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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全国麻醉学与复苏进展学术会议通知 
 

各有关单位： 

第十二次全国麻醉学与复苏进展学术会议（简称“进展会”）定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周五）～

3 月 31 日（周日）在重庆市召开。本次会议以交流、提高为宗旨，以新进展专题为核心，以先

进性、科学性与实用性为原则，交流国内外麻醉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前沿，探讨新形势下我国麻

醉学科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本次会议由中华医学会《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编辑部及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重庆市医学会承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9 年 3 月 29 日（周五）～3 月 31 日（周日）。 

29 日（周五）8:30 开始全天报到（VIP 代表报到注册地点：温德姆酒店大堂；普通代表报到

注册地点：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一楼）；30 日（周六）全天、31 日（周日）上午开会；31 日（周

日）下午撤离。 

二、会议地点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悦来滨江大道 86 号，电话：023-60358794）。 

三、会议代表 

会议面向国际。国内代表主要包括：（1）全国各级医院麻醉科主任、副主任、研究生导师及

学术与业务骨干；（2）在读研究生及住院医师；（3）入选论文的第一作者；（4）虽无论文但接受

继续医学教育（知识更新）的医师均为出席会议代表。在读研究生、在培住院医师凭证件、证明

享受注册费优惠。 

四、会议内容 

会议设特邀报告及按专题进行报告与交流，主要内容如下： 

1. 我国麻醉学科建设与发展任重道远 

3. 麻醉科住院医师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与认证 

5. 麻醉与循环 

7. 神经外科麻醉 

9. 围手术期镇痛 

11. 脑保护和术后认识 

13. 炎症与脓毒症 

2. 我国麻醉学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考 

4. ASA 2018 年会知识更新精粹解读 

6. 抗凝与止血 

8. 麻醉药理与基础 

10. 麻醉与肿瘤 

12. 肺损伤与机械通气 

14. 麻醉中医理论与实践 



15. 老年麻醉 

17. 产科麻醉 

19. ERAS 

21. 临床研究与转化医学 

16. 困难气道与气道管理 

18. 小儿麻醉 

20. 人工智能与麻醉 

22. 病例讨论 

五、会议注册 

1、注册费：为规范会议筹备工作，保证服务质量，大会会务组建议各位参会代表在 2019

年 3 月 24 日之前报名交费，享受会前注册费优惠。会议注册以交费时间为准，3 月 24 日前未交

注册费的代表请直接到会议现场注册交费。 

 3 月 24 日前（含） 3 月 24 日之后及现场交费 

正式代表 800 元/人 

1000 元/人 

在培住院医师（凭证明） 400 元/人 

在读研究生（凭学生证） 300 元/人 

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 

湖北、湖南、青海、甘肃、陕西代表 
400 元/人 

在培住院医师、在读研究生及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湖北、湖南、青海、甘肃、

陕西代表现场报到时现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方可享受减免注册费。 

2、报名方式：为了便于及时快速收集信息，参会代表均采用网上方式

报名。请参会代表登录大会网站（http://2019mzyfs.medmeeting.org/）或扫描

右侧二维码报名参会。3 月 24 日前未注册交费代表不能保证会议资料。 

3、会议资料：（1）《2019 麻醉学新进展》（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本

书聚集上述内容的优秀文献，已批准为国家麻醉学专业继续医学教材和研

究生必读参考书；（2）资料汇编（光盘）等。上述资料将作为会议资料发给各位代表。若需订购

《2019 麻醉学新进展》，请在报名时说明（价格：120 元/册）。 

4、会议统一安排食宿，交通住宿费用请自理。 

六、相关会议信息 

2019 年 3 月 29 日（周五）下午 16:30～18:30 将召开中华医学会《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

第四届编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知另发，敬请各位编委准时参会。 

七、会务安排及其他事项 

1、您入选会议交流论文的具体安排及要求将由学术委员会另行发文通知，请按要求做好主

持会议和（或）发言准备。 

2、学分授予：参会者均可获得国家级Ⅰ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陆分，论文作者由会议组委会

颁发论文证书。凡未参加会议者一律不发放论文证书和学分证书。 

3、交通：会议班车、公交、自驾安排见附件。 



4、住宿费 

维也纳酒店(重庆悦来国博会展中心店)（含早晚班车接送） 

    标准两人间（合住）：229 元/天/人。 

    标准两人间（单住）：458 元/天/人。 

    标准单人间：458 元/天/人。 

重要说明：会务组只负责大会嘉宾和交费注册代表预定酒店及会议协议价的住房和餐饮。大

会不负责列席代表的食宿安排。因会议期间房间紧张，请参会注册代表务必于 3 月 24 日前报名，

逾期报名会议不能保证安排住宿，敬请谅解。 

5、联系方式 

大会执行主席及会务总负责人：鲁开智教授  电话：13608380096 

会务协调及学术相关事宜：甯交琳  电话：15808014085 

会务秘书：赵  婷  电话：13983956536 

          吴  瑾  电话：13637921537 

会务联系人：盛小容（会议协调）  电话：18996153701 

            黄书凤（住宿饮食）  电话：18623098733 

            刘  红（交通接送）  电话：13368021236 

 

 

 

中华医学会 

《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编辑部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重庆市医学会 

  2019 年 2 月 15 日 

 

 



附件： 

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方位图 
 

 

 

 

 

 

 

 

 

 

 

 

 

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悦来温德姆酒店交通线路 
 

一、交通线路 

江北国际机场 

*乘坐地铁 10 号线从到悦来站下（约 10 分钟） 

*乘出租车（全程约 15 分钟），费用约 25 元；  

龙头寺火车站 

*乘坐轻轨 3 号线至红旗河沟站，红旗河沟站换乘 6 号线至礼嘉站，再换乘 6 号   

支线（国博线）至国际博览中心站下车即到（约 50 分钟）；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30 分钟），费用约 45 元；  

重庆火车西站 

*乘坐环线至冉家坝换 6 号线至礼嘉站，再换乘 6 号线（国博线）至国际博览中心站下

车即到（约 50 分钟）；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70 分钟），费用约 82 元；  

二、公交车线路 

1. 572 路  开收班时间：08:10-18:30 

顺向（前往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同兴工业园—蔡家管委会—张家桥—同熙路中段—同熙路后段—蔡家岗立交站—灯塔



（快速干道）—嘉悦大桥—博览中心南—博览中心广场—博览中心北 

逆向（离开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博览中心北站—博览中心广场站—博览中心南站—嘉悦大桥—金科城—蔡家岗立交站

—同熙路后段—同熙路中段—同熙路—张家桥—嘉德大道 1 站—蔡家管委会—同兴工业园 

2. 635 路  悦来-花朝小区  开收班时间：06:30-18:30 

途经线路：悦来—博览中心北站—博览中心广场站—博览中心南站—重庆悦来会展公园

—花朝小区 

3. 677 路  开收班时间：07:00-18:30 

顺向（前往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仙桃数据谷—新悦佳苑—阳光路口西—博览中心北站—博览中心广场站 

逆向（离开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博览中心广场站—国博中心南站—未来山商业街南座站—未来山商业街北座站—阳光

路口北站—新悦佳苑—仙桃数据谷 

4. 685 路  开收班时间：06:15-19:30 

顺向（前往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两路城南—轨道毕津站—金港国际—渝航园-双凤路—开元—渝北汉渝路—石油基地-

渝航商场—天灯堡—观音岩路—渝北观音岩—渝北西区—同茂大道 1 站—同茂大道天晋站

—同茂大道 3 站—中央公园东站—中央公园西站—博览中心北站 

5. 965 路  开收班时间：万寿福居站：06:30-19:00 

顺向（前往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万寿福居—进士—会龙—中科院重庆研究院—和源家园—思源—沙湾—东岳—太山—

马鞍山—颜家湾—悦来小学—博览中心北站 

6. 国博中心专线  开收班时间：07:30-19:30 

三、自驾路线：高德、百度导航均可。 

 

维也纳酒店(重庆悦来国博会展中心店)交通线路 
会场有早晚班车：悦来会场—维也纳酒店(重庆悦来国博会展中心店)往返接送【车程约

12 分钟】 

自驾路线：高德、百度导航均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