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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皮肤性病学术年会 

会 议 通 知 

                                                    医学术便函（2016）第 066号 

尊敬的各位代表：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办，厦门市医学会，福

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办的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皮肤性病学

术年即将在厦门市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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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年会在形式和内容上既传承经典，又推陈出新；大会始终关注研

究前沿，展示我国和世界皮肤科研究新成果；强化继续医学教育，针对各

级临床医生十分关注的的内容设置11场讲座，并穿插基层大讲堂精华部分；

提升了临床内容的权重，设置临床研究、CPC、聚焦专病、合理用药、常

见病诊疗新技术、治疗新方法等。交流形式也多样化，有焦点争鸣、老专

家经验介绍、现场答疑、手机app互动等。精彩的美容新技术、新观点的

内容将贯穿大会。 

一、会议时间： 2016年 5月 26-29日 

二、报到时间： 2016年 5月 26日 8:00-20:00 

2016年 5月 27-28日 8:00-17:00 

三、报到地点：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C馆一层大堂（厦门市思明区会

展路 198号） 

四、参会对象：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全国委员、青年委员、各专

业学组成员及入选论文的作者，参加会议并注册的皮肤科医生、研究生、

护士等也为正式参会代表。欢迎与皮肤性病领域相关的跨学科工作者踊跃

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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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稿意见：经大会学术委员会研究，您的论文（题目）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被采纳参与大会交流。请根据会议要求认真准备，并请按时出席。（若

第一作者不能出席，可由其他作者代替交流）。 

六、注册费及注册程序： 

注册费:  

3 月 31 日（含）之前注册费 600 元/人，在读研究生 300 元/人（凭有效

研究生证）； 

5 月 10 日（含）之前注册费为 800 元/人，在读研究生 400 元/人（凭有

效研究生证）；5月 11日以后及现场注册费 1200元/人，在读研究生 600

元/人（凭有效研究生证）。团队注册（10人以上）800元/人。 

注册程序： 

请登录大会网站 www.cmacsd.org  在线填写注册信息,完成“网上参会

注册”。可选择网银在线支付方式付款（强烈推荐使用），也可通过邮政

汇款方式汇至：北京东四西大街四十二号，中华医学会财务处  宋嘉 收，

邮编 100710。请务必在汇款单附言中注明“2016 皮科年会”。汇款单请

填写参会者姓名、手机号和网上注册号（很重要），以便组委会与您确认。

大会秘书处在收到您的注册表和付款后，7个工作日内以邮件形式向您发

放“注册确认函”。您也可以登陆大会网站 www.cmacsd.org，用您的用

户名和密码登录您的个人页面进行查询。参会时，请您持“注册确认函”

或“参会注册表”或邮局汇款单原件办理报到注册手续，领取会议资料和

发票。已经预交费未到会者，不予退款（邮寄发票），请予谅解。 

七、住宿：住宿由大会统一安排，注册费不含住宿费用。大会为参会代

表 准 备 了 会 议 价 格 的 多 个 酒 店 ， 酒 店 预 订 请 登 陆 大 会 网 站

www.cmacsd.org 在进行“网上参会注册”的同时预订酒店；或登陆网站

查看“酒店交通“栏目，直接发送邮件至订房中心或打电话预定, 并按照

订房管理中心相关流程办理完全部手续；请各位代表尽可能会前预订酒店，

http://www.cmacsd.org/
http://www.cmacsd.org/
http://www.cma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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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提前预定酒店的代表，报到时会务组将根据现场房间数量，尽最大努

力安排，但不能完全保证。会议将安排班车往返于会议指定酒店与会场之

间。 

八、学分授予：大会正式注册代表均可获得国家级Ⅰ类继续医学教育学

分，请于 4月 1日后登录会议网站查询继续教育项目编号。 

九、会议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会议官方网站为 www.cmacsd.org，大会

还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会议最新进展和重要信息都将通过网站和微信公

众平台公布。请扫描下面二维码添加，或在微信通讯录中添加查找公共账

号 cmacsd，本平台会定期发布本次会议的相关动态，如投稿须知，参会

注册流程及学术日程安排等信息，欢迎大家关注。 

 

 

 

 

 

十、 手机参会易：本次大会现场将提供“参会易”APP 支持，内容包括

专家秘书、现场秀、会议日程、大会精彩回顾、现场互动参与评奖、电子

壁报、参会指南、大会最新资讯等。 预计 3月份“参会易”正式上线，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并安装新版“参会易”： 

已安装参会易用户： 

苹果系统：在 App Store中直接更新 CSD App 

Android系统：在百度市场、豌豆荚、应用宝中更新 CSD。 

新用户： 

苹果系统：在 App Store搜索 CSD，找到本次大会官方应用。 

Android系统：在百度市场、豌豆荚、应用宝中搜索 CSD，找到本次大会

官方应用。 

十一、 交通信息：本次大会安排机场、厦门火车北站的接机/站服务，有

http://www.cma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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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车定时发车至会场，接机/站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10:00-20:00，

其他时间到达的参会代表请参照市内交通指南自行前往会议报到地点（厦

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C馆一层大堂） 

 

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钟宁 

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四十二号 226房间 

电话：010-85158158   传真：010-65123754 

邮箱：cmazhongning@163.com 

大会注册联系人：  王世惠 

电话：010-89292552 转 815  

手机：15201156887   

邮箱：wsh19861222@126.com 

酒店预订联系人：杨大媛/陈寿山 

电话： 0592-5165578/0592-5165565 

邮箱：ydy@fjxmly.com/ shan@fjxmly.com 

 

交通指南附后，请参会代表勿忘携带身份证。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                           

 

2016年 3月 1日 

 

 

 

 

mailto:wsh1986122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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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内交通指南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出租】 走市区车程约 30分钟，费用约 RMB35；走环岛路车程约 25分

钟，费用约 RMB40。 

【公交】 

1、空港快线曾厝垵线,T3候机楼空港快线上车，会展南路口站下车，步

行 1公里到达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时间约为 1小时 20分钟。 

2、91路公交车翔云一路 T3候机楼站上车，到明发站下车，步行 1.1公

里到达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时间约 1小时 30分钟。 

 

厦门火车站…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出租】厦门站 到达层 打车至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20分钟费用约 25

元。 

【公交】 

1、BRT快速公交（快 3路快速公交） 

线路：火车站--前埔枢纽站，步行至国贸新城公交车站换乘 755、942、

109、 58、855、36、19A、19B、30A、30B路--会展中心 

2、19A、19B路公交 

线路：火车站--会展中心站 

 

厦门北站…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出租】厦门北站 打车至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50 分钟，费用约 75 元。 

【公交】 

1、公交车 949路 

   路线：厦门北站—明发新城站—步行约 10分钟至会展中心 M厅入口 

   票价： 全程 2元，最短行车时间 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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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时间：厦门北站 06:00-20:20 / 国贸新城 07:10-21:30 

2、BRT快速公交（快 1路） 

线路：厦门北站--东芳山庄站，对面换乘快 3路--前埔枢纽站，步行

至国贸新城站换乘 755、942、109、 58、855、36、19A、19B、30A、

30B路--会展中心 

票价：BRT3元，公交车 1元，最短行车时间 45分钟 

运营时间：快 1路 6:10-23:15 / 快 3路 6:10-22:00 

3、北站快线（豪华旅游大巴运营，一站直达，中途不上客） 

1号线：厦门北站——梧村长途汽车站，再换乘终点站为会展中心的

公交车 

2号线：厦门北站——曾厝垵站，再换乘终点站为会展中心的公交车 

全程约 50分钟，票价：20元/人 

运营时间：厦门北站 9:00-20:00，梧村汽车站 9:00-18:00；1班/小

时。根据客流情况将调整班次间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