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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2016 年全国肝病学术年会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第三届青年论坛 

暨第六届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肝病峰会 

 

会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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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医师/研究人员：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印度尼西亚肝病学会联合主办的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2016 年全国肝病学术年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青

年委员会第三届青年论坛暨第六届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肝病峰会》，将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10 月 22 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召开。大会组委

会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同道踊跃参加此次盛会。 

    全国肝病学术年会是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的重点学术活动，也是展示我

国肝病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学科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会议将邀请

国内外肝病学领域著名专家作主旨发言、专题报告和讲座，就肝脏疾病临床和

基础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介绍和交流；同时，本次会议正值肝病学分

会新一届学组换届成立，特设各学组专题分会场，将围绕病毒性肝炎、脂肪性

肝病/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肝病、肝纤维化、肝衰竭及人工肝、肝癌以及其他肝

脏相关疾病等临床与基础医学的新进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另外，本

次青年论坛将邀请在肝病学术领域内活跃的中青年学者出席，并进行论文交流、

壁报展示、教学查房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术活动。参会者将获得中华医

学会 I 类医学继续教育学分。 

第六届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肝病峰会将同时召开，预计有超过 100 位印尼

肝胆病专家参会。两国学者将就肝胆疾病流行病学、预防、诊断、治疗、管理等

方面进行交流和探讨，促进两国学者学术思想的交融和碰撞，推动两国肝病学的

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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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告 20 分钟，讨论 10 分钟）、专题讲座 15-20 分钟、

分组会发言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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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地点： 

 

   时 间：2016 年 10 月 20 日－22 日 

   会 场：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地 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西路 16 号 

 

   报到时间：2016 年 10 月 20 日 09:00-22：00 报到 

         2016 年 10 月 21-22 日 08:00-18:00 会议 

请登录大会官网：www.hepachina.org 了解详情。 

 

四、注 册 费：  

为了规范会议筹备工作，保证服务质量，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鼓励各位参

会代表在 2016 年 10 月 12 日之前报名交费，并享受会前注册费优惠。 

 
会前注册 

2016 年 10 月 12 日前（含） 

现场注册 

2016 年 10 月 12 日后 

正式代表 800 元 1000 元 

*医学生、护士 600 元 800 元 

 北京市代表 600 元 800 元 

*医学生、护士注册需出具有效学生证或护士证。 

北京市代表（须凭有效工作证或单位证明）才能享受会议优惠价格。 

注册程序 

网上注册 

请登录会议网站 www.hepachina.org 在线填写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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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正门一层大

http://www.hepachina.org/
http://www.hepachina.org/
http://www.cmancn.org.cn/2014在线填写注册信息
http://www.cmancn.org.cn/2014在线填写注册信息


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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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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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直接到北

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一层大堂现场办理缴费注册手续（注册费：1000 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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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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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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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手续将在会议结束后的 7

日内办理完毕。 

 

2016 年 10 月 12 日后收到取消通知和退款申请的，不予退款。 

 

 

大会秘书处 

网上注册咨询 

联系人：陈华雷 

电话：010-8929 2552-816 

手机：18600959473 

传真：010-6512 3754 

电子邮件：hepachina@126.com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张悦 

电话：8515 8559 

传真：010 6512 3754 

电子邮件：zhangyue@cma.org.cn  

 

住宿秘书处 

联系人：张北峰 13801156199 

赵  强 13901116810 

邮箱：13801156199@163.com 

 

 



重要日期 

网上投稿开放时间：2016 年 7 月 10 日 

摘要投递截止日期：2016 年 9 月 5  日 

通知摘要审稿结果：2016 年 9 月 30 日 

会前注册截止日期：2016 年 10 月 12 日 

取消会前注册并获得全额退款截止日期：2016 年 10 月 12 日（含） 

 

六、住宿标准： 

需要预订住宿的参会代表请务必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前在大会网址填写《与

会代表订房表》，根据《与会代表订房表》的相关预订流程办理酒店预订，完成

缴费并取得大会订房管理中心提供的《订房确认单》视为预订成功。若参会代表

在 10 月 12 日前未取得大会订房管理中心提供的《订房确认单》，则预订不成功，

可于 10 月 20 日至大会注册现场住宿管理区办理酒店住宿，大会订房管理中心将

根据酒店房源情况尽可能考虑代表要求进行住宿安排。 

如预订酒店已满则由大会订房管理中心统一调配。 

酒店名称 星级 房间类型 房间价格 酒店地址 距离会场车程 

国家法官学院北京分院 四星 标准间 750 元/间/天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雁水路 9 号 10 分钟 

  床位 375 元/床/天   

统战部培训中心 四星 标准间/单间 500 元/间/天  北京市怀柔区干涧峪自然保护区内 15 分钟 

  床位 250 元/床/天   

中建雁栖湖酒店 四星  标准间/单间 750 元/间/天 北京 怀柔区 雁栖湖雁秀路 1 号 10 分钟 

  床位 375 元/床/天   

益田影人花园酒店 四星 标准间/单间 650 元/间/天 
北京 怀柔区 杨宋镇怀耿路 122 号（中影

基地东侧） ，近杨雁路、雁栖会展中心。 

15-20分钟 

  床位 325 元/床/天   

航天科工培训中心 三星 标准间 480 元/间/天 怀柔区雁栖镇雁山路 17 号 10 分钟 

   240 元/床/天   

顶秀美泉假日酒店 三星 标准间/单间 600 元/间/天 怀柔区 雁栖镇顶秀美泉小镇丙 9 号 10 分钟 

  床位 300 元/床/天   

以上价格为净价。不通过秘书处预订，将不能享受优惠价格。 

会议只提供往返于以上各酒店与会议中心之间的往返班车，不提供其它饭店与会

议中心之间的交通。 

 

 

 

 

 

 



 

 

学术日程初步框架： 

 

10 月 20 日 

星期四 

10 月 21 日 

星期五 

10 月 22 日 

星期六 

10 月 23 日 

星期日 

0730-0800 

报到注册 

  撤离 

0815-0900 开幕式 学组分会 1-2  

0900-1200 全体大会 学组分会 3-4  

1200-1330 午餐/学术专场 午餐/学术专场  

1330-1530 学组分会 1-2 

全体大会 

 1540-1740 学组分会 3-4 

1740-1840 学术专场 闭幕式  

1900-2100 学组换届 晚餐  晚餐  

 

抵达会场的乘车路线如下： 

1. 接站与送站： 

10 月 20 日 9:30-21:30，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到达层出口 11 号门，每小时一班，至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到达出口时，请注意在会议标识的接站牌处集合，集体前往上车地点。在 首都

机场 T2 航站楼到达的代表，可乘坐机场快轨前往 T3 航站楼会议班车集合处。 

10 月 20 日 9：30-21：30，市区上车地点：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旁地铁口路边

（地铁二号线，东四十条站，地址：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2 号）至北京雁栖

湖国际会展中心，每小时一班，报到当日大会设市区至会场的班车方便代表报到

注册。具体上车地点详见大会官网，请代表凭开会通知或相关参会证明前往乘车。 

10 月 22 日 18:00-20:00，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至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北京雁

栖湖国际会展中心至三元桥，两条送站线路。每小时一班，上车地点请注意会场

内通知。 



 

 

2. 会议班车： 

10 月 21、22 日大会指定入住的酒店早晚有班车接送代表于酒店和会场之间，上

车地点、线路及发车时间表请注意会场及酒店大堂的通知。 

3. 出租车：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周边尚未覆盖公交线路，自行前往的代表建议乘坐出租
车，参考价格如下。 

首都国际机场：约 42 公里，途经京沈路、京密高速，60 分钟，140 元 

北京站：约 70 公里，途经京承高速、大广高速，70 分钟，227 元 

北京南站：约 76 公里，途经京承高速、大广高速，70 分钟，250 元 

北京西站：约 73 公里，途经京承高速、大广高速，70 分钟，240 元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6 年 9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