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届全国皮肤病理诊断学习班及病理读片会

暨 2019 年河南省病理技术年会的第二轮通知

各有关医疗卫生单位：

为了推动皮肤病理亚专科的发展，由河南省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皮肤

病理学组主办，河南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的2019 年第一

届全国皮肤病理诊断学习班及病理读片会将于 5 月 23-26 日在郑州市召开，届时将同

时召开 2019 年河南省病理技术年会。首届全国皮肤病理年会将邀请全国多位皮肤病理

学界知名专家进行常见皮肤疾病病理诊断专科培训、皮肤病理专题讲座及皮肤疑难病例

读片讨论。我们诚挚地欢迎各位同道来到绿城郑州参加本次全国皮肤病理盛会，共同推

进皮肤病理诊断的规范化及专科化！

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会内容

1.本次会议由全国知名皮肤病理专家授课及讲评，内容包括：（1）皮肤疾病病理

诊断专科培训（皮肤正常组织学、皮肤病理基本病变、皮肤病理诊断模式、常见炎症性

皮病诊断及鉴别诊断要点等）；（2）皮肤病理专题讲座（涵盖皮肤病理诊断难点、皮

肤附属器肿瘤、皮肤软组织肿瘤、皮肤淋巴瘤、黑色素瘤等）；（3）皮肤疑难病例读

片讨论。具体安排详见日程。

2.皮肤疑难病例讨论数字切片请关注http://slide.kfbio.cn/。请邀请讨论单位

于4月15日前将单位名称、邮寄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发送至zyypatho@163.com，以

便接收读片切片。请出片单位、邀请讨论单位及病例展示单位提前准备好PPT，包括简

要病史、皮损照片、典型病变、免疫组化及病理诊断等，具体安排详见日程。

3.河南省病理技术年会。会议将邀请国内知名技术专家做专题讲座，同时举办冷冻

切片培训班。

二、参会代表



1.各级医疗、教学及研究单位从事病理学专业的医生和相关教学与研究人员等。

2.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第一届皮肤病理学组委员，请各位委员积极组织本地区病

理医生及相关人员参加本次学术会议。

3.河南省医学会第三届病理技术学组委员候选人，请按时参加学组换届改选会议及

本次省病理技术年会。

4.请各地市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积极组织本地区病理医生及相关人员参加

首届全国皮肤病理年会及省病理技术年会。

三、河南省病理技术年会有关事宜

1.大会部分专题讲座附后，会议内容详见日程安排。

2.冷冻切片培训班有关要求如下：

（1）本次培训班采取理论讲座和现场带教操作的方式，旨在为基层单位培训合格

的冷冻切片技术人员。总人数控制在60人以内。拟参加单位请于4月25日前将姓名、工

作单位、电话号码及E-mail地址发送到zhy20060607@126.com。

（2）培训用染色试剂及全部耗材均由会议提供。

四、注意事项

1.本次会议采用网上报名、现场缴费、电子学分、电子发票的形式，请务必提前登

录大会网站http://2019qgpfblzd.medmeeting.org/cn进行会议注册，完善个人信息，以便

电子学分信息采集。同时请登录查询本次大会下载会议通知、查询会议日程等有关信息。

省外代表会务费为1000元／人，河南省代表600元／人，报到时请携带单位税号，以便

直接开具电子发票报销。本次会议由河南省医学会负责会务支持与会务发票。

2.参会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回原单位报销，按照宾馆要求，办理住宿者， 请务

必携带身份证。

3.此次会议被列入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项目编号：2019-01-04-051)， 会后

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Ⅰ类学分 10 分。

五、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全国皮肤病理诊断学习班及病理读片会时间及地点



时间及地点

会议地点：郑州市黄河迎宾馆迎宾会堂（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1号，0371-66778888）

报到时间：2019年5月23日10:00-20:00 在黄河迎宾馆9号楼一楼大厅报到

会议时间：2019年5月24-26日（详见具体日程）

住宿地点：黄河迎宾馆9号楼、10号楼

（二）河南省病理技术年会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地点：郑州市黄河迎宾馆迎宾会堂（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1号，0371-66778888）

报到时间：2019年5月24日9:00-12:00 在黄河迎宾馆9号楼一楼大厅报到

5月24日晚上: 河南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病理技术学组换届改选会议。

5月24日下午: 冷冻切片理论培训。

5月24日晚上: 冷冻切片操作培训。

5月25日全天：病理技术研讨会及学术交流

住宿地点：黄河迎宾馆9号楼、10号楼

（三）交通路线

1.郑州东区高铁站

（1）出租车约40分钟，约20公里，途经东风东路、中州大道，约50元；

（2）地铁1号线西流湖方向(郑州东站上，紫荆山站下，7站)，换乘地铁2号线刘庄

方向(刘庄站D2口出，7站)，换乘156路(汽车客运北站上，黄河迎宾馆站下，10站），

下车即到；

2.郑州火车站西广场

（1）出租车约30分钟，约20公里，途经京广快速路、开元路，约40元；

（2）地铁1号线市体育中心站方向(郑州火车站上，紫荆山站下，3站)，换乘地铁2

号线刘庄方向(刘庄站D2口出，7站)，换乘156路(汽车客运北站上，黄河迎宾馆站下，

10站），下车即到；

3.新郑国际机场

（1）出租车约50分钟，约50公里，途经机场高速、中州大道，约100元；



（2）地铁城郊线(新郑机场上，南四环下，14 站)，换乘地铁 2 号线(柳林 C 口

出，14 站)，换乘 962 路区间或 962 路(三全路花园路站上，黄河迎宾馆下，9 站)，

下车向东南 80 米。

六、联系方式

1.皮肤病理会议联系方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 赵阳阳 18638627926

2.河南省病理技术会议联系方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 高冬玲 13803860563

3.会务联系方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 李晟磊 13598423254

河南省医学会 孙五美 15824851311

河南省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2019年4月10日



2019年第一届全国皮肤病理诊断学习班及病理读片会日程安排

时间：2019年5月23日—26日 会议地点：黄河迎宾馆迎宾会堂

日期 时间 内容 讲者 讲者单位 主持

5月24日
(周五上午)

08:00—08:30 开幕式，合影 陈 浩

08:30—09:30 正常皮肤组织学和皮肤基本病理病变 王 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唐 峰

李 扬09:30—10:30 炎症性皮肤病的角质层改变 陈 浩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

10:30—10:50 茶 歇

10:50—11:50 感染性肉芽肿的诊断思路 杨希川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唐 峰

李 扬

12:00—13:30 自助餐

5月24日
(周五下午)

14:00—15:00 界面皮炎的病理学特点 姜祎群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 任 力

李春英15:00—16:00 大疱性疾病的临床病理特点 王 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00—16:10 茶 歇

16:10—17:10 脂膜炎的病理模式诊断 刘业强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王文泽

陈连军17:10—18:10 血管炎与血管疾病的临床及病理特点 廖文俊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8:10—19:40 自助餐

5月25日
(周六上午)

08:00—08:40 汗腺肿瘤的临床与病理 孙建方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 王 琳

王益华08:40—09:20 皮肤软组织肿瘤 王 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病例 出片单位 邀请讨论单位 1 邀请讨论单位 2



09:20—09:40 1-01 哈尔滨医大附一院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 琳

王益华09:40—10:00 1-0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研所 西安交通大学一附院

10:00—10:10 茶 歇

10:10—10:30 1-03 北京天坛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绍兴市人民医院

王鸿雁

郑 松

10:30—10:50 1-04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福建省立医院

10:50—11:10 1-05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11:10—11:30 1-0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病理）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11:30—11:50 1-07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病理）

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皮

肤病院

11:50—12:10 1-08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2:10—13:30 自助餐

5月25日
(周六下午)

13:30—14:10 皮肤病理诊断中的一些陷阱 陈连军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章 培

刘业强14:10—14:50 皮肤黑色素细胞肿瘤诊断难点 王 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时间 病例 出片单位 邀请讨论单位 1 邀请讨论单位 2

14:50—15:10 1-09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病理）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陆军军医大学一附院皮肤
章 培

刘业强15:10—15:30 1-10 南京鼓楼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皮肤）
海南省人民医院

15:30—15:45 茶 歇

15:45—16:05 1-11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研所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病理） 湖南省人民医院

吴铁强

胡建功

16:05—16:25 1-12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16:25—16:45 1-13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北京朝阳医院

16:45—17:05 1-14 天津中医药大学二附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山西省肿瘤医院

17:05—17:25 1-15 北京协和医院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皮肤） 广州金域病理



17:25—17:45 1-16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陆军军医大学一附院病理

17:45—18:05 1-17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18:05—19:35 自助餐

5月26日
(周日上午)

08:00—08:40 毛源性肿瘤的病理诊断 李 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夏建新

武 迎08:40—09:20 EBV阳性皮肤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 李文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时 间 病例 出片单位 邀请讨论单位 1 邀请讨论单位 2 主 持
09:20—09:40 1-18 海南省人民医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北京天坛医院 夏建新

武 迎09:40—10:00 1-19 陆军军医大学一附院病理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二附院

10:00—10:10 茶歇

病例展示

10:10—10:15 1-20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

陈喜雪

许 跃

10:20—10:25 1-21 北京朝阳医院

10:25—10:30 1-22 山西省肿瘤医院

10:30—10:35 1-23 西安交通大学一附院

10:35—10:40 1-24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0:40—10:45 1-25 四川省人民医院

10:45—10:50 1-2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皮肤）

10:50—10:55 1-27 福建省立医院

10:55—11:00 1-28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1:00—11:05 1-29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1:05—11:10 1-30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

耿松梅

郝春燕

11:10—11:15 1-31 湖南省人民医院

11:15—11:20 1-32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20—11:25 1-33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25—11:30 1-34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30—11:35 1-35 广州金域病理

11:35—11:40 1-36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11:40—11:45 1-37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病院

11:45—11:50 1-38 绍兴市人民医院

11:50—11:55 1-39 济宁医学附属医院

11:55—12:00 闭幕式

12:00—13:30 自助餐

5月26日
(周日下午)

撤离

2019年河南省病理技术年会部分专题

1. 免疫组化技术质控的重要性 江西省人民医院 刘 勇 主任

2. 问题HE如何避免及解决方案 北京协和医院 王德田 主任

3. 原位杂交技术进展与质量控制 上海长海医院 倪灿荣 主任

4. 冷冻制片技术及其相关理论及应用 北京安贞医院 王 伟 主任

5. 全新的组织脱水方案探讨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周立新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