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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病理装备分会 

国家卫生计生委病理质控评价中心 

关于召开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病理装备分会第三届学术年会暨举办

中国病理装备分会第一届技术质控竞技比赛活动的通知 

<第二轮> 

为了推动病理装备的应用和发展，提高病理装备的临床应用水平，中国医学装备协

会病理装备分会拟定于 2018年 10月 25-28日在被誉为“豫东平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的美丽城市—商丘召开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病理装备分会第三届学术年会暨举办中国病

理装备分会第一届质控竞技比赛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病理装备分会、国家卫生计生委病理质控评价中心常

规技术组、河南省医学会病理专科分会，河南省病理质控中心共同主办，商丘医学会病

理分会，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协办。参会及参加质控竞技赛的代表将获得继续教育 II

类学分 6分，培训合格并竞技赛优异者可获得培训合格证书和竞赛优异的双证书。现将

本次活动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1.会议日期：2018年 10 月 25-28日。 

2.会务费：600元/人，参加质控竞技比赛和培训的人员不再另收费。因参会名额有限，

请提前交纳会务费。具体交纳方式请见各会议及培训群。 

3.报名： 

3.1.参会报名 填写表格后通过秘书处邮箱 cape_online@163.com 报名。从即日起至 

2018年 10月 10日为止，以便安排食宿。 

3.2 参赛报名 填写表格后通过联系人（详见附件 1）报名，额满为止。 

4. 活动安排： 

4.1 报到时间：10月 25 日全天。 

4.2 报到地点： 

4.2.1 参会报到地点：商丘市仁德酒店（商丘市睢阳区归德路与华商大道交叉口北路西 500

米）。包括各杯赛评委老师，带教老师以及不参加竞技赛培训仅参加学术会议的代表。 

4.2.2 质控竞技赛和培训的报到地点： 

mailto:填写表格后通过秘书处邮箱cape_online@163.com报名。从即日起至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病理装备分会 
 

中国病理装备分会字【2018】-通知-26 
 

中国病理装备分会微信平台 cape-online 

A、 徕卡杯冷冻切片质控竞技赛：维景酒店（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288 号） 

B、 樱花杯冷冻切片质控竞技赛：维景酒店（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288 号） 

C、 赛默飞世尔杯冷冻切片质控竞技赛：维景酒店（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288号） 

D、 深圳达科为杯冷冻切片质控竞技赛：华驰酒店（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128号） 

E、 金华益迪杯石蜡切片质控竞技赛：华驰酒店（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128 号） 

F、 金华克拉泰杯石蜡切片质控竞技赛：华驰酒店（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128 号） 

G、 中杉金桥杯免疫组化质控竞技赛：维景酒店（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288号） 

H、 徕卡杯免疫组化质控竞技赛：维景酒店（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288 号） 

I、 豪洛捷杯细胞学诊断质控竞技赛：华驰酒店（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128号） 

K、中杉金桥杯分子病理质控竞技赛:仁德酒店（商丘市睢阳区归德路与华商大道交叉口北路） 

4.3 日程安排（具体日程公布详见各培训群通知） 

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10月 25日 
14:00-18:00 仁德酒店八层大腾会议室 分子理论培训 

19:00-21:00 仁德酒店七层会议室 冷冻、常规理论培训 

10月 26日 

8:00-12:00 仁德酒店八层大腾会议室 分子实验操作培训 

8:00-12:00 仁德酒店七层会议室 冷冻、常规理论培训 

8:00-12:00 仁德酒店八层爱维会议室 免疫组化理论培训 

8:00-12:00 仁德酒店体育馆二层 细胞学诊断培训 

13:30-18:00 仁德酒店八层大腾会议室 分子实验操作培训 

13:30-18:00 仁德酒店体育馆一层 冷冻、常规竞技赛 

13:30-18:00 仁德酒店七层大会议室 免疫组化操作培训 

13:30-18:00 仁德酒店体育馆二层 细胞学诊断培训 

10月 27日 

8:00-12:00 仁德酒店体育馆一层 大会开幕式、合影、学术讲座 

13:30-18:00 仁德酒店体育馆一层 

学术讲座 

成立行业标准化委员会 

成立人工智能联盟委员会 

培训点评，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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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20:00  晚餐 

 

5. 交通：报到当天商丘站（商丘南站无接站，请尽量选择商丘站到达）设有大巴接站，

各酒店之间设有摆渡车，具体时刻表详见附件 4。 

6．会务组联系人：王德田 1305 127 0606    

王  伟 1361 139 9931  

王艳萍 1800 130 0188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病理装备分会 

国家卫生计生委病理质控评价中心 

河南省医学会病理专科分会 

河南省病理质控中心 

中国病理技术质控竞技大赛筹委会 

2018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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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参加中国病理装备分会设置的质控竞技赛报名信息： 

A、徕卡杯冷冻切片质控竞技赛： 

报名联系人:陈琳 

电话：13774261345 

报名邮箱：lin.chen@leicabiosystems.com 

B、樱花杯冷冻切片质控竞技赛： 

 报名联系人:崔莹 

电话:13811365303 

报名邮箱:cuiying@sakura-scn.com 

C、赛默飞世尔杯冷冻切片质控竞技赛： 

报名联系人:施星丹 

电话:13809005553 

报名邮箱:xingdan.shi@thermofisher.com 

D、深圳达科为杯冷冻切片质控竞技赛： 

报名联系人:任贺 

电话:13502806301 

报名邮箱:ren_he@dakewe.com 

E、 金华益迪杯石蜡切片质控竞技赛： 

报名联系人:方妙娟 

电话：15957957476 

报名邮箱：1005003229@qq.com 

F、 金华克拉泰杯石蜡切片质控竞技赛： 

报名联系人:周文权 

电话:13806780409 

报名邮箱:sales@craftek.cn 

G、 中杉金桥杯免疫组化质控竞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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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联系人：张玲   

电话：13070118718  

报名邮箱：zhangling@zsbio.com  

H、徕卡杯免疫组化质控竞技赛： 

报名联系人:胡可 

电话：18317128568 

报名邮箱：ke.hu@leicabiosystems.com 

I、 豪洛捷杯细胞学诊断质控竞技赛： 

报名联系人：姜丽 

电话：18600417763 

报名邮箱：jiang.li@hologic.com.cn 

K、中杉金桥杯分子病理质控竞技赛: 

培训手工操作 ISH-EBV，示范 RNAScope 技术 PD-L1及全自动原位杂交全流程。理论授课内

容：原位杂交技术新进展、FISH技术及质量控制、液态活检原位杂交检测技术及其它相关

内容介绍。 

报名联系人：倪灿荣   13601632621    nicanrong@126.com 

            焦莉娟   17321068905    38187428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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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名表 

中国病理装备分会第三届学术会议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单位名称  职务/职称  

 

 

参赛项目 

单选，多选无效 

O只参会，不参赛                 

O参赛，请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 

A. 徕卡杯冷冻切片质控竞技赛；（   ） 

B. 樱花杯冷冻切片质控竞技赛；（   ） 

C. 赛默飞世尔杯冷冻切片质控竞技赛；（   ） 

D. 深圳达科为杯冷冻切片质控竞技赛；（   ） 

E. 金华益迪杯石蜡切片质控竞技赛；（   ） 

F. 金华克拉泰杯石蜡切片质控竞技赛；（   ） 

G. 中杉金桥杯免疫组化质控竞技赛；（   ） 

H. 徕卡杯免疫组化质控竞技赛；（   ） 

I. 豪洛捷杯细胞学镜检诊断质控竞技赛；（   ） 

K．中杉金桥杯分子病理质控竞技赛。（     ）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手机号  邮箱地址 

住房要求 □单         □合       □不住 

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必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填） 

地址： 

电话: 

开户行： 

开户账号： 

说明： 

1． 只参会不参赛的老师请将填写后发回执到 cape_online@163.com; 

2． 参赛老师请将回执表发到各分类赛对应的邮箱；千万不要发错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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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线路图 

 
温馨提示： 

1、最好是选择高铁到商丘站；没有直达商丘的高铁，可以选择到郑州或徐州东换乘。 

2、10 月 25 日 10 点至 21 点，有大巴车前往商丘站进行接站（商丘南站不设接站点）接站点为商丘

站北出口。请关注各群内的通知。其余时间需自行前往。 

以下是商丘市内各车站至会场的交通路线： 

(1) 高铁站到仁德酒店 

方案一：从南出站口出，乘 16 路公交车到达商丘幼师学院公交站下车，向西步行 200 米抵达仁德酒店。 

方案二：从高铁站打出租车或滴滴快车约 22 元，用时 25 分钟到达仁德酒店。 

(2) 火车站到仁德酒店 

方案一：乘坐 16 路公交车到达商丘幼师学院公交站下车，向西步行 200 米抵达仁德酒店。 

方案二：从火车站打出租车或滴滴快车约 20 元，用时 20 分钟到达仁德酒店。 

(3) 火车南站到仁德酒店 

方案一：乘坐 66 路公交车转 96 路公交车到达商丘幼师学院公交站下车，向西步行 200 米抵达仁德酒店。 

方案二：从火车南站打出租车或滴滴快车约 19 元，用时 19 分钟到达仁德酒店。 

(4) 新郑机场到仁德酒店 

方案一：从新郑机场乘坐商丘大巴抵达“商丘机场（机场尚未启用）大巴处”，行程 2 个半小时左右，票价 80 元/

人，商丘机场大巴处位于珠江路与神火大道交叉口，打车抵达仁德酒店约 12 元，用时 10 分钟左右。 

方案二：从新郑机场乘坐大巴至郑州高铁站，乘坐高铁抵达商丘高铁站。然后参考以上线路（1） 

(5) 高铁站/火车站到商丘维景大酒店 

方案一：从南出站口出，乘 88 或 90 路公交车到达上海城市花园公交站下车，下车即是。 

方案二：从高铁站/火车站打出租车或滴滴快车约 20 元，用时 20 分钟到达维景大酒店。 

(6) 火车南站到商丘维景大酒店 

方案一：乘坐 91 路公交车至中州路口站下，转 68 路公交车到达上海城市花园站下车即是。 

方案二：从火车南站打出租车或滴滴快车约 14 元，用时 15 分钟到达维景大酒店。 

(7) 高铁站/火车站到华驰粤海酒店 

方案一：乘坐 88/81/3/30/83/96/101/33 路公交车至市交通运输局站下，步行约 253 米即是。 

方案二：从高铁站/火车站打出租车或滴滴快车约 20 元，用时 20 分钟到达华驰粤海酒店。 

(8) 火车南站到华驰粤海酒店 

方案一：乘坐 53 路公交车至神火路口站下，步行约 387 米即是。 

方案二：从火车南站打出租车或滴滴快车约 11 元，用时 16 分钟到达华驰粤海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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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摆渡车时刻表 

1.接站： 

10 月 25日 10:00-21:00 商丘火车站北出口（每小时一趟） 

商丘站——华驰酒店——维景酒店——仁德酒店 

时间点以外到达的老师请从商丘火车站南出口出站，自行前往报到地点 

2.华驰酒店——仁德酒店 

10 月 25日 17:30  由华驰酒店到仁德酒店 

10 月 25日 21:40  由仁德酒店到华驰酒店 

10 月 26日 7:20   由华驰酒店到仁德酒店 

10 月 26日 20:30  由仁德酒店到华驰酒店 

10 月 27日 7:20   由华驰酒店到仁德酒店 

10 月 27日 20:30  由仁德酒店到华驰酒店 

3.维景酒店——仁德酒店 

10 月 25日 17:30  由维景酒店到仁德酒店 

10 月 25日 21:40  由仁德酒店到维景酒店 

10 月 26日 7:20   由维景酒店到仁德酒店 

10 月 26日 20:30  由仁德酒店到维景酒店 

10 月 27日 7:20   由维景酒店到仁德酒店 

10 月 27日 20:30  由仁德酒店到维景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