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会及征文通知

关注糖尿病分会微信 关注糖尿病足病微信



尊敬的________医生：

为促进国内外糖尿病足及相关疾病学术领域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

会糖尿病学分会主办，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足与周围血管病学组承办的“中华医学

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足与周围血管病学组年会暨2018中国糖尿病足及相关疾病论坛”将于 

2018年9月21日~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自2005年伊始，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13届。来自糖尿病、内分泌、血管外科、足病诊

治、骨科、创面外科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医生共计到会万余人次。国内外百余位不同学科的专家

以高质量的内容、丰富的经验和学术研究开启了国内糖尿病足学术交流的先河，有力地促进了

我国糖尿病足临床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并通过有效的宣传提高了社会各界对糖尿病足的关注和

重视，取得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成果和社会综合效益。

本着继续以传递最新、最快、最权威的糖尿病足及相关疾病的防治新技术与新进展为宗

旨，用心打造学术品牌的交流平台，本次大会将秉承传统，邀请多位国内外知名糖尿病、糖尿

病足病、足踝外科、创面处理和烧伤、血管外科、影像学科和中西医结合等领域专家围绕糖尿

病足及相关疾病进行学术报告。

在此，我们谨代表“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足与周围血管病学组年会暨2018中

国糖尿病足及相关疾病论坛”组委会，诚挚邀请您的参与，共同分享诊疗经验和科研成果，同

心携手推动糖尿病足学术领域的进一步交流与发展。美丽九月，让我们相约成都!

邀 请 函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2018年4月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8年4月

医学术便函第【2018】1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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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
贾伟平 教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院长

执行主席
冉兴无 教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足与周围血管病学组组长

 华西医院糖尿病足病中心主任和内分泌科副主任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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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主　席：	 贾伟平

副主席：	 翁建平 朱大龙　  纪立农 郭立新　  周智广　  邹大进　  姬秋和　 冉兴无（执行）

委　员：（按姓氏拼音顺序）

陈开宁 陈　丽 陈莉明 代青湘 窦京涛 段滨红 房　辉 冯　波 高政南 

顾洪斌 郭立新 郭晓蕙 洪　洁 洪天配 华燕吟 纪立农 姬秋和 贾伟平 

匡洪宇 赖晓阳 雷闽湘 李冬梅 李　红(云) 李　红(浙) 李　军 李　玲 李启富 

李全民 李小英 李　兴 李学军 李　焱 李延兵 李益明 梁瑜祯 刘　芳 

刘　静 刘　煜 陆颖理 马建华 冉兴无 石勇铨 时立新 宋光耀 孙亚东 

王鹏华 王颜刚 翁建平 吴　迪 肖新华 谢晓敏 邢小燕 徐　静 徐　勇 

薛耀明 杨　静 杨金奎 杨丽辉 杨立勇 杨　涛 余学锋 袁　莉 章　秋 

赵志刚 周智广 朱　筠 朱大龙 朱铁虹 祝之明 邹大进

学术顾问：许樟荣

学术秘书：冯　波（兼） 顾洪斌（兼）  

工作委员会
主　席：	 冉兴无

副主席：	 王鹏华 冯　波 顾洪斌 薛耀明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烨民 陈明卫 成志锋 程庆丰 董建军 冯　琨 韩春茂 韩会民 姜玉峰  

康后生 李　秋  梁自文 林少达 刘　芳 莫朝晖 牟忠卿 任建功 汤正义 

王爱红 王爱萍 王　椿 王维敏 温　斌 鲜　杨  肖正华 谢晓敏 许　静 

许樟荣 闫振成 颜晓东 杨兵全 杨彩哲 杨　川 于艳梅 俞光荣 张会峰 

张　琦 赵　湜 朱　虹

工作秘书：王爱红（兼） 王　椿（兼）   

大会秘书处
主　任：	 章凌浪 谭志学

成　员：	 徐　游 李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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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网站
会议官方网站http://tzh.meeting.so，会议所有最新进展信息都将通过网站公布。请各位代表

定期登录网站，查询会议信息，并进行在线注册和在线投稿。

会议信息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承办单位：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足与周围血管病学组

会议日期：2018年9月21日～23日

会议地点：成都温江皇冠假日酒店

 

会议重要时间

网上注册开放日期：	 2018年5月05日

会前注册截止日期：	 2018年8月20日（含）

取消会前注册并获得全额退款截止日期：	 2018年8月20日（含）

网上投稿开放日期：	 2018年5月05日

网上投稿截止日期：	 2018年8月20日

论文评审结果查询开放日期：	 2018年9月10日

继续教育学分
本次会议申请了国家Ⅰ类继续教育学分， 只有正式注册代表方可申请学分，学会统一发放电

子学分。

大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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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内容
糖尿病足病及周围血管病变、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皮肤溃疡创面等方面的诊断、治疗、患者

教育和预防相关的原创研究结果。

征文要求
来稿全文（4000字以内）请附论文摘要（800字以内），摘要应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

结论四部分；

文内请务必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

投稿截止日期
2018年8月20日（请务必注意投稿截止日期。征文恕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投稿方式
为了方便您投稿、修改以及第一时间查询论文评审结果，本次会议只接受互联网在线投稿，

不接受电子邮件投稿。请登录会议的官方网站（http://tzh.meeting.so）了解投稿要求和办

法，并进行互联网在线投稿。

通过在线投稿，您将获得以下便捷：

　注册后，您可以在网页上办理会议注册，并预定住宿；

　在投稿截止日期之前，可对已投稿件进行修改；

　在审稿结束后第一时间查询审稿结果。

论文评审及结果查询

我们将在8月召开专家审稿会，对所有论文进行审阅。秘书处将在9月10日后通知录用和获奖

论文的通讯作者，所有被接受论文的摘要将会收录入会议汇编，在会上发给每位参会代表。

评奖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足与周围血管病学组年会暨2018中国糖尿病足及相关疾病论

坛将组织论文评选，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获奖代表将在会议闭幕式上受到

表彰。

征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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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注册截止日期：2018年8月20日（含）

为了更好地筹备本次会议，保证会议服务质量，组委会鼓励各位参会代表提前报名、注册，凡

此日期之前报名并缴费的代表享受优惠注册费标准，此日期之后报名的，按现场注册收费，没

有优惠。

注册费标准
注册类别 2018年08月20日前 2018年08月20日（含）

正式代表 1,000元/人 1,200元/人

四川省代表/医学生 600元/人

注：注册费包含听课费、资料费、餐费（不含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

　　本次大会只支持网上支付及现场缴费，请登录官方网站http://tzh.meeting.so进行在线支付；

　　四川省代表和医学生注册均须出具有效证件

 

注册方式
网上注册

敬请关注大会官方网站：http://tzh.meeting.so，在线填写全部注册信息并完成缴费，方为注

册成功。注册成功后，系统会自动向您的注册邮箱发送“会议注册确认函”。请您对注册信息

进行确认，如有任何疑问，请与大会秘书处联系。

取消注册与退款

您如已经缴了注册费，但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可以取消注册，并申请退还已交的注册费，但需

向注册秘书处提交书面申请。其它方式将不被接受，退款政策如下：

2018年8月20日前（含）收到取消注册通知和退款申请的，秘书处予以退款，但收取50元

每人的退款手续费。退款手续将在会议结束后的7日后开始办理。

2018年8月21日后收到取消通知和退款申请的，不予退款。

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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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报到
时间：2018年9月21日 9:00-20:00

地点：成都温江皇冠假日酒店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凤凰北大街619号

凡是在现场报到时间结束后抵达的代表，请直接到预订酒店的前台办理入住手续，并于第二

天到注册台领取资料。

预订要求
会务组为参会代表以优惠价格预定了酒店，预订者需要登录会议网站http://tzh.meeting.so填

写注册表预订住房。

只有已经交纳注册费的代表的预定才有效。只填写注册表但没有事先交纳注册费的代表，会

务组将不保证会议当天能提供住宿房间。

会务组将根据预定先后顺序及房源情况安排住房，尽可能考虑代表要求，但不保证预定房型。

已经缴纳注册费并作了住宿预订的代表，如因故不能按时入住，须在2018年8月31日前告

知秘书处。凡没有提前告知的，并造成空床费的，秘书处将直接从已缴纳的注册费中扣除因

此造成的空床/房费520元，代表注册时须补缴520元差额注册费。

酒店信息
注：以下酒店仅限个人预订，团队预订酒店请与会务组联系。

       电话：010- 51099090转873

       邮箱：xuyou@tnbzy.com

入住酒店 房间类型 价格

成都温江皇冠假日酒店

单人房 520元/间

双人房 260元/床

以上价格为净价，并且含早餐。不通过秘书处预订，将不能享受优惠价格；

住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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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交通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19公里；车程：40分钟）

出租车：50元

乘车：机场1航站楼站（地铁10号线）——太平园站（7号线）——文化宫站（4号线）——

凤凰大街站下车—步行1.1公里到达酒店

火车北站

（23.3公里；车程：1小时8分钟）

出租车：56元

乘车：火车北站（7号线）——文化宫站（4号线）——凤凰大街站下车—步行1.1公里到达

酒店

成都温江皇冠假日酒店



联系我们

大会秘书处：

联系人：李进

电　话：010- 51099090- 671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滨河路甲1号大象投资大厦6层

邮　编：100013

邮　箱：diabetes_foot2012@163.com

大会会务组：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电话：010- 85158145

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42号

邮编：1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