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口腔医学会 
 

2020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急诊专业委员会第五

次口腔急诊学术年会通知（第二轮） 
各有关专家： 

2020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急诊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口腔急诊学术年会（项目编号：

2020-08-05-062 (国)）将于 2020年 12月 2-5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此次会议由中华口腔

医学会口腔急诊专业委员会主办，福建省口腔医学会、福建省口腔急诊专业委员会和联勤保

障部队第 900 医院口腔中心承办。会议将邀请国内各大院校知名专家教授就口腔急诊相关前

沿进展、牙外伤规范化诊疗、疫情及后疫情时代口腔诊疗的风险与防控等方面内容进行精彩

主题演讲。同时，会议还将设立中青年学术论坛、口腔急诊优秀病例交流及松动牙固定术理

论和操作培训班。正式注册并参加本次大会的参会代表可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4分。 

本次会议将同期召开中华口腔医学会第二届口腔急诊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常务委员会议和

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请全体委员按时参会并组织相关领域医护人员参加学习。 

 

一、 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20年 12月 2日-2020年 12月 5日 

会议地点：福州闽江世纪金源大饭店（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潘墩路 188号） 

 

二、 会议内容 

 

时间 内容 地点 

12 月 2 日全天 注册报到  酒店一楼大堂 

12 月 2 日 

16：00-17:00 
第三次常委会议 首长接见厅 

12 月

3 日

上午 

8:30-9:00 开幕式/合影 国际会议厅 

口腔急诊相关主题演讲   国际会议厅 

9:00-9:40 
口腔临床常见椅旁急症的分类、预防及应急处置 

陈永进教授 



 

9:40-10:20 
口腔疼痛的应急处置      

余东升教授 

 

10:20-10:40 休息 

10:40-11:20 
颌骨骨折线上牙的急诊处理对骨折愈合的影响 

傅升教授 

11:20-12:00 
牙周出血的分类及急诊处理流程 

张英教授 

12月

3 日 

下午 

牙外伤和防疫相关主题演讲 国际会议厅 

13:30-14:10 
撕脱牙再植的最新理念与并发症的治疗 

龚怡教授 

14:10-14:50 
可预期的牙外伤治疗 

盛列平教授 

14:50-15:10 休息 

15:10-15:50 
口腔急诊的应急管理和感染控制 

朱亚琴教授 

15:50-16:30 
同舟共济 众志成城——新冠疫情之我＂见＂ 

刘平先教授 

16:30-17:10 
唇齿相依，共克时艰——湘雅医院口腔人的抗疫担当 

蒋灿华教授 

17:10-18:00 第二次全委会议 国际会议厅 

12 月

4 日

上午 

 

中青年学术论坛 重庆厅 

8:30-9:10 
年轻恒牙外伤松动移位的固定策略  

 白洁（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9:10-9:50 
年轻恒牙外伤后并发症的治疗策略 

张黎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9:50-10:40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促撕脱性损伤牙周膜组织愈合研究的临床转化 

刘艳丽（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10:40-11:20 
年轻恒牙挫入的急诊处理策略 

王艳（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11:20-12:00 
创伤与急救的临床评估和治疗流程 

欧阳奇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2 

月 4

日下

午 

13:30-16:00 口腔急诊优秀病例交流 重庆厅 

16:00-16:30 闭幕式 

12 月

5 日

上午 

8:30-11:30 松动牙固定术理论和操作培训班 

理论授课： 赵隽隽 

实操示教： 周卓君 

         廖骞 

           汤屹群 

         徐群 

 



 

三、 报名及交费 

(一) 注册费标准 

收费

标准 

类别 

注册时间 
非会员 学会会员 

口腔急诊专

科会员 

学生/护士 

（凭有效证件） 

提前注册 

截止 2020年 11月 18日 
￥1500 ￥1200 ￥1000 ￥500 

11月 19日后及现场

注册 
￥1700 ￥1400 ￥1200 ￥800 

 

（二） 交费方式 

1. 提前注册 

1） 微信（推荐） 

    会议可通过微信方式进行报名及交费。请关注微信 “中华口腔医学会”公众号，

无论是否会员，进入公众号的“会员天地”，再进入“学术会议报名”，点击出现的链

接（https://mp.cndent.com/checkme），填写学术会议注册信息提交报名。如参会人员

需使用公务卡交费，可先将公务卡绑定到微信上，再按上述“微信交费报 名”步骤操作即

可（特别提醒：执行交费时务必手动选择公务卡）。  

注：第一次关注中华口腔医学会微信公众号，需先完成个人信息注册，再进行会议

注册报名。 

   2) 银行汇款（截至 11 月 18 日） 

  银行汇款账户信息： 

户名：中华口腔医学会； 

账号：0200007609014459190；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请务必附言：参会代表姓名+口腔急诊+福州+注册费 

2. 现场注册：刷卡、微信、支付宝 

(三) 交费须知 

1. 提前通过银行转账、汇款的，请妥善保存汇款凭证，填写会议回执（附件 1），并

将回执及汇款凭证图片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前邮件至 kqjzyx@126.com，以便开具电子发

票，11 月 18 日后请勿汇款； 

2. 注册费发票为电子发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后发送至本人预留邮箱，请准确提供

接收邮箱、发票抬头、税号等信息，发票一旦开出，恕不修改及重开； 

mailto:%E5%B9%B6%E5%B0%86%E5%9B%9E%E6%89%A7%E5%8F%8A%E6%B1%87%E6%AC%BE%E5%87%AD%E8%AF%81%E5%9B%BE%E7%89%87%E4%BA%8E2020%E5%B9%B411%E6%9C%8818%E6%97%A5%E5%89%8D%E9%82%AE%E4%BB%B6%E8%87%B3kqjzyx@126.com%EF%BC%8C%E4%BB%A5%E4%BE%BF%E5%BC%80%E5%85%B7%E7%94%B5%E5%AD%90%E5%8F%91%E7%A5%A8%EF%BC%8C11
mailto:%E5%B9%B6%E5%B0%86%E5%9B%9E%E6%89%A7%E5%8F%8A%E6%B1%87%E6%AC%BE%E5%87%AD%E8%AF%81%E5%9B%BE%E7%89%87%E4%BA%8E2020%E5%B9%B411%E6%9C%8818%E6%97%A5%E5%89%8D%E9%82%AE%E4%BB%B6%E8%87%B3kqjzyx@126.com%EF%BC%8C%E4%BB%A5%E4%BE%BF%E5%BC%80%E5%85%B7%E7%94%B5%E5%AD%90%E5%8F%91%E7%A5%A8%EF%BC%8C11
mailto:%E5%B9%B6%E5%B0%86%E5%9B%9E%E6%89%A7%E5%8F%8A%E6%B1%87%E6%AC%BE%E5%87%AD%E8%AF%81%E5%9B%BE%E7%89%87%E4%BA%8E2020%E5%B9%B411%E6%9C%8818%E6%97%A5%E5%89%8D%E9%82%AE%E4%BB%B6%E8%87%B3kqjzyx@126.com%EF%BC%8C%E4%BB%A5%E4%BE%BF%E5%BC%80%E5%85%B7%E7%94%B5%E5%AD%90%E5%8F%91%E7%A5%A8%EF%BC%8C11


 

3. 取消参会及退费说明：口腔急诊专委会将于会议两周前（2020 年 11 月 18 日前），

将审核通过的退费申请汇总后报学会财务部统一办理，逾期不予受理； 

4.  松动牙固定术操作培训班学员名额限 30 人（不额外收费），需提前注册并发送个

人联系方式（姓名+手机号码+报名参加培训班）至专委会邮箱（kqjzyx@126.com）报名，

先报先得，额满为止。 

（四）学分申请 

注册会员申请学分必须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正确完整填写个人信息后上传，会后组

委会将统计结果，统一上报学会申请学分。参会学员可申请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4分，参加操作班学员可申请 5 分。 

 
学分申请个人信息填写微信二维码 

 

四、 住宿 

    温馨提醒：12月为福州展会的高峰期，酒店客房有限，住房紧张，请参会代表在 11月

20日前完成预订，11月 20日后预订的，酒店可能将无法保证足够房源。 

大会指定酒店：福州闽江世纪金源大酒店 

会议协议房价： 

       单人间/标准间：458元/间夜 

请识别以下二维码订房： 

 

 



 

五、 会务组联系方式 

樊丽娜 13905020567 

王海亮 13599065717 

江龙 13816568151 

陶疆 18602197779 

我们诚挚邀请全国各地口腔各专业医护人员积极参加!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急诊专业委员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学术部(代章) 

                                                2020 年 10 月 31 日 

                                                        

 

附件 1 

注册费提前汇款回执 

汇款日期  汇款人  
汇款金额

（元） 
 

汇款方式 □微信            □银行汇款 

接收电子

发票邮箱 
 

发票抬头  是否参加操作班  

纳税人识别号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1、本回执用于对公银行汇款填写 

2、发票一经开出,不能修改，请认真填写发票抬头及纳税人识别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