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医学会关于举办 

第六届中国西部儿科呼吸论坛的通知 

（第二轮）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西部地区儿科呼吸领域学术水平的发展，提高儿科呼

吸系统疾病诊治与护理水平，帮助儿科医护人员熟悉该领域目前的进展与共

识，加强学术交流，将举办第六届中国西部儿科呼吸论坛。本次论坛由重庆

市医学会主办，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中心承办，贵州省人民医院

儿科、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协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报到时间：2018年 4月 19日 14:00-20:00时(贵阳市贵州饭店一楼大厅)； 

会议时间：2018年 4月 20日-21日学术讲座及大会交流； 

撤离时间：2018年 4月 22日 12:00时前撤离。 

二、会议地点 

贵阳市贵州饭店（贵州省贵阳市北京路 66号，电话：0851-86823888） 

大会主会场：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一楼贵州厅 1-2厅 

病例分享：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一楼第四会议室 

护理论坛：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一楼第四会议室 

三、会议报名注册 

（一）在线报名注册 

1.登录大会网站（http://6thWPRF.medmeeting.org/cn），点击“个人代

表注册”，在线填写个人信息并缴纳注册费完成注册。 

2.手机扫描右侧二维码，进入微信主页后点击“报名参

会”，按要求完成注册、缴费。 

3.在线注册截止日期：2018年 4月 13日。 

（二）电话、邮件或短信报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中心： 

杨 巧（重庆）023-61966355  18983285663  邮箱：marn525@163.com 

贵州省人民医院儿科： 

周  芳（贵州）15885518520  邮箱：15885518520@163.com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 

   张 力（贵州）手机：18111833033  邮箱：1299219279@qq.com 

（三）现场注册 

现场现金或刷卡方式支付注册费后完成注册。 

（四）注册费用 

1000元/人（含注册费、资料费、餐费）。 

（五）注册说明 

1.住宿、交通费自理，回单位按规定报销。 

2.报到时请提供单位名称及税号，以便开具发票。 

四、住宿安排 

3月 20日之前注册缴费者住宿由大会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3月 20

日之后注册缴费者请自行安排住宿。 

推荐酒店如下： 

1.林城酒店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八鸽岩路 15号） 

单间 358元/间/天（含单早），标间 378元/间/天（含双早） 

联系人：唐圆圆   15086028155 

2.贵州山水大酒店（贵州省贵阳市北京路 219号银海元隆 7号楼) 

 小单间 348元/间/天（含单早），单、标间 408元/间/天（含早）  

  联系人：胡鋆    15329102236 

备注：为不影响大家参会期间住宿，需要联系住宿的参会代表必需在 3

月 30日前与酒店负责人电话联系预定房间，否则房间不予以保留！（具体付

费方式及入住的系列问题可电话咨询酒店负责人）。 

 



五、学分授予 

本次会议授予参会者国家级Ⅰ类继续教育学分 10分。重庆市参会者请携

带身份证刷卡授分，重庆市市外参会者凭参会发票领取纸质学分 。 

六、联系人 

重庆市医学会： 

官钰洁：15213110102 

讲座及主持专家联系人： 

罗征秀（重庆）手机：13996012755  邮箱：luozhengxiu816@163.com 

崔玉霞（贵州）手机：13985105620  邮箱：cuiyuxia1969@163.com 

朱晓萍（贵州）手机：15185145684  邮箱：zxp_1963819@163.com 

附件 1：大会组织机构名单 

附件 2：大会日程 

 

登录重庆市医学会网站（http://www.cqma.cn/）或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

公众号了解更多学会动态和会议信息。 

 

 

 

重庆市医学会   

2018年 3月 23日 

mailto:zxp_1963819@163.com


附件 1： 

 

大会组织机构委员名单 
 

名誉主席——申昆玲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陆权、洪建国、鲍一笑 

大会主席——符州、何志旭 

执行主席——刘恩梅 、刘瀚旻 

学术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艾  涛、付红敏、代继宏、朱晓萍、刘恩梅、刘瀚旻、农光民、孙  新、 

何志旭、张海邻、陈志敏、陈  强、尚云晓、罗征秀、赵顺英、赵德育、 

郝创利、徐佩茹、崔玉霞、符  州 

大会秘书长——罗征秀 

 

 

 

 

 

 

 

 

 

 

 

 

 

 



附件 2： 

第六届中国西部儿科呼吸论坛日程安排 

主题会议地点：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一楼贵州厅 1-2厅 

病例讨论地点：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一楼第四会议室 

护理论坛地点：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一楼第四会议室 

2018年 4月 19日（周四）日程表 

12:00- 20:00报到、注册            贵阳市贵州饭店一楼大厅 

2018月 4月 20日（周五）日程表 

地点：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一楼贵州厅 1-2厅 

时 间 内     容 讲  者 主席 

08:00-08:10 开幕式、照相  崔玉霞教授 

08:10-08:40 对呼吸系统感染的几点思索 陆  权教授 符  州教授 

何志旭教授 08:40-09:10 环境对儿童哮喘的影响及干预措施 洪建国教授 

 09:10-09:40 干细胞治疗在儿童的应用进展 符  州教授 刘瀚旻教授 

鲍一笑教授 09:40-10:10 支气管内膜炎再认识 刘恩梅教授 

10:10-10:15 舌下脱敏治疗发展现状 蔡广谦 

10:15-10:30 休  息 

10:30-11:00 整体观下的支气管炎研究 刘瀚旻教授 黄 英教授 

刘恩梅教授 11:00-11:30 儿童哮喘标准化门诊建设 鲍一笑教授 

11:30 -11:50 5岁以下儿童哮喘控制水平评估 洪建国教授 符  州教授 

11:50-12:10 
MPP的临床挑战与中西医结合诊治专家

共识 
陆  权教授 刘恩梅教授 

12:10-12:30  儿童慢性咳嗽的诊断与治疗 刘恩梅教授  符 州教授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00 助力 PK/PD,合理使用抗生素 赵德育教授 徐佩茹教授 

张海邻教授 14:00-14:30 儿童呼出气体一氧化氮指南解读 郝创利教授 

14:30-15:00 儿童咯血的诊治 张海邻教授 赵德育教授 

郝创利教授 15:00-15:30 儿童常见睡眠障碍性疾病诊治现状 徐佩茹教授 

15:30-15:45 休  息 



15:45-16:15 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合理用药 罗征秀教授 
吴澄清教授 

艾 涛教授 
16:15-16:45 重症肺炎的早期识别 付红敏教授 

16:45-17:15  儿童哮喘的整合医学思考 孙  新教授 

17:15-17:35 常用雾化吸入药物的药理学特性介绍 罗征秀教授 符 州教授 

17:35-17:55 从安全性谈儿童抗组胺药物的选择 孙 新教授 艾 涛教授 

17:55-18:15 提高依从性，改善儿童哮喘长期控制 代继宏教授 刘恩梅教授 

18:30-20:30 晚餐 

2018年 4月 21日（周六）日程表 

地点：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一楼贵州厅 1-2厅 

时  间 内    容 讲  者 主  持 

08:00-08:30 
从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功能障碍综合症解

读儿童呼吸系统单基因病 
申昆玲教授 申昆玲教授 

尚云晓教授 
08:30-09:00 百日咳诊治进展  陈 强教授 

09:00-09:30 婴幼儿喘息的诊治思路及策略 尚云晓教授 陈 强教授 

黄 英教授 09:30-10:00 慢性湿性咳嗽的诊治 陈志敏教授 

10:00-10:15 休  息 

10:15-10:45 婴幼儿喘息的长期管理 符 州教授 陈志敏教授 

罗征秀教授  10:45-11:15 肺间质性疾病的诊治  赵顺英教授 

11:15-11:35 儿童哮喘急性发作雾化治疗新选择 李渠北教授 代继宏教授 

11:35-11:55 儿童流感危害大，早诊早治是关键 付红敏教授 罗征秀教授 

 11:55-12:15 足量足疗程应用抗胆碱能药物临床优势 崔玉霞教授 朱晓萍教授 

12:20 -14:00 午餐（休息） 

14:00-14:30 哮喘与感染 代继宏教授 朱晓萍教授 

王宇清教授 14:30-15:00 哮喘与神经精神共患病 崔玉霞教授 

15:00-15:30 儿童中央型气道狭窄的诊治策略 李渠北教授 靳 蓉教授 

李渠北教授 15:30-16:00 PBB诊治进展 王宇清教授 

 16:00-16:30 闭幕式 符州 教授 

 16:30-17:30 西部呼吸协作组成立商讨会 相关人员 

 18:00-20:30 晚餐 

2018年 4月 22日（周日）12:00之前撤离 



 

 

2018年 4月 21日（周六）8:00-12:00病例讨论 

每个病例汇报 20分钟，讨论 10分钟 

地点：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一楼第四会议室 

时  间 内    容 讲  者 主  持 

08:00-08:30 一个呼衰合并反复心衰的病例分享  杨家武 
符 州教授 

赵顺英教授 

罗征秀教授 

08:30-09:00 一例大咯血病例诊治分享 王宇清 

09:00-09:30 一例闭塞性支气管炎诊治分享 谢晓虹 

09:30-10:00 一例支气管狭窄的介入诊治 耿 刚 

10:00-10:15 休  息 

10:15-10:45 一例重症流感病例诊治分享 张光莉 
刘恩梅教授 

付红敏教授 
10:45-11:15 婴儿反复肺炎新认识 王丽萍 

11:15-11:45 一例弥漫性肺部疾病分析 尹丽娟 

11:45-12:00 总结  符 州教授 

 

 

2018年 4月 20日（周五）14:00-18:00护理论坛 

地点：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一楼第四会议室 

时  间 内    容 讲  者 主  持 

14:00-14:10 开幕式、照相 袁小平副主任护师 

14:10-14:40 精细化管理在儿科病房管理的应用 李德丽副主任护师 袁小平 

副主任护师 

廖惠玲 

主管护师 

14:40-15:10 儿童氧疗及护理 马桂芬副主任护师 

15:10-15:40 儿童雾化吸入治疗 刘玉琳副主任护师 

15:40-16:00 休   息 

16:00-16:30 团队资源管理下的三级质量控制 朱小莉副主任护师 刘玉琳 

副主任护师 

马桂芬 

副主任护师 

16:30-17:00 儿童哮喘急性发作的评估与管理 廖惠玲主管护师 

17:00-17:30 肺介入治疗的护理 袁小平副主任护师 

17:30-17:40 讨 论 

18:30-20:30 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