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届全国细胞病理学会议暨 

细胞病理学读片会参会通知 

医学术便函[2019]第271号 

             医师： 

 

为进一步提高细胞病理学诊断与技术的水平，增进学术交流和相互了解，推动我国细胞

病理学更好更快的发展，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办，由山东省医学会、潍

坊市医学会和潍坊市人民医院承办的中华医学会第十七届全国细胞病理学会议定于2019年6

月14～16日在山东省潍坊市召开，欢迎从事细胞病理学工作的医务人员积极参加！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详细日程附后）： 

1、邀请国内外知名细胞病理学专家结合细胞学读片和病例讨论进行专题讲座，包括宫颈

细胞学、非妇科脱落细胞学、细针穿刺细胞学诊断等的专题讲座。  

2、举办中日细胞病理学交流会。  

3、邀请有关专家进行常规细胞病理学技术、免疫细胞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在细胞学

中的应用、质量控制与标准化的讲座。  

4、专业学组活动：会议期间将召开细胞病理学组委员工作会议并对2019年学组工作进行

讨论。  

5、细胞病理诊断与技术相关试剂、设备厂商的产品展览。  

您的读片报告： 

 

经评审被大会录用并已汇编成册，凡会议发言的代表请准备好Powerpoint 演

示幻灯。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1、报到时间：2019年6月14日9:00-21:00 

2、会议时间：2019年6月14日下午、15日全天和16日上午 

3、撤离时间：2019年6月16日下午 

4、报到及会议地点：潍坊市蓝海大饭店 

地址：潍坊市潍城区玉清西街与三里庄路交汇处 / 0536-2107777 

网址：http://www.lanhai.cn/fHotel/initHomePage?id=11245 

 

 

 

http://www.lanhai.cn/fHotel/initHomePage?id=11245


三、报名参会： 

1、通过扫描识别右侧大会官方微站二维码或登录会议官方网站

（cyto.medmeeting.com），进入主页，点击“报名参会”，选择注册

类型，完整填写注册信息，点击“提交报名”完成注册，前期报名

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12日24时。 

2、注册费1000元/人，山东省/西部地区/基层医疗机构代表800

元/人（凭有效证件，如工作证、身份证等）。会议报到时刷银行卡

（带银联标识）缴纳。 

西部地区代表指工作单位在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陕西

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

代表； 

基层医疗机构代表包括县级人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室）

等的代表。 

3、住宿由会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回本单位报销。会议委托上海万怡会展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预订管理会议代表用房，需要预定住宿的代表请在完成网站报名参会后，尽早完

成房间预订(6月1网站预订截止)，并缴纳房间费用。所有与会代表均须在现场缴纳注册费，

住宿提早在会议网站预订，现场办理住宿尽量协调，但不保证会议酒店有房。 

4、学分：参加会议并注册的正式代表可获国家级I类继续教育学分,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编号：2019-01-04-083 (国)。 

根据中华医学会的有关规定，申请学分的代表须在报到时提交身份证证件号码、工作单

位、联系电话及邮政编码等必要信息，会议结束后会务组根据代表提供的个人信息上报中华

医学会继教部，会后2个月左右可在中华医学会网站查询电子学分。 

四、机场及车站至会场交通路线：  

A. 潍坊机场—潍坊市蓝海大饭店（大约16.9公里） 

1. 乘坐出租车，约37分钟，打车约41元。 

2. 乘坐公交车，约1小时22分钟，出站后步行20米，乘坐39路，潍坊机场站上车，到潍

城区交警大队站下车，转乘环61路逆行，到鲁台会展中心站下车，下车后步行80米到达。 

B. 潍坊火车站/潍坊公路客运总站—潍坊市蓝海大饭店（大约8公里） 

1. 乘坐出租车，约23分钟，打车约18元。 

2. 乘坐公交车，约53分钟，出站后步行620米，乘坐乘环61路逆行，和平路健康街路口

站上车，到鲁台会展中心站下车，下车后步行80米到达。 

C. 潍坊北站—潍坊市蓝海大饭店（大约14公里） 

1. 乘坐出租车，约30分钟，打车约32元。 

2. 乘坐公交车，约1小时41分钟，出站后步行660米，乘坐106路潍坊高铁北站上车，北

海路玉清街路口站下车换乘88路，到鲁台会展中心站下车，下车后步行80米到达。 

 

http://www.cma.cyto.com/


五、会议网站： 

会议网站 cyto.medmeeting.com，有关会议最新日程、住宿等信息将通过会议网站及时发

布， 敬请关注。 

六、秘书处： 

北京医院病理科 

何淑蓉  010-85133911，13661067511，cytopathology@126.com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李兆晖  010-85158421，cma_lzh@126.com 

 

【会务咨询】 

刘洋斯雯  18910138015，vivianliu@healife.com 
  

【网站注册】 

杨子婷  13370122183，alinayang@healife.com 

  

【住宿预订】 

陈晨妍  13370158197，cocochen@healife.com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9年5月15日  

 

 

 

会议日程 

6 月 14 日下午  妇科宫颈细胞学专题及读片  御礼厅 

时间 类型 内容 讲者 主持人 

14:00-14:20 专题报告 P16/Ki-67 双染在宫颈细胞学诊断中的意义 刘东戈 

金木兰 

余  俐 

张云香 

14:20-14:35                        专题报告 宫颈细胞学反应性改变解析 任  力 

14:35-14:50 专题报告 宫颈细胞学发现子宫外癌 3 例分析 刘德美 

14:50-15:00 大会发言 计算机辅助阅片系统在子宫颈细胞学检查中的应用 余小蒙 

15:00-15:10 大会发言 
P16 免疫细胞学染色在宫颈癌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首例大数

TCT, P16 免疫 
阎培莎 

15:10-15:30 

卫星会 

（广州江

元） 

P16 在宫颈 HSIL 细胞内过表达的调控机制、临床意义及捕获隐匿

性 HSIL 细胞的常见类型 
吴广平   

http://www.cma.cyto.com/
mailto:cytopathology@126.com
mailto:cma_lzh@126.com


6 月 14 日下午  妇科宫颈细胞学读片病例讨论  御礼厅 

时间 类型 内容 讲者 主持人 

15:30-15:40                                大会发言 宫颈胃型腺癌的细胞学特点及鉴别诊断 杜  芸 

许淑霞 

胡俊波 

蒋  谊      

15:40-15:50 大会发言 子宫 Pecoma 在细胞涂片的形态改变 吴秀丽 

15:50-16:00 大会发言 阴道残端转移细胞学病例报道 李淑燕 

16:10-16:20 大会发言 宫颈细胞学病例读片 周正友 

16:20-16:30 大会发言 病例读片 张世英 

16:30-16:40                                大会发言 宫颈细胞学读片一例 周庆云 

16:40-16:50                                大会发言 宫颈细胞学读片一例 马登云 

许晶晶 

王玉兰 

赵  月   

16:50-17:00                                  大会发言 病例读片一例 张修云 

17:00-17:10                                                     大会发言 病例汇报一例阴道绒毛管状腺癌 吴建宇 

17:10-17:20 大会发言 宫颈液基细胞腺上皮病变 1 例 覃玲艳 

17:20-17:30 大会发言 宫颈细胞学 1 例 陈云庆 

6 月 14 日晚  全体委员会议 

时间 类型 内容 地点 

20:00-21:30 
全体委员

会议 
中华病理学会细胞病理专业学组全体委员会议 夏晖厅 

6 月 15 日上午  细胞病理学学术会议暨读片会议  御景厅 

时间 类型 内容 讲者 主持人 

08:00-08:30                                     开幕式   张云香 

08:30-09:30                           特邀报告 间皮瘤的细胞学诊断 冈辉明 

金木兰 

张智慧 

平  波    

09:30-10:00        特邀报告 新版宫颈 TBS 报告系统重点解读 刘东戈 

10:00-10:30 特邀报告 人工智能在细胞学筛查中的应用趋势 李再波 

10:30-11:00          特邀报告 
胰腺针吸细胞病理学检查现状及实性-假乳头状瘤细胞学诊断及鉴

别诊断 
徐海苗 

11:00-11:30 特邀报告 甲状腺细针穿刺细胞学分子检测的实践与挑战 李  杰 

11:30-12:10 
卫星会 

（罗氏） 
Cintec plus 细胞学双染在子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申  艳 金木兰 

12:10-13:30 午    餐 

6 月 15 日下午  穿刺细胞学专题报告及读片  御景厅 

时间 类型 内容 讲者 主持人 



13:30-13:45                                   专题报告 甲状腺乳头状癌术后颈部结节细针穿刺二例 平  波 

丁永玲 

梅金红 

朱慧庭 

张易青 

13:45-14:00 专题报告 细针穿刺细胞学对于不同类型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何淑蓉 

14:00-14:15 专题报告 甲状腺髓样癌细针穿刺形态学挑战及分子检测 陈  岚 

14:15-14:30 专题报告 甲状腺穿刺细胞学诊断-NIFTP 曹  箭 

14:30-14:45 专题报告 涎腺细针穿刺细胞学 王  苗 

14:45-15:00 专题报告 细针穿刺细胞学病例讨论 寇俊娜 

15:00-15:15 专题报告 肘部肿物细针穿刺细胞学病例讨论 陈  冰 

 

15:15-15:35 

卫星会 

（豪洛捷） 
优化的细胞学和 HPV 共同筛查可最大程度预防子宫颈癌 金木兰 刘东戈 

15:35-15:45 大会发言 侵袭性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细胞学诊断体会 任玉波 

 

吕庆杰 

何洁华 

徐美林 

兰建云                

15:45-15:55 大会发言 烧伤截肢后瘢痕癌变伴右大腿近端内侧转移细胞学诊断一例 余  清 

15:55-16:05 大会发言 辽宁省肿瘤医院病例讨论 黄  波 

16:05-16:15 大会发言 甲状腺乳腺癌转移病例分享 王东存 

16:15-16:25 大会发言 颈部肿物细针穿刺两例 郭会芹 

16:25-16:35                                   大会发言 两例甲状腺继发性肿瘤细针穿刺诊断 苏学英 

16:35-16:45 大会发言 甲状腺肿块穿刺一例 茹国庆 

16:45-16:55 大会发言 甲状腺穿刺细胞学 1 例 张学东 

倪劲松 

茹国庆 

晋  雯 

华  平 

16:55-17:05 大会发言 腋窝异位乳腺癌细针穿刺细胞病理特点（附病例讨论） 雷亚丽 

17:05-17:15 大会发言 前臂肿物细针穿刺细胞学一例 谢福源 

17:15-17:25 大会发言 马尔尼菲青霉菌病一例临床病理学观察 许丽萍 

17:25-17:35 大会发言 乳腺癌伴神经内分泌分化的穿刺细胞学诊断 程  晔 

17:35-17:45 大会发言 腮腺恶性黑色素瘤的细针穿刺细胞学诊断 金  菊 

17:45-17:55 大会发言 颈部 FNA 细胞学易误诊病例 2 例 苏  鹏 

17:55-18:05  大会发言 甲状腺结节穿刺液基涂片深度学习的应用初探 陈万远 

6 月 16 日上午  非妇科脱落细胞学专题报告及读片  御景厅 

时间 类型 内容 讲者 主持人 

08:00-08:15 专题报告 恶性间皮瘤的细胞学诊断及鉴别诊断 梅  平 

杜  芸 

苏学英 

胡爱侠 

何秋香 

08:15-08:30 专题报告 浆膜腔积液病例讨论 张智慧 

08:30-08:45 专题报告 EAR 联检在 NSCLC 脱落细胞中的应用分享 张云香 

08:45-09:00 专题报告 酸性磷酸酶染色在浆膜腔积液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吴广平 

09:00-09:15 专题报告 胸水中少见淋巴造血系统病变一例 孟芝兰 



09:15-09:30 专题报告 潍坊细胞学读片会胸水 1 例 朱  翔 

09:30-09:40 大会发言 肺腺癌靶向治疗后小细胞癌转化—胸水细胞读片 1 例 刁小莉 

09:40-09:50 大会发言 腹水脂肪肉瘤一例 刘月香 

09:50-10:00 大会发言 腹水诊断“T 淋巴细胞性肿瘤”一例 王彦丽 

10:00-10:20 
卫星会 

（BD） 
计算机辅助阅片的“前世今生” 任  力   

10:20-10:30 大会发言 尿脱落细胞学 1 例病例汇报 程  凯 

余小蒙 

王  鹏 

吴  鹤 

戎  荣 

10:30-10:40 大会发言 胸水横纹肌肉瘤 尤启汉 

10:40-10:50                       大会发言 浆膜腔积液细胞学疑难病例读片 赵东曼 

10:50-11:00 大会发言 病例-读片 覃玲艳 

11:00-11:10 大会发言 三例中枢神经系统转移性肿瘤的脑脊液细胞病理学特点 吴翠玲 

11:10-11:20 大会发言 气管镜刷片横纹肌肉瘤 1 例 何  诚 

11:20-11:30 大会发言 腹水恶性间质瘤 1 例 常艳华 

11:30-11:40 大会发言 胸水脱落细胞学病例一例 尹丹丹 

11:40-11:50 大会发言 病例讨论 高丽丽 

11:50-12:00 大会发言 胸腔积液 1 例 董欣洁 

12:00-12:20 闭幕式 
会议简单总结，宣布投稿及参加会议人数最多的前三名省市名单并

颁奖 
  金木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