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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学术会议
邀 请 函

 医学术便函【2018】150 号

尊敬的 _______ 医生：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办，江苏省医学会承办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

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学术会议将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 -12 月 1 日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大会组委

会诚邀您出席会议并参加学术交流。 

　　本次会议是 2018 年国内外糖尿病学术领域的收官之作，是融合国内最高水平学术研究最新

进展及 ADA、EASD 等会议精彩内容的学术盛宴。会议将以“科研引领，医防融合，聚力基层”为

主题，学术内容精彩纷呈，并将突出以下特点： 

　　● 关注临床应用，广度深度并重。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开展糖尿病相关各个领域的专题研讨、

热点讨论。 

　　● 交流与培训并举。结合临床指南和规范，开展临床技能和知识培训，提高基层医生临床诊

疗水平。结合全国范围内征集的病例分析来具体解决糖尿病临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 拓宽糖尿病外延、加强跨学科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心血管病学、肾脏病学、神经病学、

肿瘤科学、精神病学等相关学科专家与内分泌专家一道研讨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糖尿病相关问题。

　　● 学术与公益兼顾。会议期间将结合联合国糖尿病日及“蓝光行动 2018”，举行新闻发布、

成就展览、科普讲堂、健康跑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糖尿病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呼吁全社会共

同关注糖尿病防治事业。 

　　大会官方网站是 cds2018.diab.net.cn，欢迎登录查询会议信息。大会前期优惠注册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20 日，请您及时注册以享受优惠注册费。 

　　大会报到时间：2018 年 11 月 28 日 08:30-20:00, 地点：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江苏省苏

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688 号）期待在苏州与您相会！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8 年 4 月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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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 
糖尿病学分会简介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以下简称：糖尿病学分会）

是中华医学会下属的从事糖尿病科研、临床治疗和预

防的非为利性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糖尿病学分会的使

命是通过教育、研究和医疗来预防、治疗和根除糖尿

病（Prevent, care and cure diabetes through education, 

research and good medical practice.）。为达成使命，

糖尿病学分会一直致力于开展糖尿病相关的科学研究、

学术交流、继续教育、科学普及、政策倡导以及公益

宣传等工作。

 

欢迎登陆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的官方网站：

www.diab.net.cn
或关注糖尿病学分会官方微信：

CDS-T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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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全国学术会议简介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学术会议将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 -12 月 1 日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作为我国糖尿病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盛会，以往历次全国糖尿病年会学术会议都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

糖尿病专家和工作者参会，且参会人数逐年增加。2017 年在重庆举办的第二十一次年会共计 8932 名糖尿病专

业工作者参会。

参会人数

历届会议有效注册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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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网站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学术会议的官方网站为 cds2018.diab.net.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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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信息
时间 
2018 年 11 月 28 日 -12 月 1 日 

会场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688 号 

邮编：215028 

电话：0512-62899600 

网址：http://www.szjicc.com 

参会对象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鼓励和欢迎从事糖尿病基础

研究、临床治疗、护理、预防等相关领域的工作者参加。

参会代表不仅能够从高质量的知识更新讲座与学术交

流中获益，还有机会从会议附设的展览中了解糖尿病

药品、器械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会议主要学术板块 
1. 胰岛素作用与分子机制 

2. 胰岛生物学与胰岛素分泌 

3. 糖尿病流行病学与遗传学 

4. 糖尿病并发症与伴发疾病 

5. 糖尿病治疗学 

6. 糖尿病相关新方法与新技术 

7. 行为医学、营养、教育与运动 

8. 糖尿病整合医学 / 肥胖

重要日期 
摘要投递截止日期：2018 年 7 月 20 日（含）

通知摘要审稿结果：2018 年 8 月下旬

前期优惠注册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31 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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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 
贾伟平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执行主席 
朱大龙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侯任主任委员 

邹大进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李小英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青委会主任委员

筹备工作委员会 
朱大龙 邹大进 李小英 郭晓惠 冯　博 包玉倩 毕　艳 于　淼 胡　承 卞　华

刘美莲

学术委员会（按拼音排序） 

贾伟平 翁建平 朱大龙 纪立农 郭立新 周智广 邹大进 姬秋和 郭晓蕙 肖新华 

窦京涛 陈莉明 宋光耀 李　玲 匡洪宇 李小英 杨立勇 陈　丽 赵志刚 李启富 

冉兴无 时立新 刘　静 陈君石 宁　光 母义明 夏维波 王宁利 潘长玉 项坤三 

高　妍 杨文英

组织委员会 
贾伟平 翁建平 朱大龙 纪立农 郭立新 周智广 邹大进 姬秋和 郭晓蕙 肖新华 

窦京涛 陈莉明 宋光耀 李　玲 匡洪宇 李小英 杨立勇 陈　丽 赵志刚 李启富 

冉兴无 时立新 刘　静 洪天配 杨金奎 邢小燕 李全民 吴　迪 朱铁虹 房　辉 

杨　静 李　兴 李冬梅 高政南 孙亚东 刘　煜 段滨红 石勇铨 冯　波 陆颖理 

李益明 洪　洁 杨　涛 马建华 李　红 华燕吟 章　秋 李学军 赖晓阳 王颜刚 

袁　莉 余学锋 雷闽湘 李延兵 李　焱 薛耀明 梁瑜祯 陈开宁 祝之明 徐　勇 

李　红 杨丽辉 徐　静 代青湘 谢晓敏 李　军 朱　筠



0 6 /

论文投稿、参会注册 
联系人：王霄 

咨询热线：400-008-5413

电  话：010-8929 2552-820 

手  机：159 1116 2801 

邮  件：cmacds@126.com 

联系人：郭丹 

电  话：010-8929 2552-843 

手  机： 158 0150 4450

邮  件：cmacds@126.com 

住宿预订
参会代表住宿联系人：王欢 

手  机：156 0104 9102

电  话：010-5707 4144 

邮  箱：wanghuan5@cytsmice.com

企业参会 
联系人：姚鑫 

手  机：186 1017 7517 

邮  件：cdsindustry@163.com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联系人：李丹麑 

电  话：010-8515 8479 

地  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 号 226 办公室  

邮  编：100710 

邮  件：dannili@cm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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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 号 226 办公室 

邮  编：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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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基本信息
会议初步日程框架

* 此框架上的时间安排可能会有变化，请以网上更新的日程为准。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11 月 28 日

08:00-19:00 代表注册

14:00-17:00 会前培训班（4-5 个）

15:00-16:00 新闻发布会

17:00-18:00 CDS 八届七次全委会

18:00-19:00 CDS 青委会

11 月 29 日

07:00-08:00 卫星会

08:00-08:30 开幕式

08:30-10:30 全体大会 1

10:30-12:00 全体大会 2

12:30-13:30 午餐卫星会

14:00-15:30 专题研讨会（10 个）+ 论坛（5 个）

15:30-17:00 专题研讨会（10 个）+ 论坛（5 个）

17:00-18:00 卫星会

11 月 30 日

07:00-08:00 5 公里健康跑

09:00-10:00 全体大会 3 

10:00-10:30 2018 科学贡献奖颁奖仪式

10:30-12:00 专题研讨会（15 个）

12:30-13:30 午餐卫星会 / 一餐一课

14:00-15:30 专题研讨会（15 个）

15:30-17:30 口头发言（15 场）

12 月 01 日

08:30-10:00 专题研讨（5 个）

10:00-11:00 全体大会 4

11:00-12:00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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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形式
会议的学术交流形式主要分为：大会报告、专题报

告、论文交流、壁报交流和汇编交流。

征文要求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邀请从事糖尿病与相关领

域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临床诊疗、临床营养、预防、

护理、药物研发等领域的专业工作者踊跃投稿。征

文要求如下： 

1、本次会议前尚未在国内同类学术会议上宣读和

交流的科研成果，糖尿病学分会不接受在其它会议

上交流过的文章； 

2、投稿语言：中文，如希望参加 DMRR 增刊遴选，

请同时提交英文摘要（详见下文）； 

3、为了保证摘要的质量，增加被录用以及参加口

头发言评奖和壁报交流评价的机会，请不要将一项

研究课题或成果拆分成若干个子课题分别投稿； 

4、会议只接收原创性研究成果，不接受综述、评

论类的文章；

5、以论文摘要的形式投稿，字数限制在 500- 800

字之间，摘要请严格按照题目、作者、单位、邮编、

目的、材料与方法、结果和结论的格式书写。要求

内容科学性强、重点突出、数据可靠、结论恰当、

文字通顺精炼；

6、为了保证投稿后的通讯效率，请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尽可能自行直接投稿，不要请他人代为投递，

尽量避免一个科研单位或科室的稿件通过一个用户

账号投递。

学术征文
征文专题 
1、 糖尿病遗传学 

2、 糖尿病流行病学及卫生经济学 

3、 糖尿病转化医学与精准医疗 

4、 胰岛生物学及胰岛素抵抗 

5、 糖尿病临床诊断与治疗 

6、 糖尿病药物研发、药物机理研究 

7、 糖尿病教育与管理 

8、 血糖监测 

9、 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 

10、肥胖与代谢综合征 

11、糖尿病相关内分泌疾病 

12、糖尿病与营养 

13、糖尿病与肠道环境 

14、糖尿病与运动 

15、基层糖尿病防控与移动医疗 

16、其它

投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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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只接收通过中华医学会糖尿

病分会年会学术会议管理系统的在线投稿，不接收

电子邮件投稿。

请登录大会网站（cds2018.diab.net.cn），点击“网

上论文投稿”按钮，了解投稿要求、程序和细节。

征文投稿时间
征文开始日期：2018 年 4 月 1 日

征文截稿日期：2018 年 7 月 20 日 ( 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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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线投稿，您将获得以下便捷： 
1、初次注册后，您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在糖尿病

学分会主办的各类会议中永久有效，无需重新进行

用户注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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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投稿截止日期之前，随时随地对已投稿件进

行修改； 

4、在审稿结束后第一时间收到有关审稿安排的 

通知； 

5、自动成为糖尿病学分会官方网站的会员，及时

获取学会工作通报和其它资讯。

审稿和录用通知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将在 8 月份召开专家审稿

会，用盲审的方式对所有摘要进行审阅，并决定是

否录用，以及具体的交流安排。秘书处将在 8 月底

之前通过电子邮件将审稿结果通知通讯作者。所有

被接受的中文摘要将被收录入汇编，汇编将以《中

华糖尿病杂志》 增刊的形式在会上发给每位参会 

代表。

DMRR-CDS 2018 年会增刊 
CDS 将从本次年会的会议摘要中遴选部分优秀论

文发表在 Diabetes /Metabo l i sm Research and 

Rev iews(DMRR) 增刊。DMRR 杂志由 Wiley 出版

发行，SCI 影响因子为 3.593，自 2014 年 11 月起 

DMRR 杂志正式成为 CDS 的英文官方期刊。如希望

参加遴选，请在投稿时同时提交中英文摘要。征

文要求：摘要未在国内外刊物上正式发表；结构式

论文摘要（包括 Background，Methods，Results，

Conclusions）；英文字数 300 ～ 500。

评奖 
今年糖尿病年会将继续组织“优秀论文奖”和“优

秀壁报奖”评选。获奖的代表将在闭幕式上受到表

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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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优惠注册截止日期：
2018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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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前
10 月 31 日后

及现场注册

1 正式代表

（含晚餐）
800 元 1200 元

2 正式代表

（不含晚餐）
600 元 1000 元

3 医学生、护士

（含晚餐）
400 元 800 元

1. 以上所有代表的注册费均包括：参会费、 

资料费、11 月 29、30 和 12 月 1 日的午餐费。11 月

28 日（报到日）不提供午餐； 

2. 缴纳含晚餐注册费的代表（1、3 类）， 大会为其提

供 11 月 29、30 日的晚餐；

3. 医学生和护士现场注册报到时，需出具有效学生证

或护士证 , 若无法提供有效证件的参会代表，现场将

按普通代表标准补交注册费。 

注册信息
会议注册 
请登录会议网站 cds2018.diab.net.cn，首先注册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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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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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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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持本人身份证

件到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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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确认函”，请携带转款凭证到注册台签到，领取资料

和办理入住。您如果在10月31日前尚未向在网站注册、

或只提交注册表而未付注册费，请直接到金鸡湖国际

会议中心场办理现场缴费注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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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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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或刷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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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报到 
时间：2018 年 11 月 28 日 08:30-20:00 

地点：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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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直接到预订饭店的前台办理

入住手续，并于第二天到注册台领取资料。未预订饭

店的代表，请自行安排住宿。

取消注册与退款 
如您已缴注册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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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cds@126.com），其它方式恕不接受。

退款的政策如下： 

1、2018 年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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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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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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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要求 
会务组为参会代表以优惠价格预订了饭店。预订者

在进行网上会议注册时请选择预订住房，不需要交

纳预订金。只有已经缴纳注册费的代表的预订才有

效。没有事先缴纳注册费的代表，秘书处将不保证

提供房间。会务组将根据预订先后顺序及房源情况

安排住房，尽可能考虑代表要求，但不保证预订房

型。已经缴纳注册费并作了住宿预订的代表，如因

故不能按时入住，须在 2018 年 10 月 20 日前书面

告知秘书处。凡没有提前告知的，并造成空床费的，

秘书处将直接从已缴纳的注册费中扣除因此造成的

空床／房费 300 元，代表注册时须补缴 300 元的差

额注册费。 

饭店信息 
请登陆大会网站 cds2018.diab.net.cn 点击“酒店交

通”栏目查看酒店及价格信息。会议只提供往返于

以上各酒店与会展中心之间的往返班车，不提供其

它酒店与会展中心之间的交通。

展览 
会议将同期附设一个糖尿病诊疗试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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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6-384（国），

只有正式的注册代表才能申请继续教育学分。 

媒体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鼓励媒体参加糖尿病学分

会全国学术会议。主办单位将根据糖尿病的热点话

题，安排专门媒体见面会。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

会也欢迎各媒体向我分会提出希望了解的话题，欢

迎媒体报道会议的交流成果。

住宿信息 其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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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金鸡湖
国际会议中心

苏南硕放
国际机场

苏州北站

苏州站

一号线

一号线
二号线

二号线四号线

四号线



征文及会议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