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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文化大厦 20 层）    

2018 年 4 月 20-21 日 北京 

 

The 3rd Sino-American Symposium on IBD Pathology and  

Beijing Medical Foundation IBD Study Group Forum: Clinicopathologic Dialogue 

 

April 20-21, 2018 Beijing 
 

尊敬的各位专家、同仁： 

 

“中美炎症性肠病病理诊断研讨会”已于 2015、2016 年成功地举办两届。由于时间限制，

2017 年的会议改在今年 4 月举行。谢谢大家关注与期待。过去几年我们携手并肩的不懈努力、

使该论坛在启发与推动中国 IBD 病理诊断以及与临床沟通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大家对

活检病理在消化病临床诊疗中的作用与局限性有了恰当的了解。许多病理医生对非肿瘤性消

化道疾病的活检诊断思路和理念都有了显著的改变。这个论坛所倡导的临床与病理密切交流， 

营造热情的合作气氛深受临床与病理医生的认同且溶于了各位同仁的日常临床实践中。 

 

本次会议议题主要围绕炎症性肠病与其他炎症性疾病的鉴别诊断展开研讨，以期规范病

理医师对炎症性肠病标本的病理评估，加强临床病理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本次会议能够有

幸与吴小平教授所领导的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 IBD 专委会联合举办，进一步突出了病理与临

床的合作。另外，会议还有如下几个特点：1. 以英文发言的内容有所增加、为大家提供锻炼

专业英文能力的机会。 2. 由淋巴瘤病理亚专科医师讲授的大家非常关注的 EBV 相关性消化

道淋巴增生性疾病。 3. 从肠上皮基础研究到潜在的临床药物治疗内容、为大家提供科研与临

床的转化模式。 4. 重点安排一系列具体病理由临床与病理医师共同实时探讨、让参会同仁感

受疑难诊断与鉴别诊断中的实际问题以及如何找出最佳解决方案的思路和理念。 

 

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内容与形式的安排一定会让大家参会不失所望、对大家今后诊疗工

作的进一步提高有所帮助。我们对这次会议将带给大家的收获充满信心。   

   

诚挚邀请各位前来参加讨论。谢谢！ 

 

会议主席： 肖书渊  吴小平  



 

 

 

一、 主办单位： 

芝加哥大学医学院    北京医奖会 IBD 专委会        武汉大学病理中心      

协办单位： 

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暨 UCHICAGO（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爱在延长炎症性肠病基金会 (CCCF) 

 

二、 会议日程安排及内容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4 月 20 日 

 

下午 

 

到达 

 

  

 

4 月 21 日 

 (周六) 

8:20-8:30 会议开幕 肖书渊  

8:30 - 9:00 Expanding the spectrum of enteric 

infections in IBD 

Namrata Setia  

9:00 - 9:30 Targeting tight junction barrier 

dysfunction in IBD 

Christopher 

Weber 

 

9:30 - 10:00 EBV associated lymphoid lesions of 

the GI tract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EBV-positive mucocutaneous ulcer 

Girish 

Venkataraman 

 

10:00 – 10:30 临床医生看中国 IBD 的病理诊断价

值 - 理想与现实 

吴小平  

10:30 – 10:50 Tea break   

10:50 – 11:20 CMV 肠炎：台湾经验 邱正堂  

11:20 – 11:50 嗜酸粒细胞胃肠炎 石雪迎  

12:00 – 13:00 深圳康哲药业卫星会／午餐   

13:00 – 13:30 IBD 病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肖书渊  

13:30 -14:30 疑难病案报道与点评系列一 点评专家  

14:30 – 15:00 哪些情况下没有病理支持也可用生

物制剂? 

钟捷 

15:00 – 15:30  哪些情况一定要有病理依据才能用

生物制剂？ 

曹倩 

15:30-17:00 疑难病案报道与点评系列二 点评专家 

17:00 – 17:30 总结  吴小平  

17:45-19:30 晚宴（自助餐）   

 

三、 疑难病例临床病理讨论及临床焦点对话点评专家  

病理专家：张祥宏、石雪迎、姜支农、周炜洵、黄艳 

临床专家：钱家鸣、吴开春、刘占举、高翔、何瑶、江学良、朱维铭、陈焰、 

  汪芳裕、于成功、张红杰、王巧民、胡乃中 

四、会议地点及交通：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文化大厦20层） 

机场至中心交通： 

机场大巴: 在机场大巴候车点，选乘 4 号线（首都机场—公主坟），到“友谊宾馆站”

下，下车后，穿过四通桥十字路口，再向北步行 5 分钟左右即到文化大厦。 



 

 

 

机场快轨（地铁）: 乘坐机场快轨，到三元桥站转乘地铁 10 号线，到海淀黄庄站，

自 A1 口出，向南步行至文化大厦。 

 

火车站至中心交通： 

北京西站: 乘坐 320 路或特 6 路 到“人民大学站”下车。 

北京站: 乘坐地铁 2 号线（环线）到“西直门站”，换乘地铁 4 号线到“人民大学站”

下车，自 A1 出口出，向北步行至文化大厦。 

北京南站: 乘坐地铁4号线到“人民大学站”，自 A1出口出，向北步行至文化大厦。 

 

五、费用 

 本次会议注册费 600元，请参加者自理食宿费用。注册费请通过银行汇款，信息如下： 

 开户行名称：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开户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渣打大厦12层 

 账户名称：UCHICAGO（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账号：501510346614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您的姓名。如需开具发票，请同时注明所需开具发票单位名称、税号、发

票内容（须为“会务服务费、咨询费、服务费、咨询服务费、培训费”中的任一项） 。 

 

六、报名 

1.  参会人员请填写“参会回执”（附后），通过电子邮件发至秘书处注册。秘书处将及时

回复确认报名，请在收到确认后一周内按以上方法缴纳注册费，并将转账凭证拍照发

至秘书处电子邮箱，作为保留名额的依据。过期未缴费将视为不再参加培训。 

 

2.  推荐住宿：与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有协议价格的酒店有： 

（1）北京燕山大酒店：主楼标间580元，含单人早餐；公寓楼双人标间两种房型420/450

元，三人套间两种房型580/650元，均不含早餐。（联系人：曹经理 137 1847 2600） 

（2）北京友谊宾馆：敬宾楼标间488元；怡宾楼标间558元；贵宾楼标间698元。均含

单人早餐。（联系人：邵经理 139 1117 5092） 

（3）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标间920元，含单人早餐。（联系人：韩经理 135 8158 

2767） 

以上三家酒店均与中心有协议价，您可直接联系酒店经理预订房间并告知是参加芝加

哥大学北京中心的会议，即可以协议价订房。 

 

会场附近的其他经济型酒店可参考：人民大学贤进楼 010-6251-6038，汉庭快捷酒店

（中国人民大学店）010-8265-6868，7天连锁酒店 010-6257-7877。 

 

 

       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 

    暨 UCHICAGO（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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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回执 

姓名  

单位名称(科室)：  

职称  

手机  

邮箱  

 

报名回执填妥后统一发送至邮箱：xial@uchicago.edu 

 

如两个工作日未收到回复请联系: liangxm@uchicago.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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