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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广东省医学会第八次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学术会议

暨惠州市医学会第一次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学术会的通知

（第二轮）

各有关单位：

我会决定于2022年 8月19-21日在惠州富力万丽酒店召开广东省医学会第八次生殖免疫

与优生学学术会议暨惠州市医学会第一次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学术会，同时举办第六次青年委

员会学术会议暨惠州市第二届妇科单孔腹腔镜技术论坛。此次会议由广东省医学会主办，广

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分会和惠州市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分会承办，广东省生殖

医院、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和惠阳三和医院协办。

此次会议将采用会前网上预约报名，线下参会方式进行交流，会议将邀请省内外著名专

家做专题演讲。欢迎广大医务人员踊跃报名参加将有关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专题报告、论文交流。

二、会议时间：8 月 19 日 10:30 报到，下午为青委会学术年会，晚上为全体委员会议；

20 日全天和 21 日上午为学术年会，21 日下午撤离。

三、会议地点：惠州市富力万丽酒店富力会议室，总机：0752-7399999。

四、参会对象：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分会全体委员、青年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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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培训费（含资料费、授课费、会场使用费等）800 元/人，在读研究

生 400 元/人（凭学生证），住宿（含早）：标双 500 元/间/天，标单 420 元/间/天，统一收

取 2天住宿费。大会统一安排食宿，费用回单位报销。

六、学分授予：与会者均可获得省级Ⅰ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请务必携带医疗教育一卡

通登记学分。仅限现场授分，会后不予补录。

七、会议征文：(一) 内容：会议征集有关生殖、生殖免疫、计划生育和不孕不育等领域

的新进展、热点、难点等各类论文和病例报道等，要求是未公开发表的原创性学术论文或综

述。会议将组织权威专家对投稿的论文进行评选，对评选出的论文收入论文集，并对优秀论

文的作者予以奖励。欢迎广大生殖免疫学、生殖医学、妇产科和计划生育领域专业人员积极

参与，踊跃投稿；（二）要求：1、凡具有科学性，实用性，论点明确，资料可靠的论文，均

可投稿。2、论文版式要求：①要求论文摘要 500 字以内，应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

部分，数据准确、重点突出、文字精练；②论题鲜明、醒目，作者姓名在文题下按序依次排

列，同时脚注作者单位全称及邮政编码。3、为保证投稿后的通讯效率，请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尽可能直接投稿，不要请他人代为投递，尽量避免一个科研单位或科室的稿件通过一个用

户名投递。4、论文统一采用 word 文档编排，并在论文的右上角详细注明姓名、工作单位和

联系电话；（三）投稿方式：登录会议专用网站 https://2022szmy.sciconf.cn，了解投稿

要求、程序和细节；（四）截稿日期：2022 年 8 月 5 日。

八、会期其它会议信息：会期将召开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分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具体时

间和会议室另行通知），敬请各委员和青年委员准时参加，希望各委员积极组织好本单位和

本地区人员参加本次大会。请委员积极注册，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下参会。

九、报名方式：8月 18 日前登录大会唯一报名网站：https://2022szmy.sciconf.cn （与

征文地址一致，技术支持咨询：黄恭强，电话 15622361132；邮箱：hgq@kunbocs.cn）预注

册报名，不接受来自其它渠道的注册报名。

十、联系方式：

广东省医学会学术管理与组织管理部 （庞莹 18620252675）

专科分会秘书（顾恒 15989226939）

备注：您的论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已被大会采用。

附：已被大会录用的论文题目及作者姓名：

1.………

2.………

有关会议最新消息欢迎浏览广东省医学会网站：www.gdma.cc。

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年会微官网

备注：会议疫情防控要求，根据具体情况，以届时政府有关部门的通知为准。

附件：1、会议报名流程

2、会议初步议程 广东省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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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报名流程及参会须知（含疫情防控措施等）

报名流程：

1、所有参会代表均需提前登录会议官网注册报名。

2、会前一周登陆会议官网确定参会。

3、会议现场报到处出示注册码及穗康码（或粤康码、平安白云，有其中一码即可）报到。

参会须知：

1、参会代表进入会议酒店都必须佩戴口罩并进行体温检测，体温异常者（≥37.3℃）不允许

进入。

2、参会代表与会过程中需全程佩戴代表证，凭证进入会场。人流高峰时期，大会将通过管控

分流等措施减少同时进入会场的客人数，请遵守会务组现场安排。

3、参会代表与会期间必须佩戴口罩，活动间隔 1米以上。

4、会议期间请勿进行聚集性用餐，参会代表取餐后请尽可能回房用餐或在用餐区与人间隔

1.5 米以上的距离用餐，餐食方可摘脱口罩，就餐后离开座位必须戴口罩。

5、会议期间住宿不进行随机拼房安排。

6、会议期间请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



附件 2：广东省医学会第八次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学术会议

议程安排
8 月 19 日

复发性流产规范诊治及病例分析

8 月 19 日

（周五下午）

13:00-14:00 高郁森 惠州市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分会成立大

会

14:00-14:30 宋关书 低分子肝素在复发流产中的应用

14:30-15:00 李露 病例讨论

15:00-15:30 祝丽琼 病例讨论：复发性流产患者孕期并发症病例分

析

15:30-16:00 张建平 2022 版复发性流产诊治中国专家共识解读

16:00-16:15 卫星会：烯丙雌醇的保胎作用

16:15-16:45 贺芳 病例讨论：产科抗磷脂综合征附个案分享

16:45-17:15 沈晓婷 病例讨论：在探索中发现的遗传因素复发性流

产

17:15 -17:45 秦爽 病例讨论：不抛弃不放弃—PCOS 病例分享

17：45-18：15 钟兴明 反复妊娠丢失的免疫学因素

自助晚餐

8月 19 日

（周五晚上）

20:00-20:30 钟兴明 常委会

20:30-21:30 钟兴明 全委扩大会议

8 月 20 日上午

生殖免疫诊疗在辅助生育技术中的应用专题

8 月 20 日

（周六上午）

黄伟彪

高郁森

张碧云

8:10-8:30 郭遂群

韦相才

开幕式

8:30-9:00 周灿权 辅助生殖技术在复发流产中的应用

9:00-9:30 全 松 IVF 前免疫和血栓控制是否需要

9:30-10:00 王 琼 反复种植失败诊断和治疗

10:00-10:15 卫星会：

10:15-10:45 朱伟杰 WHO 精液分析手册（2021 年版）的应对策略

10:45-11:15 汪李虎 精子 DNA 损伤对 ART 妊娠结局的影响



11:15-11:45 秦 朗 辅助生育中的妊娠丢失

11:45-12:15 郭遂群 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相关的生育问题

8 月 20 日下午

复发性流产争议问题及临床实践专题

8 月 20 日

（周六下午）

13：30-14：00 赵爱民 自然流产诊治的热点和争议问题

14:00-14:30 刘风华 妊娠丢失的内分泌因素探讨

14:30-15:00 刘木彪 新时期基层医院帮扶模式的新探索

15:00-15:30 罗艳敏 胎儿生长受限的再发风险

15:30-16:00 王 芳 黄体功能不全与不孕不育

16:00-16:15 卫星会：

16:30-17:00 陈 慧 复发性流产用药安全性监测及特殊状况处理

17:00-17:30 姚吉龙 最新复发性流产诊疗专家指南临床实践解析

17:30 -18:00 李映桃 宫缩抑制剂在安胎治疗的进展

18:00 -18:30 刘庆芝 反复胚胎丢失疑难问题多学科会诊（MDT）组

织管理经验分享及案例分析

自助晚餐

8月 21 日上午

妇科单孔腹腔镜技术与中医妇科专题论坛

8 月 21 日

（周日上午）

8:00-8:30 袁建寰 悬吊式单孔器械的初探

8:30-9:00 张宗锋 经脐单孔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及子宫整复

术技巧

9:00-9:30 李桂梅 经脐单孔腹腔镜联合宫腔镜诊治不孕症

9:30-10:00 刘娟 LEES 技巧—巨大囊肿剥除术

10:00-10:30 范佳颖 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的诊治

10:30-11:00 肖 青 预防有方 粘连不再

11:00-11:30 杜雪莲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11:30-12:00 朱 玲 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的中医诊治

大会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