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医学会 重庆市残疾人康复协会
关于举办 ⒛ 18年 重庆康复医学学术交流大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⒛ 18年 重庆康复医学学术交流大会将于 2018年 5月 3日 -6日 在 重庆
万友康年大酒店举办 ,本 次大会将 由重庆市 医学会和 重庆市残疾人康复协
会联合 主办 ,重 庆市医学会物理 医学与康复学专业委员会、陆军军 医大学
第一附属 医院和重庆渝西 医院承办。会议将邀请市 内外知名专家进行大会
主 旨演讲及专题讲座 ,同 时德 国康复专家团队将到会开展 目前欧盟广泛应
用的 Medical Training Therapy技 术培训活动。本次大会采用专家讲座与工作
“
坊结合 的方式进行 ,本 着高效、节约的办会原则 ,围 绕 专注专业、共享
”
康复 的主题 ,聚 焦康复 医疗热点领域 ,为 康复领域 同仁献上年度物理 医
学与康复学 的饕餮盛宴。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 大会主题 内容

本次大会将涉及康复专业及 其相关学科 ,包 括骨科学、神经学、影像
学等各学科 。会议除本市康复 医学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外 ,另 外还邀请 了包
括陆军军 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骨科运动医学中心唐康来教授、重庆 医科大
学附属第 三 医院神经 内科史树贵教授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神经 内
科黄 河清教授、陆军军 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放射影像科 陈伟教授、空军军
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康复科袁华教授等多位相关领域专家 ,将 分别就肩部
疾病的精准诊断与治疗 、脑部病损后癫痫的预 防与控制、抑郁与脑卒 中患
者的功 能康复、脑卒 中患者脑功能的影像学评估、精准磁刺激在神经康复
中的应用等相关知识进行 多学科专 业知识分享 ,另 外还 有心脏康复、呼吸
康复 、社 区康复及康复专科 医院发展等专题讲座 ,本 次会议将与诸位 同仁
共享康复 医学盛宴。
二 、会议时间
(一 )报

到 时 间

:⒛ 18年 5月 3日

1⒍ ⒛

-2⒍ 00时 ,4日

830-9:⒛

时

;

(二 )会 议时间
5月 4日 ⒐30时

:

:rTMs在 康复 中的应用专场讲座

5月 4日 13:3O时 :德

国

;

Medical Training Therapy技

术 培 训 活 动

;

5月 4日 19⒑ 0时 :重 庆市医学会物理 医学与康复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工

作会议

;

5月 5日 ⒏30-18:C【 Cl时 :康 复 医学学术会议 主 旨报告及专题讲座。
5月 6日 撤离

三 、会议地点
重庆万友康年大酒店。
四、参会人员
各 医疗、康复机构 中的康复 医学科、骨科、神经科、儿科、中医科、
老年科、康复治疗师、护 士等工作人员 ;请 各位理 事、委员准时参会 ,并
积极组织本单位人员参会 。
五 、会议注册
(一 )注 册 费用 (注 册 以交费时间为准 )

在 线注册费标准 (⒛ 18年 4月 笏 日前 ):⒛ 0元 /人

;

现场注册费标准 :ω 0元 /人 。
注 :因 使用公 务卡不能在线交费的代表应在注册费优惠时间前完成在
线注册 ,报 到时凭公务卡可享受会议前期注册 费的优惠。
(二 )注 册方式
站在线注册 :登 录会议 网站 (htt「 〃kfyx2018.medmeeting。 org),点
”
“
击 个人代表 注册 ,填 写注册信息并交纳注册费完成注册。
“
”
“
”
2.微 信在线注册 :关 注 重庆市医学会 微信公 众号 ,点 击 学术会议
1.网

后选择会议 ,根 据提 示填写注册信`急 并交纳注册费完成注册。
3.现 场 注册 :报 到时手机扫描现场提供的二维码 ,按 要求填写注册信息

现场 以银行卡或现金方式交纳注册费完成注册。
(三 )注 册说 明
1.差 旅费 自理 ,回

单位按规定报销 。

,

2.报 到时请提供单位准确的全称及 税号,以 便开具发票。网上交费代表

现场凭相关证件领取注册发票。
六、其他事项
(一 )学 分授予

成功注册参会代表凭本人身份证授予重庆市级 I类 继续 医学教育学分
陆分。凡是未在会议 网站注册者不授予学分。
(二 )住 宿安排
如需住宿 ,请 于 2018年 4月 ⒛ 日前预定万友康年酒店房间 (将 享受
会议协议价 :∞ 8元 /间 /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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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联 系人
彭老 师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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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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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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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ma。 cn/)或 扫描 二
登录重庆市医学会 网站 (http1II呐 。

维码关注重庆 市 医学会微信公 众号 了解更多学会动态和会
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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