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会第十一届全国肠外肠内营养学学术会议 

首轮会议与征文通知 
 医学术便函[2017]第 086 号 

尊敬的              医师：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主办，山东省医学会承办，青

岛大学附属医院协办的中华医学会第十一届全国肠外肠内营养学学术会议将于2017

年 5 月 26～28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港中旅（青岛）海泉湾维景国际大酒店举行，我们

欢迎相关专业的临床医师、营养师、药师、护理人员及营养健康工作者积极投稿并

踊跃参会。我们将同广大同仁一道，秉承传承、规范、交流与创新的宗旨，以多学

科临床营养指南-共识推广临床应用为学术重点，以“领航营养、健康中国”为理念，

引领中国肠外肠内营养学事业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现将有关投稿及参会事宜通

知如下： 

    1.投稿领域：关于以下领域的系统评价、随机对照研究、队列研究、观察研究、

病例报告与基础研究均可投稿。 

*肿瘤营养；*儿科营养；*老年营养；*神经营养；*护理；*营养师；*药师； 

*快速康复；*肠道微生态与营养；*炎性肠病与营养；*危重症营养；*营养与代谢 *

其他； 

2.投稿要求： 

*请通过会议网站 www.cmacspen.org 进行在线投稿。会议投稿及参会注册之

前需要先注册个人账户； 

*提交 800 字以内摘要一份，采用四段式写法，包括：目的、方法、结果与结论。

若上传全文，要求使用 Word2003 文件格式。除特邀专题讲座稿件，恕不接受电子邮

件和邮寄投稿；特邀专题讲座稿件请直接发送到 kangweiming@163.com 和

txchenwei@sina.com； 

*论文要求科学合理，逻辑严谨，论点鲜明，结果真实，结论可靠，文字通顺； 

*稿件应是未曾正式发表的原创性论文； 

*在线投稿时，请选择稿件的相应类别； 

3.中英文优秀论文评选：本次会议将从投稿论文中评选中英文优秀论文，并进

行中英文论文汇报及壁报交流。优秀论文作者将获得证书和奖金； 

4.投稿截止日期： 

2017 年 4 月 20 日，截止日期前，可在线修改摘要； 



5.投稿结果查询： 

征文将分为发言、壁报与书面交流等形式。审稿结果可于 2017 年 4 月底通过会

议网站 www.cmacspen.org 查询； 

6.注册费： 

（1）优惠注册费：2017 年 5 月 22 日 24 时前在线注册并交费 

类型 费用标准 所含项目 

非以下类别代表 1000 元/人

注册费/资料费/全套餐费 

（26 日晚餐、27 日午餐及晚餐、28 日午餐） 

学生代表现场报到时，须出示有效学生证件 

专科会员■ 

西部地区代表▲ 

基层医疗机构代表● 

800 元/人 

山东省代表★ 

学生代表◆ 
500 元/人 

注： 

■需在线申请并通过专科分会审定，申请网址 www.cmacspen.org/member； 

专科会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① 取得主治医师（或相应）技术职务后，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要求，从事本专业工作五 

年以上者；  

② 经过专科医师培训已取得专科医师资格者，或通过专科资质培训且合格者； 

③ 取得本专科副主任医师或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者； 

▲指工作单位在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

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代表。 

●指工作单位为县级人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室）的代表。 

★指工作/进修单位为山东省医院（高校）的代表。 

◆注册现场需要出示有效学生证件。 

（2）标准注册费： 2017 年 5 月 22 日以后注册并交费 

类型 费用标准 所含项目 

所有代表 1200 元/人 
注册费/资料费/全套餐费 

（26 日晚餐、27 日午餐及晚餐、28 日午餐） 

7.会议安排： 

会议时间：2017 年 5 月 26～28 日 

报到时间：2017 年 5 月 26 日 10:00～22:00 

报到地点：港中旅（青岛）海泉湾维景国际大酒店·二层大堂会议注册区 

地址/电话：山东省青岛市滨海大道 188 号 / 0532-8906 8888 

会场网站：www.osrqd.com 

8.住宿安排：费用自理，回单位报销。需要预订住宿的代表可与北京市中国旅

行社有限公司联系。会议将根据预订情况，适时在线增加备选酒店供代表预订。 

酒店 房间类型 房间价格 备注 

港中旅（青岛）

海泉湾维景国际

大酒店 

单间 550～650 元/间·夜 单份早餐 

标间 550～650 元/间·夜 双份早餐 

床位 275～325 元/间·夜 单份早餐 

 



9.学分证书： 

凡注册代表可获得中华医学会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未按规定提交注册信息或

未参会代表，不能获得学分证书。学分证书经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审批后在线发

布，发放时间及打印步骤请关注会议网站 www.cmacspen.org 首页”会议动态”栏目。 

10.乘车路线：本次会议不设接送站，请代表自行前往。以下乘车路线信息来自

百度地图，供参考： 

（1）青岛流亭国际机场：① 613 路公交车(流亭国际机场上，城阳广电中心下，

12 站)，换乘 926 路公交车(张家河下，36 站)，换乘 617 路公交车(海泉湾下，7站)，

下车向东 540 米，耗时约 3 小时 12 分钟；② 出租车约 57 分钟，约 39.4 公里，途

径烟沪线、鹤山路，约 84 元。 

（2）即墨北站：① 136 路公交车(即墨火车北站上，港中旅下，17 站)，下车

向东 580 米；② 出租车约 42 分钟，约 30.8 公里，途径青威路、鹤山路，约 66 元。 

（3）青岛北站：① 387 路公交车(铁路北站东广场上，海大崂山校区下，20 站)，

换乘 617 路公交车(海泉湾下，11 站)，下车向东 540 米；② 出租车约 1 小时 2 分

钟，约 43.3 公里，途径金水路、滨海公路，约 92 元。 

（4）青岛站：① 地铁 3号线(青岛站上，李村 E口出，17 站)，换乘 365 路公

交车(茶博园下，16 站)，换乘 617 路公交车(海泉湾下，10 站)，下车向东 540 米；

② 出租车约 1小时 19 分钟，约 57.3 公里，途径辽阳东路、滨海公路，约 121 元。 

11.会议网站： 

请登录会议网站 www.cmacspen.org，进行投稿、注册并了解会议最新信息，详

细学术日程拟于 4月底在线发布，敬请关注； 

 

大会秘书处：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 曹守根 

手 机：186 6180 7278 

邮 箱：braincao@126.com 

地 址：山东青岛市市南区江苏路 16 号 

邮 编：610041 

 

注册/投稿技术支持  

北京美迪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于泽杰 

电 话：010-8929 2552 转 815 

手 机：158 0115 2848 

邮 箱：cspen2017@cmacspen.org 

 

 



住宿预订  

北京市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齐京萍 

电 话：010-5361 7762 

邮 箱：qingdao0526@126.com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戴丽峰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西大街 42 号 226 室 

电话：010-8515 8473 

邮箱：cspen2017@cmacspen.org 

 

 

                 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7 年 3 月 

附：日程框架（2017 年 3 月版） 

日  期 时  段 版  块 地  点 

5 月 26 日  

10:00-22:00 报到注册 二层大堂 

08:30-17:30 
TNT 继续教育课程 M 层摩纳哥厅 

儿科营养论坛 M 层锦华宫 A 

13:30-17:30 

CSPEN 继续教育培训课程 M 层锦华宫 B 

护理论坛 M 层锦绣宫 

营养卫生经济学论坛 M 层里斯本厅 

优秀论文报告（中、英） 二层雅典厅 

CSPEN 海外论坛* 二层米兰厅 

肠道微生态与营养论坛 二层洛桑厅 

19:00-20:00 CSPEN 第四届委员会 2017 年第二次常委会 
二层雅典厅 

20:00-21:00 CSPEN 第四届委员会 2017 年全体委员会议 

5 月 27 日 

08:30-09:00 开幕式 

M 层锦华宫 

09:00-11:45 大会报告 

11:45-12:30 获奖优秀论文发言 

12:30-13:30 专题展示 

13:30-14:30 壁报交流 

14:30-17:30 专题报告 

17:30-18:30 专题展示 

5 月 28 日 08:30-11:30 

肿瘤营养论坛 M 层锦华宫 B 

老年营养论坛 M 层锦绣宫 

营养卫生经济学论坛 M 层里斯本厅 

ESPEN-LLL 继续教育课程* M 层威尼斯厅 

药师-营养师论坛 二层雅典厅 

营养与代谢论坛 二层米兰厅 

神经营养论坛 二层里昂厅 

*分会场配同传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