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第五届全国创伤急救与多发伤学术会议 
第六届两江创伤医学学术会议暨 2018 年重庆市创伤学学
术年会、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基金创伤诊治适宜
技术培训班和国家级继教项目“创伤急救与规范化救治

高级培训班”（最后一轮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分享交流创伤医学最新进展，推动创伤外科学科发展，推进区域性创伤救

治体系和医院创伤中心建设，提高区域性整体创伤救治水平，提供良好的学术交

流平台，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创伤急救与多发伤专委会与重庆市医学会定于

2018 年 11 月 17-19 日在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举办第

五届全国创伤急救与多发伤学术会议、第六届两江创伤医学学术会议暨 2018 年重

庆市创伤学学术年会，同期举办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基金“区域危急重症

适宜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项目编号：YDZX20175000004270）&“基于国产螺

旋 CT 设备的严重创伤诊治适宜技术的重庆地区示范应用”培训班及国家级继教

项目“创伤急救与规范化救治高级培训班”（项目编号：2018-10-00-401【国】）。 

本次会议由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创伤急救与多发伤专委会和重庆市医学会

联合主办，重庆市医学会创伤学专业委员会、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大学附

属中心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重庆大学医学高等研究院（医

学院）承办，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助。会议特邀请国际、国内知名创伤

外科专家就创伤急救体系建设、创伤医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创伤急救与复

苏、创伤失血性休克、创伤与大规模灾害的医学救援、多发伤救治、颅脑创伤、

胸腹创伤、骨关节损伤、创伤危重症与并发症等领域近一年来的新的救治进展进

行专题讲座，分享我国创伤外科 30 年经验，交流和讨论创伤临床典型疑难病例，

面向基层医务工作者开展创伤救治适宜技术培训。这次会议将是一场高质量、高

层次的大型学术盛宴，热诚邀请国内相关领域医生、护士和科研工作者积极投

稿，踊跃参加会议。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详见附件:会议日程 

二、会议时间 

（一）报到时间与报到地点 

1.报到时间:201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8:30-14:00。 

2.报到地点 

（1）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市内代表）报到点：重庆



市渝中区健康路 1 号，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新门诊住院综合大楼学术报告厅。 

（2）希尔顿酒店（市外代表）报到点：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重庆市希尔顿

酒店大堂，酒店电话：023-89039999。 

（二）开会时间 

201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13:00-18:00 时；2018 年 11 月 18 日 8:30-18:00。 

（三）撤离时间 

2018 年 11 月 19 日。 

三、会议地点 

重庆市渝中区健康路 1 号，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新门

诊住院综合大楼学术报告厅 

四、参会人员 

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创伤急救与多发伤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

重庆市医学会创伤专委会全体委员及青年委员；国内创伤相关领域医生、护士、进

修生、研究生及科研工作者；重庆市主城区及区县各医院创伤外科、急诊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和各外科的医师、护士。 

各级委员是否参加会议纳入平时考核与再次委员推荐考核指标，并请积极组织

本单位或相关单位 2-3 人参加会议。 

五、会议注册 

（一）注册费用（以交费时间为准） 

前期优惠注册费标准（2018 年 11 月 9 日前）：800 元/人，重庆市本地代表、

护士、研究生 500 元/人； 

11 月 9 日后及现场注册费标准：1000 元/人；重庆市本地代表、护士、研究生

600 元/人 

（注：在读研究生需在报到时出示带照片的研究生证方能享受优惠价格，否则

需现场补交 100 元注册费）。 

（二）注册方式（推荐使用在线注册） 

1.在线注册：电脑登陆会议网站（http://csx2018.medmeeting.org）或关注“重庆

市医学会”微信公众号后点击“学术会议”选择此次会议，点击“参会注册”栏目

下的“个人代表注册”按钮，在线填写注册信息，并按照网页提示进行注册费的网

上支付操作。 

2.现场注册：手机扫描现场提供的二维码，填写个人注册信息，现场以银行卡、

微信、支付宝等方式交纳注册费。 

（三）注册说明 

1.优惠期之后注册按现场注册标准收费，费用请到会议现场交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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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主动提醒收费人员并凭公务卡可享受前期注册费优惠。 

3.住宿、差旅费自理，回单位按规定报销。 

4.报到时请提供单位准确的全称及税号，以便开具发票。网上交费代表凭相关

证件现场领取注册费发票。 

六、其他事项 

（一）学分授予 

成功注册参会的重庆市代表凭本人身份证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捌分

和重庆市级Ⅰ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陆分；外地代表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捌

分。凡是未在会议网站注册者不授予学分。 

（二）食宿安排 

会议酒店住宿费单/标间：标间/单间同价 248-498 元/间/晚（含早），订房联系

人：重庆明揽天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盛小容老师，电话：18996153701。 

订房需知： 

1.如需住宿请提前进行预订并将订房相关信息以短信的方式发送至手机，我们

收到后将在一天内电话与您确认订房。预订截止时间：11 月 9 日，截止后还需订房

将尽量安排其住宿或者提供备选酒店供与会代表住宿。 

2.酒店入住时间为下午 14:00 以后，退房时间为中午 12:00 点以前；当日 16:00

点之前退房加收 50%房费，下午 18:00 后退房将收取全天房费。 

（三）联系人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胡惠 17723260513，Email：huhui9@126.com；黄光斌 

13883270170；姚静 18723211317； 

重庆市医学会 吕在明 15310177065，023-63608028 

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创伤急救与多发伤专业委员会 蹇廷旭 

15823821526 

附件：会议日程 

登录重庆市医学会网站（http://www.cqma.cn/）或扫描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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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创伤急救与多发伤专业委员会 

                                            重庆市医学会 

                                          2018 年 10 月 17 日 



第五届全国创伤急救与多发伤学术会议 

第六届两江创伤医学学术会议暨 2018 年重庆市创伤学学术年会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基金创伤诊治适宜技术培训班 

国家级继教项目“创伤急救与规范化救治高级培训班”会议日程 
  2018 年 11月 17日（星期六）8:30-14:00：报到注册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大学附属中心医院 学术报告厅） 

时    间 会议内容 主讲人单位及姓名 主持人 

2018年 11月 17日（星期六）下午 

13:30-17:00 院长/主任论坛：主题“新时代创伤中心建设” 主持人 

13:30-14:00 
议题一：全国创伤救治体系推进与创伤救治能力提升概况 

（讲者：北大人民医院姜保国院长、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创伤专科医院张连阳院长） 

都定元 

白祥军 

 

14:00-15:00 

议题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创伤救治体系与创伤中心建设进展 

（讲者：北大人民医院王天兵副院长、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都定元副院长、四川省

人民医院曾俊副院长、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桑锡光主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邵标主

任、南昌大学一院陈海鸣主任、港大深圳医院章桂喜主任） 

15:00-16:10 

议题三：大型综合医院内创伤救治体系（创伤中心）建设经验分享 

（讲者：郑大一附院朱长举主任、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胡平主任、陆军医大西南医

院刘明华主任、南通大学附院朱东波主任、新疆医大一院肖开提.依不拉音主任、沈

阳军区总医院金红旭主任、温州医大二院陈大庆主任） 

16:10-16:50 

议题四：县域创伤急救大平台建设/区县医院创伤中心建设经验 

（讲者：浙江余姚市人民医院李子龙主任、浙江天台县人民医院胡培阳副院长、重

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傅勇副院长、深圳南山医院吴京兰主任） 

17:00-18:00 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创伤急救与多发伤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第二会议室） 张连阳 

17:00-18:00  重庆市医学会第六届创伤学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青年委员会议（第一会议室） 刘良明 

2018 年 11月 18日（星期日）全天：大会 

8:30-9:00 开幕式 都定元 

9:00-10:40 专题一：院士专家讲坛 主持人 

9:00-9:30 道路交通运输安全发展报告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王正国 院士 

高劲谋 

周继红 

王天兵 

9:30-10:00 
建立网络化的创伤救治体系以满足国家重大

需求的理论与实践 
解放军总医院        付小兵 院士 

10:00-10:20 全面起升国家创伤救治能力：文件解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姜保国 教授 

10:20-10:40 
建立国家战创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创我国

创伤医学新局面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蒋建新 教授 

10:40-10:50 茶   歇 

10:50-12:00 专题二：创伤中心建设 主持人 

10:50-11:10 中国创伤救治培训展望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张连阳 教授 贾国强

李新志 

李湘民 

11:10-11:30 创伤中心建设关键问题与解决方案 华中科大同济医院    白祥军 教授 

11:30-11:50 创伤中心建设与管理 重大附属中心医院    都定元 教授 

12:00-13:00 卫星会议（自助午餐） 

13:00-14:00 专题三：创伤救治进展 主持人 

13:00-13:20 战创伤休克等临床重症血管低反应性调控与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刘良明 教授 刘明华



转化应用 彭  磊 

刘明辉 
13:20-13：

40 
创伤 ARDS诊治新进展 解放军总医院        赵晓东 教授 

13:40-14：

00 
血管创伤 MSCT的诊断进展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张伟国 教授 

 专题四：疑难、罕见创伤救治经验分享 主持人 

14:00-14:15 创伤性腹膜后血肿介入治疗探讨 北京积水潭          彭晓新 教授 

赵小刚

赵  刚 

邓  进 

14:15-14:25 食管/主支气管断裂肺切除/胃代食管重建术

成功 1例报告 
南方医大南方医院    吴  旭 教授 

14:25-14:35 腹腔感染的外科治疗进展 南京军区总医院      王革非 教授 

14:35-14:45 胰腺--腹部闭合伤中容易遗忘的角落及其损

伤控制手术技巧 
成都军区总医院      戴睿武 教授 

14:45-14:55 严重创伤止血：我们应该怎么做？ 安徽医大二院        项和平 教授 

14:55-15:05 腋静脉中心静脉置管在严重创伤病人的应用 华中科大同济医院    高  伟 教授 

15:05-15:15 严重创伤救治的液体管理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王  成 教授 

15:15-15:25 战现场损害控制复苏手术中的超级生命支持

技术及勤务实施 
解放军 175医院      郁毅刚 教授 

15:25-15:30 茶   歇 

15:30-17:30 

专题五：青年医师论坛、评奖  

（评审专家：周继红、张连阳、高劲谋、都定元、刘筑、张伟国、李磊、刘国栋、孙建

明、任为、胡平、钟永富、薛南平、田显阳） 

主持人 

演讲顺序 

（抽签） 

报告 6 min 

点评 4 min 

急诊室复苏性剖胸探查术(ERT)及实践 重大附属中心医院      胡  惠 

宗兆文

周人杰 

周  政 

 

心脏刀刺伤抢救 贵州德江县人民医院    安黔洪 

创伤中心模式下严重创伤救治 1例报告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  赵  伟 

眼眶部“筷子”贯通伤救治 1例报告 重大附属中心医院      王登学 

创伤性头皮假性动脉瘤 1例影像诊断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医院  单  凯 

创伤性膈肌破裂 华中科大同济医院      刘沁心  

脾破裂漏诊肠系膜血管损伤救治失败案例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朱运龙 

胰腺损伤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谭嘉鑫 

创伤性胰腺炎的 CT诊断 重庆医大永川医院      苏丽平 

创伤性肝破裂的影像诊断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  陈  健 

1例引发纠纷的多发伤病例分享 重庆市三峡中心医院    李欢欢 

13:30-17:00 专题五：创伤护理与管理（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 

13:30-13:35 主持人介绍出席领导和来宾 

刘  蕾 

张  敏 

徐国先 

13:35-14:05 TESS评估创伤深静脉血栓风险 华中科大同济医院       汤曼力 

14:05-14:35 
爱从这里出发，温暖前行——浅谈人文护理推

广活动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傅华兰 

14:35-15:05 组织胶水粘合技术在创伤急救中的应用 华中科大同济医院       程  晶 

15:05-15:35 
应用气压泵治疗对卧床患者预防下肢静脉血

栓的效果观察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朱明明  

15:35-16:05 严重腹部创伤的急救与护理 重大附属中心医院       姚  静 



16:05-16:35 多发伤的救治与护理 重大附属中心医院       徐国先 

16:35-17:00 讨论/交流 

17:30-18:00 专家点评、颁奖、会议总结 都定元 

2018 年 10月 19日    参观医院、撤 离  

会议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健康路 1号，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新门诊住院综合大楼：学术报告厅 

联系人：胡惠 17723260513，Email：huhui9@126.com；黄光斌 13883270170；姚静 18723211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