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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华北地区第十一届手外科学术会

议暨全国手部功能重建研讨会 

北京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 2017 年度第一届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骨关节学组学术会议 

第二轮会议通知 

尊敬的手外科、骨科、显微外科同道：

经中华医学会及北京市医学会批准，由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

主办、北京市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协办，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市顺

义区医院联合承办的“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华北地区第十一届手

外科学术会议暨全国手部功能重建研讨会、北京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

2017 年度第一届学术会议及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骨关节学组学

术会议”将于 2017 年 6 月 29-30 日在北京怡生园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次会议是三个区域会议同时举行，体现学术内容广泛、区域特点突

出、节约高效的原则。届时，中外手外科、骨科、显微外科、整形外

科等著名专家、学者齐聚别样风情的北京临空经济区——顺义新城，

同道们一起讲学术、话友情，规划前沿学术发展。恭候全国同道的光

临，积极参会、踊跃投稿，



大会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  田光磊

大会主席:  张友乐 田文

大会副主席： 邵新中 于亚东 温树正 梁炳生 魏杰 阚世廉 宫可同 陈山林 付中国

王云亭 周君琳 刘宝戈 张保中

大会执行主席: 胡琪 李忠哲 李大村 
大会秘书:   郭阳 杨勇 李建峰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

协办单位： 北京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

承办单位： 北京市积水潭医院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组织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白德明  白志刚  常青  常文凯  崔胜杰  杜良杰  段广斌  樊东升  范亚龙  冯建

书  高凤梅  高顺红  公茂琪  龚志鑫  郭秀生  韩树峰  郝增涛  胡成栋  江汉

景尚斐  康建东  李华  李计东  李力  李雪波  梁剑虹  刘德群  刘会仁  刘学亮

刘义明  刘元波  龙笑  娄宏亮  马林  宓士军  聂继平  聂新富  庞润明  曲宪芳

任龙涛  荣绍远  沈建业  沈文彬  苏伯固  苏博义  孙翰林  谭志胜  田德虎  汪
琦  王宝军  王斌  王福川  王洪彬  王怀良  王继宏  王江宁  王培  王润生  王
天兵  王焱 吴瑞森  武建忠  武宇赤  熊革  闫国斌  杨博贵  杨英才  杨勇  于胜

吉  詹海华  张登峰  张建兵  张培训  张树明  张铁  张旭  张元智  赵东升  赵
吉连  赵静忠  郑仰林  智润林  朱伟  诸寅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白小江  白振国  曹文宏  陈建海  成永中  崔勇  戴允东  董乐乐  董旭光  杜宝

在  丰波  冯亚高  高斌礼  关雪刚  郭爱民  郭东  郭鹏  郭志坚    韩力  韩娜

洪秀  胡建宏  金永利  李兵  李超英  李东彪  李刚  李晋国  李文龙  李永胜

李玉成  李园  李月旺  李智慧  梁志刚  刘波  刘晋平  刘康宏  刘沐清  卢勇民

陆军  马建忠  马玉仓  马玉林  孟钊  牛广新  牛洪峰  邵波  史立强  宋磊  苏
峰  孙官文  孙翰林  孙永清  汤宇 田金明  王宝石  王立涛  王天兵  吴斗  吴克

俭  吴瑞森  吴志强  武建康   谢山洪  许贵瑞  薛阳静  闫桂森  易传军  于昌玉

于满柱  于亚东  云彩  张桂生  张海峰  张辉  张继春  张三兵  张双喜  张伟

张卫平  张旭  张英民    张哲敏  张志桐  赵建勇  赵少平  周强



现将学术论文征文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征文类别: 

1. 上肢骨与关节损伤

2. 再植与再造

3. 修复与重建,皮瓣和组织移植

4. 臂丛与周围神经损伤

5. 手部先天性畸形与肿瘤

6. 手部功能康复与护理

7. 基础研究。

征文要求: 

1. 尚未在正式期刊上公开发表,符合会议议题；

2. 稿件形式为中文论文摘要，中文摘要约 500 字,为四段论形式,包括:目的、方 法、

结果、结论。数据准确、文字精炼、重点突出;
3.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Email 和稿件类别。

4. 投稿方式:
a) 在线投稿： cshs2017.medmeeting.org （唯一方式, 4 月 15 日以后开通）

b) 若投稿过程中遇到问题，可拨打电话咨询：于泽杰 010-89292552 转 815 手
机 15801152848

5. 截稿日期: 2017 年 5 月 30 日

会议信息: 

一、会议时间： 2017 年 6 月 29—30 日 
二、会议地点：北京怡生园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左堤路 5 号） 
三、报到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14:00-21:00  
报到地点：北京怡生园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左堤路 5 号） 
注意：怡生园无公交车直达。

参会路线：①机场线：首都国际机场 1 号、2 号、3 号航站楼，直接乘出租车到北京怡

生园国际会议中心（约 25 公里路程，40 分钟车程）。 
②铁路线：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均可通过公交或地铁转到地铁 15 号线，地铁

15 号线顺义站下车 50 米即为顺义宾馆，我们在顺义宾馆前台设有接待站，接待站至怡

生园有摆渡车，每小时 1 班。（6 月 28 日、6 月 30 日 8:00-22:00） 
③其他市内参会人员也可直接乘出租车到怡生园。

http://cshs2017.medmeeting.org/5049?lang=cn


注册费用：800 元/人（6 月 23 日前会前注册）；1000 元/人（现场注册） 
注册方式：

在线注册缴费：http:// cshs2017.medmeeting.org  （推荐, 4 月 15 日以后开通） 

到达指定注册区后即可按流程办理交费、领取发票、办理住宿及领取会议资料手续。

凡注册代表可获得继续教育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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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网页动态。

四、住宿：按照代表报到先后顺序安排住宿，住宿费用 300 元/床/天或 600 元/间/天。 
五、会议联系人

联系人：李建峰 15210372239    沈杰 13401105320 
杨  勇 13699119076    郭阳 13701332661 
swk2017bj@163.com 或 swk2017bj@vip.163.com 

六、会场周边地图

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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