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医师协会心胸血管麻醉医师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

关于召开广西医师协会心胸血管麻醉医师分会第三届心胸血管麻醉
新进展及超声技术培训班暨第三届麻醉复苏护理新进展培训班的通知

桂医协函【2020】010 号

各相关单位:

为提高全区心胸血管麻醉及麻醉复苏护理整体水平，经研究，广西医师协会定于 2020 年 6

月 19-21 日在南宁市举办“广西医师协会心胸血管麻醉医师分会第三届心胸血管麻醉新进展及

超声技术培训班暨第三届麻醉复苏护理新进展培训班”（自治区级 CME 项目编号：20200411615）

届时，大会同步线上全程直播，将邀请区内外著名专家进行授课。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会对象：

（一）广西医师协会心胸血管麻醉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中青年委员会全体委员；

（二）广西区内各级医疗机构心胸血管麻醉相关专业人员，麻醉复苏室、手术室护理人员。

二、会议时间及形式：2020 年 6 月 19-21 日，会期二天，线上线下学术讲座和临床实训相

结合。

三、会议时间、地点、内容：

（一）线下会议报到时间及地点：2020 年 6 月 19 日 16:00-21:00；南宁市荔园维景国际大

酒店 B2F 莲花厅会议室（1号会议厅）（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荔滨大道 2号）；

（二）会议安排：1、2020 年 6 月 19 日 15:00-22:00 心胸血管麻醉监测专场（线上直播）

2、2020 年 6 月 19 日 20:00-21:00 召开广西医师协会心胸血管麻醉

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全体常委会议和全体委员会议（微信会议）

3、2020 年 6 月 20 日全天：学术讲座（现场会议，线上直播）

4、2020 年 6 月 21 日：自治区人民医院麻醉科现场培训心胸血管麻醉实

训及临床观摩

（三）撤离时间：2020 年 6 月 21 日中午 12:00 前。

（四）现场参会对象及回执：原则上驻邕医疗单位本分会的委员和常委、医师和护理人员，

参会者请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前完成注册缴费工作。

四、会议费用：参加线上会议的代表免交注册费。参加现场会议的代表交注册费400元/人，

（注册费按“参会注册形式”中的流程，选择参会注册-现场会议（详见附件1），在网上自行

完成缴费和开具发票），大会期间统一安排工作餐，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费用回单位报

销。

五、专科会员会费缴纳方式：“广西医师协会会员管理系统”已经正式启用，专科会员可

通过系统在网上完成会费缴纳、会费票据开具，详情参阅附件 2“广西医师协会专科会员会费

缴纳流程”。

六、参会注册方式：请参会人员按以下两种途径进入会议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参会：1、关注



广西医师协会微信公众号：guangximda，进入“会议信息”，选择对应的会议名称，点击“报

名参会”，按系统提示填写信息报名；2、微信扫描本通知落款左侧的“报名系统二维码”，进

入会议系统页面,点击“报名参会”，按系统提示填写信息报名。

七、住宿预订指南：大会不统一安排住宿，请参加现场会议的代表提前联系会议酒店或会

场周边酒店，自行安排住宿。

（一）住宿酒店：南宁市荔园维景国际大酒店（地址：南宁市青秀区荔滨大道 2号），

酒店经理：粟荣柳 15777106311，酒店预订部：0771-3893101；

（二）会场周边酒店：泊宁酒店（南宁精品店）（地址：南宁市青秀区竹溪大道 22 号），

酒店经理：陈经理 18172066887；

（三）酒店住宿参考价格

八、学分授予：按自治区卫健委“关于推进继续医学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和规范学分管理

的通知”精神，从 2020 年起继教项目实行电子化授予学分取代纸质学分证书。结合协会的工作

实际，我们拟订了“广西医师协会电子学分授予的暂行办法”（详见附件 3），请需要学分的

参会人员严格按照暂行办法完成实名注册参会、调查问卷反馈、在线考试才有资格获得电子学

分，经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审核认可的学分，将自动计入个人电子学分账户。

九、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万福红 13669606528 李佳雨 18934723685(护理)

龚 拯 13367612961 黄国勇 13878170860

会务联系邮箱：1724835526@qq.com

广西医师协会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gxmda01@163.com 办公室电话：0771-5800373

联 系 人：唐雅晶 18977289880

办公地址：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 30 号，南湖名都广场 A座 1003 室

附件：

1、广西医师协会会务通学术会议服务平台报名参会流程

2、广西医师协会专科会员会费缴纳流程

3、广西医师协会电子学分授予的暂行办法

4、大会日程

广西医师协会

扫描系统二维码报名参会 2020 年 5 月 14 日

酒店名称 房型 价格

维景国际大酒店
单间 550 元

标间（可拼房） 550 元

泊宁酒店（南宁精品店）
单间 358 元

标间（可拼房） 358 元



广西医师协会会务通
学术会议服务平台报名参会流程

       一、按以下两种途径进入会务通学术会议

服务平台：      

    （ 一 ） 关 注 广 西 医 师 协 会 微 信 公 众 号 ：

guangximda，进入“会议信息”，选择对应

的会议名称，点击“报名参会”，按系统提示

填写信息报名；

   附件1



广西医师协会会务通
学术会议服务平台报名参会流程

       （二）扫描会议通知上的“报名参会二维

码”进入会议信息界面，点击“报名参会”，

按系统提示填写信息报名。           

（注：已经是协会会员可直接使用在协会备案

的手机号码报名参会，初始密码为123456。首

次登陆系统的代表，请点击“新用户注册”填

写信息注册成用户后方可注册参会）



广西医师协会会务通
学术会议服务平台报名参会流程

       二、点击“个人代表注册”，选择符合自

身对应的注册类型参会。



广西医师协会会务通
学术会议服务平台报名参会流程

       三、填写电子发票信息：发票抬头、纳税

人识别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接收电子发票

邮箱、接收电子发票手机号码。发票项目选择：

非学历教育--培训费，然后按“确认提交”。



广西医师协会会务通
学术会议服务平台报名参会流程

      四、核对注册信息无误后，在线支付选择

“微信支付”或“建设银行网银支付”完成缴

费。

      五、选择付款方式：目前只开放了“微信 

支付”和“建设银行网银支付”两种方式；如 

需使用公务卡，可把公务卡绑定至微信账号支 

付。        



广西医师协会会务通
学术会议服务平台报名参会流程

       六、注册缴费成功后，系统自动生成“注

册号”，记住注册号随时可查询注册信息。同

时显示”参会成功”并显示注册信息



广西医师协会会务通
学术会议服务平台报名参会流程

       七、电子发票的下载打印：注册缴费成功

后1-3个工作日内，进入 “个人中心”，点击

“下载电子发票”，选择对应的发票下载打印。

系统将把“电子发票”发送至指定的电子邮箱

和手机上。



广西医师协会专科会员
会费缴纳流程

       一、打开微信，关注并进入广西医师协会

微信公众号。

       二、点击下方“会员注册”按钮，进入

“广西医师协会会员管理系统”，登录手机号

为广西医师协会专科会员申请材料备案的手机

号 码 ， 如 首 次 登 录 该 系 统 ， 则 默 认 密 码 是

123456。

附件2



       三、进入“个人中心”，下拉至“我的

专科会员信息”找到对应的专科分会，向右滑

动标题栏至“会员状态”，如显示为“有效会

员”，则表示已按期缴纳会费；如显示为“欠

费”，则点击右下方红色的“交会费”按钮进

行缴费

广西医师协会专科会员
会费缴纳流程



       四、填写会费票据信息：输入会员所在单

位的收据抬头与税号或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五、选择付款方式：目前只开放了“微信

支付”和“建设银行网银支付”两种方式；如

需使用公务卡，可把公务卡绑定至微信账号支

付。

       六、支付成功后“会员状态”栏显示为

“有效会员”。

广西医师协会专科会员
会费缴纳流程



       七、电子会费票据下载与打印：预计5-7个

工作日，待协会财务开具票据后；会员进入个

人中心，点击右上方展开个人信息目录，点击

“我的交易记录”即可查看缴费情况，滑动至

最右边可以下载与打印电子会费票据。

广西医师协会专科会员
会费缴纳流程



附件 3

广西医师协会 CME 项目电子学分授予的暂行办法

根据自治区卫健委“关于推进继续医学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和规

范学分管理的通知”精神，从 2020 年起继教项目实行电子化授予学

分取代纸质学分证书，结合协会的工作实际，为顺利推进继续医学教

育学分的电子化信息管理，特制定了本暂行办法，本办法从 2020 年

5月 1 日起试行。

一、电子学分授予规模和计算方法：

继续医学教育推行电子化信息管理后，规定每个 CME 项目授予学

分人数不超过 240 人；学习者按规定修满学时数，经考试考核合格后，

按国家级 CME 项目每 3 学时授予 1 学分，自治区级 CME 项目每 6学时

授予 1 学分计算学分分值。

二、电子学分授予必备条件：

（一）实名注册报名参加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习的医师；

（二）参加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习者必须是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

（三）参加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习者必须完成培训课程，考试合

格，同时完成项目调查问卷。

三、享有优先电子学分授予权：

根据《广西医师协会章程》关于会员“享有优先参加本会组

织或举办的各项活动”的规定，广西医师协会二级机构的专科会

员和广西医师协会单位会员的医师享有优先电子学分授予权。

四、领取电子学分操作流程：



扫描“参会注册二维码”，按操作流程实名注册参加培训

完成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培训课程

参加在线考试并成绩合格（培训过程中链接线上考试）

完成项目调查问卷并提交（培训过程中链接线上完成）

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通过电子信息化平台审核授予电子学分

电子学分自动计入个人账户

（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于2020年12月前将审核合格者的电子

学分自动导入个人在“掌上华医”app 账户中，无需再下载打印）

学分查询

（个人下载“掌上华医”app，注册并进行查询即可）



附件 4

《广西医师协会第三届心胸血管麻醉新进展暨超声技术培训班

暨第三届麻醉复苏护理新进展培训班》课程安排

大会日程

6 月 10 日前参会代表完成网上注册缴费

6月 19 日（16:00-21:00）：参会代表报到，报到地点：南宁荔滨大道 2号荔园维景国际大酒店 莲花厅

日期：6 月 19 日下午（星期五）地点：美迪康软件线上直播

心胸血管麻醉监测专场

时间 会议内容/讲课题目 授课专家 单位 主持人

15:00-16:00 胸科手术的气道管理 黄爱兰 广西区人民医院 马利

16:00-17:00 体外循环低血压的处理 陈燕桦 广西医科大学心研所 张炳东

17:00-18:00 肺切除术术前肺功能的评估 胡彦艳 广西区人民医院 马利

休息

19:00-20:00 爱德华卫星会 李 偲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莫星宇

20:00-21:00 血氧脑氧监测 马 利 广西区人民医院 胡彦艳

21:00-22:00 特殊病例分享
龚拯、于美

钢、万福红
广西区人民医院 唐学锋

日期：6 月 19 日晚（星期五）地点：手机微信会议

20:00-20:30 常委会 黄爱兰

20:30-21:00 全体委员会 黄爱兰



日期：6 月 20 日（星期六）

上 午 维景国际大酒店 莲花厅 同步美迪康软件线上直播

8:00-8:30 心胸手术麻醉联合胸部神经阻滞 龚 拯 广西区人民医院
曾金

黄文
8:30-9:00 麻醉与铁元素 朱蔚琳

广西区人民医院

开幕式

维景国际大酒店 莲花厅 同步美迪康软件线上直播

09:00-09:05 主任委员致词 黄爱兰 广西区人民医院

马利

梁宁

09:05-09:10 专家代表致辞 徐世元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09:10-09:20 医院领导致辞 李 敏 广西区人民医院

09:20-09:30 广西医师协会会长致辞 赵劲民 广西医师协会

09:30-09:40 茶歇、广告

09:40-10:40
吸入氧浓度高低与血氧饱和度维持水平的争鸣

——与并发症及预后的关系分析
徐世元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周瑞仁

冯继峰

蓝英年
10:40-11:20 麻醉质控分享 刘敬臣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20-12:00 2020 体外循环的前后十年 周成斌 广东省人民医院

12:00

午 餐（工作餐荔景厅 C厅）

日期：6 月 20 日午间 美迪康软件线上卫星会

时间 会议内容/讲课题目 授课专家 单位 主持人

12：30-13:00 科曼麻醉机 胡彦艳 广西区人民医院 马利

13:00-13:30 特耐胸科 ERAS 围术期镇痛策略 王亚峰 广西区人民医院 马利

13:30-14:00 品牌广告滚动



日期：6 月 20 日下午·会场一

维景国际大酒店 莲花厅 同步美迪康软件线上直播

14:00-14:30 支气管胸膜瘘麻醉 黄海清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黄胜

唐培佳

14:30-15:15 小儿先心术后的循环管理 谈林华 浙江医科大学儿童医院

15:15-16:00 麻醉肺通气的基础 黄 冰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
阮林

秦明峰

16:00-16:40 肝移植手术的 ECMO 辅助 王永旺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16:40-17:20 脑多普勒在麻醉及体外循环中的应用 卢建华 柳州市工人医院
黄泽汉

黄伟波
17:20-17:50 肺动脉高压的产科麻醉 张炳东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心研所

17:50-18:15 冠心病患者麻醉的术前会诊 黄爱兰 广西区人民医院

6月 20日下午·会场二

维景国际大酒店 扶桑厅 同步美迪康软件线上直播

时间 会议内容 授课专家 单位 主持人

14:00-14:20 分会场开幕式

合影（所有参会护理人员）

14:20-15:25 麻醉护理中的人文关怀 涂淑敏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

院

李佳雨 李雪梅

蓝 涛

郭先才

孙燕

15:25-16:00 麻醉恢复期患者出入室评估与护理 杨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护理

部

16:00-16:35 麻醉复苏室的转运管理 杨一兰 广西医科大学附一院

16:35-17:05
直击全国“麻护”首培

共建麻醉安全枢纽
李佳雨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7:05-17:15 会议闭幕式



日期：6 月 21 日（星期日）地点：广西区人民医院麻醉科

时间 会议内容 授课专家 单位 主持人

08:00-12：00
广西区人民医院心胸血管麻醉实训及临床观摩

（区医院门诊大楼七楼）

黄爱兰

马利

胡彦艳

唐学锋

广西区人民医院

12：00 撤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