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第九届全国中青年神经病学学术大会 

会 议 通 知 

医学术便函[2016]第 182 号 
                          医师: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办，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江苏省医学

会承办，南京脑科医院、江苏省医学会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协办的《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九届全国

中青年神经病学学术会议》将于 2016 年 7 月 7—9 日在南京市召开。 

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院士做专题报告，介绍近年来神经病学临床与基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

展，并就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尤其还新增“青年专家面对面”临床病例讨论诚邀各位同道，尤其是中青年

医师踊跃报名参会，大会组委会将从提交的论文中评选出优秀论文并予以鼓励。参会者授予国家级继续教

育一类学分。 

项目编号：  2016 - 03 - 07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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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发言 30 分钟、专题讲座 20 分钟、分组会发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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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规范会议筹备工作，保证服务质量，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分会鼓励各位参会代表在 2016 年 6 月 20
日之前报名交费，并享受会前注册费优惠。 

 会前注册 
2016 年 6 月 20 日前（含） 

现场注册 
2016 年 6 月 15 日后 

正式代表 800 元 1000 元 
*医学生、护士 600 元 800 元 
*医学生、护士注册需出具有效学生证或护士证。 

 
四、注册程序 

网上注册 
请登录会议网站 www.cmancn.org.cn 在线填写注册信息或可选择会前在线支付注册费  
 

五、注册确认 
秘书处收到注册表及汇款凭证后 7 个工作日内向您寄发“注册确认函”，请对注册信息进行确认。如

果您在寄出注册表 21 日后仍未收到“注册确认函”，请与注册秘书处联系。 
参会时，请您持“注册确认函”到-一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一层注册处签到并领取资料，办理入住手续。

您如已交费，但没有收到“注册确认函”，请携带汇款凭证到注册台签到，领取资料和办理入住。您如果

在 6 月 20 日前尚未向注册秘书处提交注册表，或只提交注册表而未付注册费，请直接到南京维景国际大

酒店一层注册台现场办理缴费注册手续（注册费：1000 元/人）。 

地址：北京东城区东四西大街42号 邮编：100710

http://www.chinamed.com.cn/cds2007在线填写注册信息


 

六、交费方式 

1、在线支付：按照大会网站上的说明和提示操作步骤付款。 

2、会议现场支付 

 

七、取消注册与退款 

您如已经缴了注册费，但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可以取消注册，并申请退还已交的注册费，但需向注册

秘书处提交书面申请。其它方式将不被接受。 

退款的政策如下： 

2016 年 6 月 20 日前（含）收到取消注册通知和退款申请的，秘书处全额退款，但收取 20 元每人的退

款手续费，含邮局汇款的费用。退款手续将在会议结束后的 7 日内办理完毕。 

2016 年 6 月 20 日后收到取消通知和退款申请的，不予退款。 

 

八、住宿标准： 

 

酒店名称 房间类型 房间价格 

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单间 540 

标间 540 

床位 270 

 

以上价格为净价。不通过秘书处预订，将不能享受优惠价格。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九、报到信息 

会议时间 2016 年 7 月 7-9 日  

会议地点： 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地址：南京. 中山东路 319 号 

 

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中华医学学术会务部 

联系人：张悦 

地址：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42 号 226 室 邮编：100710 

电话：010-85158559 

传真：010-65123754 

邮箱；zhangyue@cma.org.cn 

  

网上投稿咨询： 

联系人：陈华雷  

电话：010-8929 2552-816  

手机：18600959473  

邮箱：cmancn@126.com 

 

大会注册/住宿秘书处 

联系人：卢文慧  

电话：86-10-57074024 

mailto:zhangyue@cma.org.cn


手机：13021976264 

传真：86-10-58158124 

邮箱：luwenhui @cytsmice.com 

 

注册、住宿信息： 

会前注册截止日期：2016 年 6 月 15 日 

 

 

抵达会场的乘车路线 

公共交通 

1、南京站： 

 

线路 1： 

    南京火车站南广场出站口步行 230m 乘坐地铁 1 号线，往中国药科大学方向，在新街口站换乘地铁 2

号线，往经天路方向，在明故宫站下车，步行 390m 即可到达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或在南京火车站北广场出站口步行 300m 乘坐地铁 3 号线，往秣周东路方向，在大行宫站换乘地铁 2

号线，往经天路方向，在明故宫站下车，步行 390m 即可到达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线路 2：南京火车站北广场出站口步行 250m，在南京站北广场东站乘坐 36 路公交车，在清溪路站下车，

步行 180m 即可到达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线路 3：南京火车站南广场出站口步行 100m，在南京站南广场西站乘坐 201 路公交车，在明故宫东下车，

步行 350m 即可到达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线路 4：南京火车站南广场出站口步行 360m，在南京站南广场东站乘坐 59 路公交车，在清溪路站下车，

步行 180m 即可到达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或乘坐 17 路公交车在明故宫南站下车步行 675m 即可到达南京

维景国际大酒店。 

 

南京站出租车： 

 

南京火车站南广场出站口或北广场出站口笔直往前 2 分钟，右转进入出租车等候区，等候时间根据现场情

况，16 分钟 6.7 公里 5 个红绿灯，打车约 20 元，途径龙蟠路、北安门街。 

 

 

2、南京南站-  

 

公共交通： 

 

线路 1： 

    南京南站出站口步行 150m 乘坐地铁 3 号线，往林场方向，在大行宫站换乘地铁 2 号线，往经天路方

向，在明故宫站下车，步行 390m 即可到达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或乘坐地铁 3 号线，往林场方向，在常府街站下车，步行 120m 在太平南路常府街站乘坐 202 路公交

车，往灵谷寺方向，在明故宫东站下车，步行 370m 即可到达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线路 2：南京南站出站口步行 150m 乘坐地铁 1 号线往，迈皋桥方向，在新街口站换乘地铁 2 号线，往经

天路方向，在明故宫站下车，步行 390m 即可到达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南京南站出租车： 

    南京南站出站口，按照标示到达出租车等候区，等候时间根据现场情况，34 分钟 11 公里 11 个红绿灯，



打车约 31 元，途径龙蟠南路，内环东线。 
 
 
3、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方式 1：机场大巴： 
    机场巴士 1 号线（城东线），机场巴士候车区位于国内航站楼到达层 3 号门，西华门站下车，步行 940m
即可抵达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预计 1 小时 10 分钟。 

发车时间为每日首个航班旅客到达后 30 分钟内至当天最后一个航班旅客到达，期间视航班和客流量

情况间隔发车，旅客车上等候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下客站为翠屏山宾馆、雨花广场、秦虹桥、西华门、

南京火车站。(票价为 20 元/位) 
 

方式 2：地铁： 
 

T2 航站楼一楼国内到达出口左转 50 米可到达地铁口，乘坐地铁 S1 号线（机场线），约 40 分钟在南

京南站下车，换乘地铁 1 号线或地铁 3 号线（参照南京南站-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公共交通路线）。 
 

机场出租车： 
 
机场出租车上车处位于国内航站楼到达层 3 号门外。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6 年 6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