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计划生育学学术会议
会 议 通 知
医学术便函[2017]第 487 号
各位医师:
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定于 2018 年 4 月 25-27 日在天津市召开中华医学会第十四
次全国计划生育学学术年会。
内容将涵盖计划生育学和生殖健康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临床路径、服务模式和流行
病学研究等。大会将介绍计划生育学新进展、新动向，探讨学科前沿、焦点、热点等问题。
届时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及学者进行专题报告，本届年会拟增加管理论坛、国际论坛、相
关交叉学科主委论坛；开设生殖保健、女性生育调控、男性生育调控、遗传优生、生育信息
学、中西医结合、青年论坛等 7 个分会场。同时举办继续教育讲座。大会组委会诚挚地邀请
全国各地的同道踊跃参加此次会议。本次会议被全国继续教育委员会授予国家一类继续教育
学分。只有正式注册的代表才能申请继续教育学分。项目编号： 2018-05-03-137 (国)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经会议筹委会研究决定，您的论文被本次大会选用并进行学术交流。
论文题目：
二、专题讲座 30 分钟、大会发言 15 分钟、分组会发言 10 分钟、请会议发言的代表准备好
多媒体课件（PowerPoint 演示文稿）
，按规定时间作好发言准备。
三、注册费：会议代表会前优惠注册费 800 元，现场注册费 1000 元。在校研究生或护士凭
学生证及相关证件注册可享受优惠价格。
前期优惠注册截止时间：2018 年 4 月 5 日
四、住宿标准：
酒店名称

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

房型

优惠价格

（元/间）

单间

650 元/间/天

标间

700 元/间/天 （350 元/床/天）

单间

550 元/间

标间

550 元/间/天 （275 元/床/天）

天诚丽筠酒店

五、报到及会议地点：
报到及会议地点：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 328 号
六、会议时间：2018 年 4 月 25-27 日，25 日全天报到,26-27 日会议。

七、参会代表请登陆大会网站 www.nccsfp.org，进行会议注册，以便安排住宿。
八、住宿预订秘书处：
联系人： 卢文慧
电话： 010-57074024
手机号：13021976264
传真： 010 58158199
邮箱：luwenhui@cytsmice.com
九、大会秘书处：
联系人：张悦
电话：010-85158559
传真：010-65123754
电子邮件：zhangyue@cma.org.cn
十、注册报名秘书处：
联系人：宋梦华
电话：010-89292552-606
手机：18611571671
电子邮件：nccsfp@126.com
十一、会议简要日程（请以最终日程册为准）
：
4 月 25 日
星期三
0830-0900
0900-1200
1200-1400

报到注册
（9：00-22:00）

4 月 26 日
星期四

4 月 27 日
星期五

开幕式

分会场 1-3

全体大会 1

分会场 4-6

午餐/学术专场

午餐/学术专场

全体大会 2

全体大会 3

常委会全委会

闭幕式

1400-1530
1540-1720

会前专题培训班

1730-1830
1830-2030

晚餐

十二、乘车路线如下：
各交通枢纽前往会场酒店——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
1.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出发：
绿色出行（地铁）
：①在滨海国际机场站上车，乘坐地铁 2 号线（曹庄方向）
，在天津站站
内换乘，乘坐津滨轻轨地铁 9 号线（东海路方向），在大王庄（A 口）下
车，步行 810 米到达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全时长约 57 分钟。
出租车出行：途径机场大道、卫国道、十一经路，总时长约 27 分钟，共 18.1 公里，约 42
元。
2. 天津站出发：

绿色出行（地铁）
：从天津站上车，乘坐津滨轻轨地铁 9 号线（东海路方向），在大王庄（A
口）下车，步行 810 米到达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全时长约 17 分钟。
出租车出行： ①途径新开路、九经路，总时长约 18 分钟，共 4.9 公里，约 13 元。
②途径五经路、海河东路，总时长约 17 分钟，共 5.7 公里，约 14 元。
3. 天津西站出发：
绿色出行（地铁）
：步行 100 米，在西站上车，乘坐地铁 1 号线（财经大学方向）
，在西南
角站站内换乘，乘坐地铁 2 号线（滨海国际机场方向），在天津站站内
换乘，乘坐津滨轻轨地铁 9 号线（东海路方向），在大王庄（A 口）下车，
步行 810 米到达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全时长约 37 分钟。
出租车出行：①途径子牙河南路、海河东路，总时长约 26 分钟，共 9.4 公里，约 20 元。
②途径南马路、海河东路，总时长约 30 分钟，共 9.8 公里，约 21 元。
4. 天津南站出发：
绿色出行（地铁）
：步行 100 米，在南站上车，乘坐地铁 3 号线（小淀方向）
，在天津站站
内换乘，乘坐津滨轻轨地铁 9 号线（东海路方向），在大王庄（A 口）下
车，步行 810 米到达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全时长约 55 分钟。
出租车出行：①途经京福支线、吴家窑大街，总时长约 53 分钟，共 22.7 公里，约 54 元。
②途经黑牛城道、解放南路，总时长约 54 分钟，共 28.8 公里，约 69 元。
5. 通莎客运站出发：
绿色出行（地铁）
：步行 230 米，从天津站上车，乘坐津滨轻轨地铁 9 号线（东海路方向）
，
在大王庄（A 口）下车，步行 810 米到达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全时长约
20 分钟。
出租车出行：①途径新开路、九经路，总时长约 17 分钟，共 4.7 公里，约 12 元。
②途径五经路、海河东路，总时长约 16 分钟，共 5.5 公里，约 14 元。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
2018 年 2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