特设国际专区、

台湾专区、智慧口腔专区、种植专区、牙周护理专区、义齿加工

专区、院感专区、实操培训等八大特色展示区。同时融入现场的

体验活动，在展示的同时也能够做到新产品的体验。

五、参会须知

（一）参展范围：口腔治疗设备·数字化口腔·口腔辅助设

备·口腔材料·口腔技工·口腔护理及辅助·杂志、宣传刊物、

挂图、教学用器、技术软件等

（二）会议室设置：共设置 1 个主会场 4 个分会场，1 个民

营会场。

（三）展位设置：光地、豪华标摊、普通标摊。

六、大会推荐酒店



（11 月为厦门展会的高峰期，酒店客房有限，住房紧张，

请参会代表在 11 月 1 日前完成预订，11 月 1 日后预订的，酒

店可能将无法保证足够房源）

（一）厦门佰翔五通酒店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环岛东路 2496 号

会议协议房价：城景房 580 元/间夜，海景房 700 元/间夜

连接佰翔会展中心，步行 50 米可达

订房联系人：吴经理 13959285929（请报“口腔展”订房，

方可享受会议协议价）

（二）厦门空港佰翔花园酒店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翔云一路 50 号

栖园楼会议协议房价：450 元/间夜

栖云楼会议协议房价：商务房 408 元/间夜，行政房 428 元

/间夜

距离佰翔会展中心 8.6 公里，车程约 15 分钟

订房联系人：林经理 13600930452（请报“口腔展”订房，

方可享受会议协议价）

（三）厦门庐山智选假日酒店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 102 号

会议协议房价：370 元/间夜

距离佰翔会展中心 12 公里，车程 20-25 分钟



订房联系人：杨经理 15980814214（请报“口腔展”订房，

方可享受会议协议价）

七、会务费：中华口腔医学会有效会员免收会务费。

八、学分：全程参加会议者可授予国家级 I类学分 8 分。

九、其他事项

参会人员交通、住宿费用自理。请参会人员微信扫描以下二

维码进行预注册报到。

                  福建省口腔医学会

2019年 10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