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有关单位：

为了提高我省呼吸病学和结核病学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治水平，

活跃学术气氛，推动学科发展，我会定于2014年8月29-31日在广州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广东省医学会第十七次呼吸病学/第十二次结核

病学学术会议暨环境与肺部疾病诊治培训班。会议将采用学术专题与

学术交流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

形式进行，邀请国内外知名医学专家作专题报告，同时举办学术研

讨、青年演讲论坛和临床疑难病例讨论。欢迎踊跃参加！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COPD）。2、肺癌。3、肺栓塞与

肺血管疾病。4、感染。5、呼吸危重症医学。6、间质性肺疾病。7、

睡眠呼吸障碍。8、哮喘。9、烟草病学。10、介入呼吸病学。11、肺

功能与呼吸治疗。12、结核病。13、其它。

二、会议时间：报到时间：2014年8月29日10:00-20:00（参加

环境与肺部疾病诊治培训班可于8月28日10:00开始报到）。年会时

间：8月30日8:30-8月31日12:15（培训班学习时间：8月28日下

午、8月29日全天）。撤离时间：8月31日14:00前撤离。 

三、会议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

南1039~1045号，酒店总机：020-88800888）。报到地点：3号楼

一楼大堂、嘉宾报到处1号楼一楼大堂。

四、参会对象：呼吸与结核相关专业的医务人员、呼吸病学分会/

结核病学分会全体委员、专题报告者、论文作者，欢迎从事本专业及

相关专业医务人员参加。

五、收费标准：注册费900元，住宿费标准500元/天/间，会议统

一安排食宿，费用回单位报销。

六、学分授予：与会者均可获得国家级Ⅰ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论文作者另颁发论文证书。有论文而不参加会议者，一律不发放论文

证书和学分证。现按有关要求已取消发放纸质学分，请参会人员自带

医学教育一卡通。

七、会期其它会议信息：2014年8月29日16:00在白云国际会议

中心召开呼吸学分会全体委员会议（2号楼二楼汕头厅），请委员准时

参加。委员有责任和义务组织好本地区人员参加本次大会。

八、报名方式：请登陆学会网站www.gdma.cc，“在线投稿与

报名栏目下”选择“广东省医学会第十七次呼吸病学/第十二次结核病

学学术会议”完成注册。如需参加29日“环境与肺部疾病诊治培训

班”，请另行在“环境与肺部疾病诊治培训班”条目录下报名，限额

200名，额满即止。网上注册咨询电话：020-81845865-202。

联系人：广东省医学会学术管理与组织管理部

              陈晓明020-81845865-204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研所）

              黎明13533519216

会议有关信息及最新情况请登陆和广东省呼吸病学分会网站：

www.gdma.cc或者www.gdma-rda.com 。

广东省医学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28 Aug

10:00—14:30   Registration   (Lobby, First tower, Building one)

28 Aug

COPD and the environment

       TIME                                                          TOPIC                                                                                        SPEAKER

14:30-14:40   Welcome and introduction

14:40-15:10   Potential role of environment factors in pathophysiology of COPD

15:10-15:40   Outdoor Pollution +COPD (including prevention)

15:40-16:10   Indoor Pollution + COPD (including prevention)

16:10-16:30   Coffee Break

16:30-17:00   Pathophysiology of asthma and allergy in rela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17:00-17:30   Allergy and asthma and the outdoor environment: pollen, pollution, molds

17:30-18:00   Allergy and asthma and the indoor environment: allergens and chemicals

18:00-20:00   Dinner

29 Aug

Clinical management of COPD and Asthma

       TIME                                                           TOPIC                                                                                        SPEAKER

08:30-09:00   Treatment of COPD-Important components and new advance

09:00-09:30   Treatment of AECOPD-Important components and new advance

09:30-10:00   Prevention of respiratory allergy and treatment in relation to the environment

10:00-10:30   Immunotherapy in allergic rhinitis and asthma

10:30-10:45   Coffee Break

Lung cancer and interstitial disease (ERS)

10:45-11:15   Lung  cancer and the environment

11:15-11:45   Fibrosis and interstitial diseases and the environment

Pr  Nanshan Zhong-Pr de Blay

Riccardo Pistelli

Riccardo Pistelli

Pixin Ran

F. de Blay

Jing Li (Guangzhou China)

B. Nemery

J-L. López-Campos

Jinping Zheng

F. de Blay

Shaoxi Cai

J. Hoyle

B. Nemery

欧洲呼吸病学会环境与肺部疾病诊治培训班
时间：2014年8月28日～29日       地点：2号楼二楼深圳厅

Course endorsed by the ERS on“Environmental respiratory diseases( COPD, 
Asthma, Allergy, Lung Cancer and interstitial diseases) for the clinicians”

广东省医学会
2014第十七次呼吸病学/第十三次结核病学学术会议

暨欧洲呼吸病学会环境与肺部疾病诊治培训班
时间：2014年8月28日～31日       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Course endorsed by the ERS on“Environmental respiratory diseases( COPD, 
Asthma, Allergy, Lung Cancer and interstitial diseases) for the clinicians”

Guangzhou, China 28 to 31 August 2014 Baiyu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14:00-14:50                       14:50-15:40                       15:40-16:30                       16:30-17:20

29 Aug

Clinical Cases ERS + China (All the participants can discuss there 4 clinical cases)

Sessions in:

Cases: Asthma and allergic 

respiratory diseases and 

the environment

COPD and 

environment

Lung cancer and 

environment

Interstitial pneumonia 

and environment

F. de Blay J-L. López-Campos J. Hoyle B. Nemery

Shaoxi Cai                       Jinping Zheng                  Yanbin Zhou                    Canmao Xie

大会内容一览表
时间                                                    内容                                                   备注

8/28

8/29

8/30

8/31

上午：参加ERS培训班者注册

下午：ERS培训班

晚餐：18:00～19:30

晚上：19:30～21:00  替加环素抗感染专家论坛          

一、ERS培训班 (全天)  会场: 2号楼二楼深圳厅

二、参会人员注册 (全天)  地点: 3号楼一楼大堂

                                          嘉宾报到处: 1号楼一楼大堂

三、珠三角论坛  14:00~16:30  会场: 2号楼二楼佛山厅

四、省呼吸学会全委会   会场：2号楼2楼汕头厅

1. 16:00～17:30  学术会议   主持：陈荣昌 

2. 17:30～18:30  全委会   主持：陈华红   李时悦

内容:（1）呼吸学会年度总结

        （2）年会筹办情况介绍

        （3）讨论、听取委员的建议

        （4）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

        （5）省学会学术会务部领导讲话

上午：大会（名家大讲堂）

下午：分会场（结核、感染、介入与肿瘤、基层呼吸专科医师论坛）

晚上：青委会分会

08:30～10:00   第一段：特邀讲者论坛

10:15～12:00   第二段：疑难病例大查房

12:00～12:15   优秀论文颁奖、会议闭幕式

会前会

会前会

正式会议



广东省医学会
2014第十七次呼吸病学/第十三次结核病学学术会议

大会议程

2014年8月30日   上午  名家大讲堂

内    容

主持：陈荣昌   高兴林   李建国

上下气道炎症同时治疗的重要性与研究进展

如何推动呼吸危重症学科发展

Immunotherapy in allergic asthma: 

a new perspective 

（过敏性哮喘的免疫治疗新进展）

主持：谭守勇   赵子文   冉丕鑫

耐药结核病诊断与处理

支气管扩张稳定期的抗炎治疗

埃博拉病毒与中东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诊断与防控

卫星会-1A（GSK）       主持：郑劲平  广州呼研所

GINA 2014更新对临床工作的启示

卫星会-2A（GSK）       主持：蔡绍曦  南方医

COPD急性加重高风险评估对COPD管理的重要性

午餐

会场: 2号楼二楼  岭南大会堂

时    间

08:30～10:0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1:3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4:00

主    讲

钟南山 院士  广州呼研所

王辰 院士  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主委

Frederic F. de Blay，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法国

                  肖和平  上海肺科医院

                  谢灿茂  中一

                  何剑峰  省疾控

                 蔡绍曦  南方医

                 郑劲平  广州呼研所

2014年8月30日   下午  呼吸专题论坛

内    容

2014年ASCO肺癌靶向治疗最新进展

哮喘治疗新方法—支气管热成形术临床应用

大容量全肺灌洗治疗肺泡蛋白沉着症

导航联合R-EBUS诊治周围型病灶

讨论

茶歇

纵隔淋巴结与纵隔解剖间隙的关系——对TBNA的提示

非小细胞肺癌的免疫治疗进展

支气管单向活瓣治疗重度肺气肿

讨论

会场: 2号楼二楼  深圳厅

会场: 2号楼二楼  深圳厅

分会场一  呼吸介入与肺癌专场

主    讲

      周燕斌  中一

      李时悦  广一

      陈正贤  中六

      李    静  省医

荣    福  顺德一院

     李伟峰  陆总

     王广发  北大一院

内    容

卫星会-1B（阿斯利康）       主持：周燕斌  中一

激素给药方式在AECOPD的探讨

卫星会-2B（勃林格）       主持：陈荣昌  广州呼研所 

COPD稳定期治疗的优化方案

医师演讲比赛

时    间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50

                                   主    讲

                              江山平  中二

J-L. López-Campos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澳大利亚亚

     时    间

14:00～14:30  介入学组成立仪式     主持： 李时悦    陈正贤    李静    荣福

14:30～16:00                        主持：周燕斌   李时悦   陈正贤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30

15:30～15:50

15:50～16:00

16:00～16:10

16:10～17:20                                    主持：李静   荣福

16:10～16:30

16:30～16:50

16:50～17:10

17:10～17:20



会场: 2号楼二楼  汕头厅

分会场二  结核病专场

内    容

结核分枝杆菌在我国的流行、传播及其应对策略

吡嗪酰胺耐药对肺结核病治疗疗效影响 

免疫缺陷与肺结核

糖尿病合并结核病诊断与治疗

艾滋病合并结核的临床影像学特点

茶歇

论文交流

病例报告

从炎论治——联合制剂在COPD的应用

主    讲

赵雁林

谭守勇

于化鹏

邝浩斌

陆普选

曾    勉

高兴林

     时    间

14:00-15:20                                             主持：钟球   张天托

14:00～14:20

14:20～14:35

14:35～14:50

14:50～15:05

15:05～15:20

15:20～15:30

15:30-17:10                                           主持：肖芃   吴智龙

15:30～17:00

17:00～17:10

17:30～18:00  卫星会-3A（阿斯利康）       主持：蔡绍曦  南方医

会场: 2号楼四楼   广东大会堂

分会场三  肺部感染专场 

内    容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侵袭性肺曲霉病诊治问题思考

毛霉菌病诊治进展

肺炎的辅助治疗

茶歇

主    讲

黄文杰  陆总

叶    枫  广一

江山平  中二

     时    间

14:00～15:15  肺部真菌感染和MRSA感染的热点问题       主持：黄文杰   林琳

14:00～14:25

14:25～14:50

14:50～15:15

15:15～15:30

内    容

XDR专家共识

从研究到实践，回眸MRSA肺炎的诊治

结构性肺疾病患者感染的初始经验治疗

吸入引起HAP的防治

主    讲

谢灿茂  中一

张天托  中三

张挪富  广一

吴本权  中三

     时    间

15:30-17:10  难治性肺部感染       主持：谢灿茂   刘朝晖

15:30～15:55

15:55～16:20

16:20～16:45

16:45～17:10

会场: 2号楼二楼  佛山厅

分会场四  基层呼吸医师论坛（慢阻肺、哮喘、吸入疗法） 

内    容

哮喘诊断与鉴别：社区医疗常见问题

实现哮喘控制的临床医疗实践

吸入疗法

讨论

茶歇

哮喘与COPD重叠综合征

COPD稳定期药物治疗进展

睡眠呼吸障碍：临床医疗中被忽略的常见问题

AECOPD规范诊治

讨论

重症肺炎的诊治策略

主    讲

邱   晨   深圳人医

      蔡绍曦  南方医

      郭禹标   中一

       

      

     李建国  中二

     赵子文  市一

      高兴林  省医

刘升明  华侨医院

      

      

     周燕斌   中一

     时    间

14:00～15:10                                             主持：罗显荣   陈飞鹏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10

15:10～15:40    哮喘学组成立仪式       主持：蔡绍曦   邱晨   李靖   郭禹标

15:40～15:50

15:50～17:20                                       主持：左万里   陈潮钦   郑劲平

15:50～16:10

16:10～16:30

16:30～16:50

16:50～17:10

17:10～17:20

17:30～18:00  卫星会-3B（住友）       主持：陈荣昌



会场: 2号楼二楼  深圳厅

青年学者论坛

内    容

如何写好课题与基金申报书

sci论文书写与投稿误区

如何做一个好的研究生导师

如何做一个好的研究生

你选择：医疗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自由执业

             主    讲

     黎明涛  中大

      曾广翘  广一

蔡绍曦  南方医

       陈    愉  广一

     时    间

19:30～21:30  优秀论文评选与交流汇报       主持：李文慧

                          青年呼吸医师科研之道

                          医学人生辩论赛

2014年8月31日   上午

内    容

肺血管炎临床诊治进展

临床困难情况下的肺栓塞诊治

呼吸康复治疗：指南、临床实践与探索

市一       两肺多发团块孔洞阴影高热不退

广一       肺部多发病变并全身多发性骨质破坏/修复3个月

南方医   咯血、双肺进展性多发性空洞一例

会场: 2号楼二楼  岭南大会堂

       时    间

08:30～10:00   特邀专家专题讲座       主持：周燕斌   蔡绍曦   邱晨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15    茶歇

10:15～12:00   疑难病例讨论       主持： 于化鹏   刘升明   卓超   曾庆思   顾莹莹

12:00～12:15  会议总结     优秀论文颁奖     闭幕式                          主持：李时悦

12:15～13:00    午餐

                                                            

                                              满载而归！

主    讲

李圣青  四医大西京医院

   杨媛华  北京朝阳医院

   陈荣昌  广州呼研所

18:10～18:30   常委带队参观展台

18:30～19:30   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