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河南省麻醉质控中心年会
暨首届中原—国际麻醉与脑科学高峰论坛
暨河南省医院协会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管理分会成立大会
第一轮通知
尊敬的

医师：

由河南省麻醉质控中心主办，河南省人民医院承办的 2018 年河南省麻醉质
控中心年会暨首届中原—国际麻醉与脑科学高峰论坛，将于 2018 年 12 月 8 至 9
日在郑州市黄河迎宾馆召开。本次会议为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麻醉与脑科学国
际论坛”，授予国家级Ⅰ类学分 6 分。会议内容包括：麻醉质控管理，麻醉护理
质控管理，国卫医发〔2018〕21 号文件解读与落实，麻醉学新进展，麻醉与术
后认知功能障碍，麻醉与发育期大脑。本次会议期间将成立河南省医院管理协会
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管理分会。
麻醉安全是麻醉医师和麻醉学科建设的永恒主题，麻醉的质量管理是麻醉安
全的重要保证。河南省麻醉质控中心 2018 年年会邀请了北京协和医院黄宇光教
授等国内著名的麻醉学专家对麻醉质量管理展开讨论，并对 21 号文件进行解读。
届时河南省卫生计生委领导将对下一步如何落实 21 号文件及如何加强麻醉质控
数据上报工作进行部署。本次会议设置麻醉护理质控分会场，邀请河南省卫生计
生委领导及国内多名麻醉护理专家进行授课，将对麻醉护理岗位设置、人才培养
及麻醉护理科研等进行讲解。
本次会议首届中原—国际麻醉与脑科学高峰论坛会场邀请国内外著名麻醉
与脑科学顶级麻醉专家共聚中原围绕麻醉与脑科学展开谈论。邀请专家包括哈佛
大学麻省总医院谢仲淙教授、波士顿儿童医院 McCann 教授（GAS 研究发起人）、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马大青教授、美国梅奥医疗中心伍龙军教授、美国佛罗里达
大学 Martynyuk 教授及国内多名致力于麻醉与脑科学研究的著名专家。
我们期待与各位麻醉同道相约郑州，诚挚地邀请您莅临此次大会，协同发展，
畅叙友情，共襄盛举！

大会主席：孙培春

孟凡民

张加强

河南省麻醉质控中心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会议信息
一、

会议时间和地点

1. 会议时间：2018 年 12 月 08 日-12 月 10 日
12 月 08 日 全天 注册报到（黄河迎宾馆 10 号楼一楼大厅）
12 月 09 日 全天 学术会议
12 月 10 日 撤离
2. 会议地点：中国河南省郑州市黄河迎宾馆
3. 会议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 1 号
二、

参会代表：

1. 欢迎国内外致力于麻醉与脑科学研究的麻醉医生或相关科研人员报名参会；
2. 河南省内二级以上医院麻醉科主任、麻醉科护士长务必参会，麻醉科骨干医
师及麻醉科护士鼓励参会；
3. 河南省麻醉质控中心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务必参会；
4. 河南省医院协会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管理分会委员候选人务必参会。
三、

注意事项：

1、参会代表免交注册费。住宿由会议统一安排，按宾馆要求，办理住宿者请携
带身份证。住宿费及交通费回单位报销。
2、网上注册链接：http://hnmzzk.medmeeting.org/8342?lang=cn
四、 联系人：
张

伟 13838289702，

苌恩强 18135771485，
五、
姓名

杨正波 13653869313
王

婕 15238376131

回执：
职称

单位全称

通信地址

是否
授予
学分

是否住
宿及天
数

联系电话

邮箱

河南省麻醉质控中心

会议日程
12 月 8 日（周六）
12月8日（周六）
时间

15:00-17:00
17:00-18:30

12 月 8 日（周六）
时间

14:00--14:20
14:20--15:00
15:00--15:40
15:40--16:20
16:20--16:30
16:30--17:10
17:10--17:50
17:50--18:30

12 月 9 日（周日）
时间

08:00--08:30
08:30--09:10
09:10--09:50
09:50--10:00
10:00--10:40
10:40--11:20
11:20--12:00
12:00--13:00
13:00--13:40
13:40--14:20
14:20--14:30
14:30--15:10
15:10--15:50
15:50--16:30

全天报到（黄河迎宾馆 10 号楼一楼大厅）
迎宾会堂会议大厅
内容
河南省医院管理协会麻醉与围术期管理分会成大会
河南省麻醉质控中心第三届委员会会议

麻醉护理会场（迎宾会堂中一会议室）
内容

讲者

领导致辞
国家卫健委政策解读
新政策指导下的麻醉科护理队伍建设与管理

待定
韩文军

麻醉护理科研实践
茶歇

邓曼丽

麻醉护理的质控管理
建立麻醉科疼痛云病房，提高术后疼痛管理质量
麻醉科护理安全不良事件管理与防范
会议结束

丁红
段娜
支慧

麻醉质控会场（迎宾会堂会议大厅）
内容

讲者

开幕式
专题讲座

张加强
黄宇光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解读并落实国家有关
麻醉重要文件
茶歇

邓小明

从学科现状谈发展思路
麻醉不良事件及预防

米卫东
吴安石

老年病人术中管理
午餐

思永玉

术后镇痛规范化管理
麻醉访视评估中心在围术期医疗安全中的作用
茶歇

王强
李洪

产科全麻的进展和争议

薛富善

一起惊心动魄的苏醒期意外抢救经历

陆智杰

围术期脑卒中的麻醉管理
会议结束

刁玉刚

12 月 9 日
时间

08:30--09:10
09:10--09:50
09:50--10:00
10:00--10:40
10:40--11:10
11:10--11:40
11:40--12:10
12:00--13:00
13:00--13:40
13:40--14:20
14:20--14:30
14:30--15:10
15:10--15:50
15:50--16:30

麻醉与脑科学会场（迎宾会堂中一会议室）
内容
Pediatric Neurologic Anesthetic Risks: What do the
clinical sciences tell us?
脑发育过程中的麻醉神经毒性
茶歇
Perioperative organ injury:Mechanisms and prevention
术后谵妄队列研究的进展
麻醉学科研选题与撰写
SCI论文撰写技巧
午餐
Spinal microglia contribute to synaptic plasticity
and chronic pain.
Role of epigenetic mechanisms in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early-in-0life exposure to sevoflurane

讲者
Mary Ellen McCann

谢仲淙
马大青
申远
曹君利
刘克玄
伍龙军
Martynyuk

茶歇
麻醉药物作用离子通道相关的物质基础
建立及完善长程神经康复体系-基础到临床
BDNF 前体蛋白的免疫调控功能探索
会议结束

陈向东
王海云
戴茹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