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 请 函

医学术便函[2018]039号

尊敬的教授/ 药师:

    您好！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主办，山西省医学会、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承办

的“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2018年全国学术会议”（CSCP2018）将于2018年4月27-29日在

太原市召开。大会组委会诚邀您参加此次会议，并衷心感谢您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本次会议是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成立以来的第七次全国学术会议。历经近七年的发展，

会议在学术质量、交流形式及成果转化等各方面不断创新和提升，已成为我国临床药学学科重要

的学术交流平台。本次会议将特邀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领导、国内外临床药学界的知名专家和学

科带头人进行专题报告和论文交流，共同探讨临床药学的新思维、新成果及发展中出现的新问

题，为临床药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同仁提供理论研究和成果交流的大型学术平台，坐听群贤论

道、交流学术思想、俯瞰药学风云、催生创新理念。大会还将设立优秀论文奖，表彰优秀研究成

果和学者。所有参会者将获得国家 I类医学继续教育学分。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万名临床

药学同道参加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组委会将竭尽全力做好大会组织和服务工作，为广大同道提

供一个专业、严谨、愉快的交流平台。我们深信在全国同道的共同努力下，本次会议将成为推动

我国临床药学学科发展及促进临床药学分会不断完善和长远发展的里程碑。

    让我们携起手来，砥砺前行，共同促进我国临床药学事业的蓬勃发展。期待在太原与您相会！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8 年1 月                                             2018 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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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大会名誉主席： 阚全程

大  会  主  席： 赵　杰

大会执行主席： 童荣生　　柴志凯

大 会 副 主 席： 张抒扬　　张　玉　　刘皋林　　张幸国　　陈　孝 

大 会 秘 书 长： 张晓坚

大会副秘书长： 侯锐钢　　冯　博

大会学术指导委员会（按姓氏笔划排序）：

于　倩　　王建华　　文友民　　文爱东　　方晴霞　　巴桑拉姆　　左笑丛　　卢海儒

吕迁洲　　刘小玲　　刘世霆　　刘丽宏　　刘皋林　　刘景丰　　　齐晓勇　　孙洲亮

杜　光　　杜智敏　　李　丽　　李雪松　　李焕德　　杨宏昕　　　杨婉花　　宋金春

张　玉　　张　伟　　张　健　　张　鉴　　张永军　　张抗怀　　　张志仁　　张志清

张抒扬　　张幸国　　张晓坚　　陈　孝　　陈　英　　武新安　　　周云曙　　郑志昌

赵　杰　　赵庆春　　胡　欣　　侯锐钢　　姜　玲　　胥　婕　　　夏培元　　高　申

郭代红　　郭瑞臣　　黄品芳　　菅凌燕　　梅　丹　　曹　力　　　龚志成　　隋忠国

葛卫红　　童荣生　　阚全程　　缪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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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基本信息

会议网站

会议网站： www.cncscp.org

会议所有最新进展和重要信息都将通过网站公布，请定期登录网站，了解详情。

会议日期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8 年 4 月 27 —29 日 （周五——周日）

会议地点：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西街6号

场馆网址：http://www.ctctc.cn

会议重要日期

会议征文

投稿截止日期：2018年3月10日

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联系人：冯   博

电　话：010-8515 8145

传　真：010-6512 3754

邮　箱：cmafengbo2014@vip.163.com

酒店预订

订房管理中心：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   爽

电话：010-57074055 

手机：15601049102 ,

邮箱：guoshuang@cytsmice.com
大会注册

联系人：王   霄

电　话：010-8929 2552-820

手　机：15911162801

邮　箱：cncscp@126.com

大会注册

在线支付优惠截止日期：2018年4月15日

现场报到日期：2018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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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框架

日期 时间 丽华酒店锦绣厅（四层） 丽华酒店多功能厅（三层） 丽华酒店会议室1（四层）

4月27日

13:00-15:00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青委会
换届会议

15:00-16:00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全委会

16:00-18:00 优秀临床药师评选（一） 优秀临床药师评选（二） 优秀临床药师评选（三）

日期 时间 主会场 分会场一 分会场二 分会场三 分会场四 分会场五 分会场六 分会场七 分会场八 分会场九 分会场十

4月28日

08:30-09:30 开幕式

09:30-11:30 全体大会

12:45-13:45 贝林
卫星会

诺华
卫星会

赛诺菲
卫星会

百特
卫星会

扬子江
卫星会

正大天晴
卫星会

东阳光
卫星会

泰丰
卫星会

13:45-17:00
合理用药
与控费
管理              

医改
与药学
服务 

临床药师
工作实践
与经验
交流   

临床安全
用药监测
与管理              

中药临床
研究

与创新 
（一）                

特殊患者
的安全合
理用药       

麻精与高
危药品
管理        

药物经济
学与临
床用药
评价 

青年药师
论坛与优
秀论文
交流

中药临床
研究

与创新 
（二）                

4月29日
08:00-11:30 临床药师

辩论赛

药学服务
信息化
与人工
智能    

临床药师
规范化培
训及药事

监管  

精准药物
治疗的
理论与
实践    

慢病管理
与药学服
务延伸   

临床药学
专业人才
培养及学
科建设  

抗肿瘤药
物治疗的
获益与
风险

药师、医
师、护师
的互动      

11:30-12:00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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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征文

本次会议将邀请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领导及国内外临床药学领域知名专家进行专题报告，围绕临

床药学的新思维、新成果及医改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大会现面向全国征

集学术论文，征文范围包括：抗菌药物规范管理、转化医学和转化药学研究、药师在医疗保险政

策落实中的作用、治疗药物监测、基因检测与个体化用药、临床药学实践（例如：临床药师在复

杂患者治疗中的作用体现、参与慢性疾病管理和患者用药教育等）、临床药师培训及继续教育、

临床用药信息化管理、高危药品管理与用药安全、公立医院改革与临床药学相关的政策及方案解

读、科研课题申报与论文撰写经验分享、临床药学学科建设与科室文化建设等。欢迎各位同道积

极投稿。

为表彰和鼓励优秀研究成果和个人，大会将设立“优秀论文奖”并选取优秀论文进行多方位的交

流。所有参会者将获得中华医学会 I 类医学继续教育学分。

征文具体要求：

1. 本次会议只接收中文投稿。凡未在国内省级以上学术会议或杂志上公开发表过的论文均可投稿。

2. 论文要求设计科学合理，逻辑严谨，认识鲜明，结果真实，结论可靠，文字通顺。

3. 投稿请提供 800 字以内的论文摘要，采用四段式写法，即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

论”等内容。请勿写成过于简短的“内容提要”形式。摘要请采用文字表述，不要附图、表、不要

另附照片。

4. 投稿方式：请登陆会议网站www.cncscp.org，注册为网站会员后，点击“网上论文投稿”按

钮，按照投稿要求和程序进行在线投稿。为了方便您提交、修改以及第一时间了解您稿件的接收和

安排情况，会议只接收通过在线投稿，不接收电子邮件及其它形式的投稿。

5. 通过在线投稿，您将获得以下便捷：初次注册后，您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在临床药学分会每年主

办的年会中永久有效，无需重新进行用户注册；注册后，您可以用你的email 和密码登陆学术会议

管理系统，在网上办理论文投稿，会议注册和酒店预订等手续，并随时对注册信息、预定信息进行

修改；在投稿截止日期之前，随时随地对已投稿件进行修改；在审稿结束后第一时间收到有关审稿

安排的通知。

6. 征文截稿日期为2018年3月10日（含）。逾期概不接受。

投稿期间有任何疑问，敬请咨询大会秘书处：

联 系 人：王   霄                           电  话：010-8929 2552-820 

投稿热线：400-008-5413              邮  箱：cncscp@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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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注册

注册方式

本次会议只接受网上在线注册。参会代表请登录会议网站www.cncscp.org，先注册为网站会

员。如已经注册，使用会员用户名和密码登陆网站，点击“参会注册”栏目下的“个人代表注

册”按钮，按照提示在线填写注册信息。

注册确认

参会代表只有在网站填写全部注册信息并完成交费，方为注册成功。注册成功后，系统会在5个

工作日之内向您的注册邮箱发送“会议注册确认函”。请您对注册信息进行确认，如有任何疑

问，请与注册秘书处联系。如注册成功后5 日后仍未收到“会议注册确认函”，也请联系秘书

处。

参会时，请您提前完成注册交费，并持本人身份证件到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登陆大厅的大

会注册台报到并领取资料，办理入住手续。您如已交费，但没有收到“会议注册确认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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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15 日前尚未在网站支付注册费，

请直接到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登陆大厅的大会注册台现场办理缴费及报到相关手续。

线上支付优惠截止日期：2018年4月15日

凡此日期之前报名并缴费的代表享受优惠注册费标准。此日期之后报名的，按现场注册标准收

费。

注册费标准

2018年4月15日（含）前 2018年4月15日后及现场注册

1. 普通代表 300 元/ 人 500 元/ 人

2. 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机构

参会代表
免 费 不接受报名



8

重要说明：

1. 注册费包含：会议费、资料费、会议期间餐费（27 日晚餐、28 日午餐+晚餐、29 日午餐）。

2. 普通代表只有在4 月15 日前完成在线注册并交费成功，才能享受300 元注册费标准。

3. 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机构参会代表必须在4 月15 日前完成在线注册，并在报到时提交有效工作

证或单位证明，方可减免注册费，否则视为全费代表，现场补交注册费。

4. 团队参会代表，大会提供28、29 日午餐，其它食宿自理。

交费方式

1. 在线支付。登录会议网站注册后按照提示操作交费。

中华医学会联合首信易支付平台，目前已经开通网络银行支付功能。选择前期优惠注册类型的个

人代表，请在网上参会 注册选定注册类型后，在“支付方式”处选择“在线支付”方式，再选择

您的发卡银行（您的银行卡需要开通网上银行功能，信用卡则可直接使用），按照网页提示进行

注册费的网上支付操作。网上支付成功后，系统将在2 个工作日内通过邮件向您发送正式的注册

确认函。

2. 现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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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scp@126.com），其它方式恕不接受。退款的政策如下：

1. 2018 年4月15日前（含）收到取消注册通知和退款申请的，秘书处予以退款，但收取50 元每

人的退款手续费。退款手续将在会议结束后的7 日后开始办理。

2. 2018年4月15日后收到取消通知和退款申请的，不予退款。

3. 退款只能退回原缴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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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报到

现场注册时间：2018 年4月27日08：00 ～ 20：00

现场注册地点：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登陆大厅 注册中心

注意：大会组委会将根据会前注册顺序安排食宿，现场注册不能保证住宿安排，请参会代表尽量

提前注册！ 

凡是在现场报到时间结束后抵达并已收到秘书处确认预订酒店成功的代表，请直接到预订酒店的

前台办理入住手续，并于第二天到注册台领取资料。未预订酒店的代表，请自行安排住宿。

住宿信息

--- 会务组为4 月15 日前注册成功的个人参会代表统一安排住宿（太原市本地参会代表不提供住 

     宿）。需要住宿的代表需在进行网上会议注册时选择“需要住宿”，未选择的代表默认为不需

     要安排住宿。

--- 个人参会代表的酒店预订按照支付注册费及预订酒店的先后顺序进行合理安排。现场房间分 

      配由会务组按照性别及报到顺序统一安排。因人数较多、条件有限，个性化需求不能一一满 

      足，敬请谅解。

--- 团队注册的代表，请以团队为单位与会务组联系预定住宿。团队的酒店预订按照预订及支付

     房费的先后顺序进行安排。在完成全部房费的支付, 并收到大会订房管理中心提供的《订房确

     认单》后，方为完成会议酒店的全部预订流程。

--- 4 月15 日后及现场注册的代表，住宿自理。

酒店班车

会务组在会议期间提供往返于大会指定各酒店与会议中心之间的往返班车，不提供其它酒店与会

议中心之间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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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信息

展览

会议将同期附设一个相关药品、器械、保健品、出版物方面的展览。欢迎有兴趣参加的企业报名

参加。

继续教育学分

本次会议被全国继续教育委员会授予了国家I 类继续教育学分。

项目编号：2018-13-01-193 ( 国) ，只有正式的注册代表才能申请继续教育学分。

返程票预订

会务组建议各位参会代表在抵达太原前预订好自己的返程车票或机票。

 

大会交通

太原武宿国际机场--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1. 出租车

全程约15.2公里，28分钟，约32元；打车费用仅供参考，未考虑等候时间堵车等因素。

2. 公共交通

乘坐201路从机场航站楼站上车，10站地，太榆路长风街口下车，步行290米换乘619路，6站

地，在长丰桥西站下车，之后步行530米到达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太原火车站--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1. 出租车

全程约14.7 公里，23分钟，约41元；打车费用仅供参考，未考虑等候时间堵车等因素。

2. 公共交通

从太原火车站乘坐856路，13站，到达新晋祠路长风西街口站下车，步行950米到达中国（太

原）煤炭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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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南站--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1. 出租车

全程约10.6公里，21分钟，约21元；打车费用仅供参考，未考虑等候时间堵车等因素。

2. 公共交通

从火车站南站乘坐868路，12站，到达长风桥西站下车，步行540米到达中国（太原）煤炭交易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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