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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围绝经期与妇科内分泌相关疾病学习班

会议通知

(第二轮 )

尊敬的各位同道 :

女性围绝经期健康和妇科内分泌问题机理复杂,临床表现多变,临床处理存

在许多误区,面对这些问题时,妇产科医师常面临诸多考验。随着对围绝经期和

妇科内分泌的深入研究,围 绝经期和妇科内分泌领域涵盖范围不断发展和延伸 ,

有关新知识、新理念亟需更新。

为推动我国围绝经期和妇科内分泌学的发展,提高临床医师对围绝经期和妇

科内分泌问题的诊疗水平,由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与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生

殖内分泌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围绝经期与妇科内分泌相关疾病学习班

将于⒛18年 11月 02—04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召开。

会议将邀请包括北京协和医院郁琦教授、北京妇产医院阮祥燕教授、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白文佩教授等多名权威专家,全面系统地讲解女性围绝经期有关疾病

的诊疗和妇科内分泌基础理论及各类内分泌疾病的诊疗 ,力 求澄清 目前在临床工

作中对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模糊概念,分享妇科内分泌的最新治疗理念,推 广近年

来的最新临床诊疗方法,并结合临床案例,解决临床治疗上的重点与难点。

欢迎全军及广大妇产科同仁相聚北京,携手共同推动我国妇产科学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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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相关信息

一、会议时间与地点

报到时间:⒛18年 11月 02日 Og:OO— 20∶ OO

报到地点: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外科楼二层远程医学会诊中心 (北京市海

淀区阜成路 6号 )

会议时间:⒛ 18年 11月 03—M日
会议地点: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外科楼二层远程医学会诊中心 (北京市海

淀区阜成路 6号 )

二、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生殖内分泌专业委员会

三、 会议费用
1.会议注册费:gOo元 ,含资料费、培训费、午餐费等
2.交通、住宿费用自理

3.交费方式

①银行汇款

户 名:中 国医药教育协会

开户行:中 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太平桥支行

银彳亍贝长÷寻: 0200 0203  0901 4400 971
(附言请注明

“
妇科内分泌学习班

” )
②现场缴费
四、学分

凡注册参与者,可授予北京市级继续教育 H类学分 4分。
五、其他事项
1.请参会代表及时将参会意向告知会务组,并将参会回执 (见附件 1)在 10月       I

爹。

日之前发至~釜夯嘭且由阝箱 ymhctang@126。 com。 女口祚「丿不明毒℃匪, 请双1:时助怠系.釜务        :∮  ∶⒈

2.大会为参会代表提供酒店预订服务,会务组不代收住宿费。如有需要,请认真    
、旒

填写回执有关信息,也可直接联系会务组。

⒊会议不安排接站,请 自行前往会议地点。

4.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老师 18GOO310618
薛老师 13651197845

唐老师 13GO12∞ 213

六、会议 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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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日 程 安 排

11月 3日 7:30 会议签到

i鞫
08∶ 00—08∶ 30 开幕式院首长致欢迎辞

08∶ 30-08∶ 40 全体与会代表合影

大会报告 主持人:尹善德

08∶ 40— 09∶ 20 绝经激素治疗与妇科恶性肿瘤 (郁琦,北京协和医院 )

09∶ 30— 10∶ 10 卵巢组织冷冻与移植相关问题 (阮祥燕,北京妇产医院 )

10∶ 20-11∶ 00
基于人体成分的生活方式干预在 PCOS的治疗作用 (林金

芳,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 )

11∶ 00-11∶ 10 茶歇

11∶ 10¨ 11∶ 50 绝经期多学科综合管理 (白 文佩,北京世纪坛医院 )

12∶ 00-13∶ 00 午餐

婴

大会报告 主持人 :尹善德

13∶ 30-14∶ 10
辅助生殖技术对女性健康远期影响 (张学红,兰州大学第
一医院)

14∶ 20-15∶ 00
男性更年期于中老年男性睾丸激素缺乏补充相关问题 (姜

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 00-15∶ 10 茶歇

15∶ 10-15∶ 50 高泌乳血症的诊断与治疗 (王蔼明,海军总医院 )

16∶ 00— 16∶ 茌0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与管理新进展 (姚合斌,海军总

医院 )

16∶ 50— 17∶ 30 更年期营养与锻炼 (陈蕾,海军总医院)

翮

大会报告 主持人:陈蕾

08∶ 00-08∶ 40
关注 POI,重视更年期早期健康管理 (张治芬,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08:50-09∶ 30 闭经的诊治 (张兰梅,306医院)

09∶ 30-09∶ 40 茶歇

09∶ 40-10∶ 20 A0B—O的诊治与病例分享 (宋志琴,海军总医院 )

10∶ 30— 11∶ 10 妇科恶性肿瘤术后激素替代 (尹善德,海军总医院)

11∶ 30 闭幕式

12∶ 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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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会回执

姓 名 年龄 `性另刂 学历 职务 职称
'电

话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发票抬头 税 号

是否需要学分 是 口 否口 是否需要住宿 是 口 否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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