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省 药 学

⒛⒛年广东省药学会呼吸用药专家委员会年会

暨介入呼吸病学论坛通知 (第三轮 )

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肆虐神州大地。作

为抗击新冠中坚力量的呼吸人战斗在抗击新冠的前线,为 打赢这场疫情阻

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呼吸与危重症用药及介入呼吸病学是当今的热点,为促进学科交流与

发展,广东省药学会决定举办以
“
同丝路 ·共呼吸

”
为主题的

“
⒛20年广

东省药学会呼吸用药专家委员会年会暨介入呼吸病学论坛
”,大会将在广

州及昆明召开,16日 至 17日 会议在广州举行,18日 会议在昆明召开。大

会将是呼吸研究和治疗领域的一次高规格、高水平的盛会,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邀请来自全国各地业内著名专家和学员参会。现将会议事

项通知如下 :

一、报到时间:⒛20年 10月 16日 10:00至 17日 9:00。

二、报到地点:广 州珠江宾馆一楼大堂 (广 州市越秀区寺右一马路 2

号)。

三、授课时间:⒛⒛ 年 10月 16日 1⒋ 30至 17日 17:30,广 州珠江宾

馆 1号楼 3楼多功能厅;10月 18日 ⒏001⒏ 00,云南省昆明市。

四、授课地点:

线上会议:会议期间可登陆会议官网,进行直播观看。

线下会议:广 州珠江宾馆 1号楼 3楼多功能厅及云南省昆明市。

五、线上会议 :

线上会议代表在 ⒛20年 10月 16日 前,用 微信客户端登录会议网址 :

http:〃⒛⒛doct∝.123jkb cn,在 线填写注册信息。

六、组织机构 :

主办单位:广东省药学会

承办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广 东省医学科学院、云

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人
^



七、学分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 I类学分 10分或省级继续教育 I类 学

分 3分。学分只能二选一,请携带医疗教育一卡通参会,以便现场登记学

分;不发放纸质学分。

八、收费标准:注册费 1000元 /人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九、缴费方式:费用现场缴纳,只 收砚金,并现场填写开发票信息 (包

括发票抬头及单位税号等)。

十、报名方法:请于 ⒛⒛ 年 8月 30日 前将报名回执寄回联系地址,

或发至邮箱 1382狃71狃7@139,∞m。 两种方式均需要注明
“
介入呼吸病学论

坛报名回执
”

。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州市中山二路 106号广东省人民医院主体楼住院部 22楼

呼吸科 ;

邮政编码:510080;

联 系 人:陈建红;                    `
会务联系人:龙老师 1382狃71狃7,罗 思宇 ∞Cl37BB63⒛ ;

联系邮箱:13824狎 14狎@139.∞ m。

附件 :

1.报名回执

2.培训安排

秕
隗



附件⒈

⒛⒛ 年广东省药学会呼吸用药专家委员会年会

暨介入呼吸病学论坛报名回执 (复印有效 )

注:由 于会议要预订房间,回执请务必于 8月 30日 前寄回或电邮至联系人,

谢谢合作 !

姓名 `陛 另刂 是否住宿 是□  否□

单位 职 称

手机 E—mai1

邮编地址

是否参加操作培训 是□ 否 □

预定房间 单间□ 双人房□

发票抬头

单位税号

各注



附件2:

时 间

2020 年广东省药学会呼吸用药专家委员会年会
暨介入呼吸病学论坛会议安排

内 廿由 讲 者 单 位

2020. 10. 16 星期五下午 ．‘－．．．．． 

主持： 袁小玲教授、 吴迪教授

14:30-15:10 硅自同支架展示 陈 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15: 10-15: 30 金属支架治疗气管食管瘦展示 刘来星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5:30一15:50 室问隔封堵器治疗展示 陈兢兢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主持： 江山平教授
15:50-16:20 恒瑞卫星会： 卡瑞利珠单抗在肺癌领域最新进展 讲者：广东省人民医院吴健教授

主持：荣福教授、 曾祥毅教授
16:20一16:40 胸腔镜治疗展示 黄国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40一17:00 支气管活瓣展示 陈聘聘 广东省人民医院
17:00-17:20 冷冻肺活检展示 罗／山化寸卢 广东省人民医院
17:20一17:40 经皮肺结节消融展示 陈晓明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主持：郭纪全教授

17:40一18:10 
辉瑞卫星会：从耐药机制看ALK-TKis的治疗策略优化

讲者：中山大学肿瘤医院黄岩教授
晚 宴

2020. 10. 17 星期人 上午

主持： 周燕斌教授
8: 00-8: 10 开幕式 领导讲话

主持：蔡绍曦教授、 陈飞鹏教授、 王钧教授

8: 10-8:30 
新型止咳药物P2X3受体拮抗剂在慢性咳

蔡绍曦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嗽治疗研究进展

8:30-8:50 气道介入诊疗的呼吸支持和麻醉 李时悦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主持：蔡绍曦教授

8:50-9:20 
辉瑞卫星会：精准靶向 － 多泽润亚洲／exon21L858R突变晚期NSCLC的优先TKI

讲者：广东省人民医院涂海燕教授

主持：黄文杰教授、 魏立平教授、 翁育清教授
9:20-9:40 EGFR突变阳性晚期NSCLC治疗新思考 周燕斌 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 医院

9: 40-10: 00 
SARS与COVID-19：中

飞
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江山平 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
院经验回顾

主持： 周燕斌教授

10:00-10:30 
住友卫星会：美罗培南的临床应用与血药浓度检测

讲者： 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江山平教授

主持： 邱晨教授

10: 30-11 : 00 
GSK卫星会： 基于中国慢阻肺患者特征选择适合的药物治疗

讲者：广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赵子文教授



时 间 内 容 讲 者 单 位

主持:刘升明教授、韩云教授、张敏教授 (男 〉

11:00-11:20 IDSA/ATS社 区获得性肺炎指南解读 黄文杰 南部战区总医院

11:20-11:40 慢阻肺三联吸入药物应用的临床问题 邱 晨 深圳市人民医院

11:钅 0-12;00 慢阻肺稳定期的管理及进展 刘升明 暨南大学附属华侨医院

主持:黄文杰教授

12:00-12:30
瀚晖卫星会:⒛ 19年 ATs/IDSA成 人 mP诊断和治疗指南解读。

侨医院刘升明教授。

讲者暨南大学附属华

⒛1982茌  周六 下午

主持:曾 军教授、郭纪全教授、叶汉深教授

14:30-14:50 新冠肺炎的凝血功能异常及肺栓塞的防治 曾 军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4:50-15:10 毛霉病的诊治进展 叶 枫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持:叶枫教授

15:10-15:40
CTsK卫星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药物治疗-ATs临 床实践指南

讲者:广东省人民医院高平教授

主掎:张伟教授、高平教授

15:40— 16:00 气道高压球囊扩张术必须关注的几个问题 郭纪全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00-16:20 重症哮踹的诊治思考 吴 健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主持:张伟教授

16:20-16:50
阿斯利康卫星会:布地格福吸入气雾剂-三联强效尽在掌握

讲者:广 东省人民医院高兴林教授

主持: 吴健教授、高平教授

16:50-17:10 肺移植适应症及关键问题 高 平 广东省人民医院

17:10-17:30 新型抗菌药物一耐药菌治疗的新希望 高兴林 广东省人民医院

17:30-17:40 闭幕式 高兴林 广东省人民医院

20⒛。10.18 报到及会议地点: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2号 门诊 20楼 多功能会议厅

报到08:00-08:10

院领导致辞08:10-08:30
上海瑞金医院∞ⅤID-19隐性感染相关问题08:30-08:55
广东省人民医院医院现代化管理要素08:55— 09:2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经支气管肺减容岣应用现状与前景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⒛19laCoⅤ 感染防控期间开展支气管

镜诊疗指引 (试行)
09:45-10:10

10:10-10:35

茶歇10:35-10:40
上海东方医院入呼吸病学的回顾与展望10:40-11:05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国家呼吸中心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探索
11:05-11:30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年轻医生转化医学思维培养11:30-11:55

讨论环节11:55-12:00



12:00-14:00 工作午餐

14:00-14:25
新冠病人与肺移植病人 ECM0使用策

略之比较          __
周成斌 广东省人民医院

张云辉
14:25-14:50 胭Ds的机械通气策略 黄英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在 :50-15:15 呼吸力学波形的判读与临床 李颖川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

人民医院

15:15-15:40 因难撤机的应对策略      
′

黄英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5:40-15:50 讨论环节

15:50-16:00 茶歇

16:00-16:25 机械通气参数精细设置 高 坚 呼吸治疗培训学院

邢西迁
16:25-16:50

严重气道阻塞的有创通气:COPD Vs

哮喘
李柳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6:50-17:15 呼吸重症超声的临床应用 李 易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15-17:40 人工气道的常见种类及其并发症 张云辉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17:40-17:50 讨论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