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第二十五次学术会议暨 

第九届中国病理年会 

参会通知 

医学术便函[2019]第413号 

尊敬的            医师：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办，河南省医学会、河南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承办，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际病理学会（IAP）中国分会、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

分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病理学专业委员会、

CSCO肿瘤病理专家委员会、中华病理学杂志、北京精鉴病理学发展基金会协办的中华医学

会病理学分会第二十五次学术会议暨第九届中国病理年会将于2019年11月14～17日在河南

省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次会议除了以往年会常设的大会主旨报告、各亚专业分会场、读片会、壁报展示交流、

专科病理诊断培训、分子病理前沿论坛，还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增加了国际交流专场、网络

与数字病理、人工智能、尸体解剖、病理科教学与学科建设、病理科质控等内容，还将继续

举办中国病理青年精英识图大赛、中青年英语演讲比赛和国产设备推介会。会议内容更加贴

近病理学科的工作实际。我们诚邀并欢迎国内外病理学工作者及相关科室的临床医生积极踊

跃报名参会。 

您的论文                                                                被

评为会议交流，请做好参会、交流等相关参会准备。 

会议期间还将有病理学相关研究领域的企业进行展览展示，使代表在接受继续教育、完

成知识更新的同时，获得相关产品及技术信息。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及地点： 

1、报到：11 月 14 日下午（14:00-21:00）、15 日全天（8:30-21:00） 

2、会议：11 月 15 日全天、16 日全天、17 日上午 

3、撤离：11 月 17 日下午 

4、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园 1 号） 



 

 

二、日程框架： 
时间 11 月 14 日 11 月 15 日 11 月 16 日 11 月 17 日 

上午  
1.专科病理诊断培训 
2.分子病理专场 
3.病理教学培训 

全体大会 
1.国际交流专场 
2.分会场交流 
3.壁报交流 

中午  专题展示 专题展示 闭幕式和颁奖典礼 

下午 
国产设备推

介会 

1.专科病理诊断培训 
2.分子病理专场 
3.病理青年精英识图大赛 
4.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1.国际交流专场 
2.分会场交流 
3.壁报交流 

工作委员会会议 

晚上  
1.中青年英语演讲比赛 
2.工作会议 

1.读片会 
2.论文投稿与发表专场 

 

注：专科病理诊断培训包括乳腺病理、消化系统、病理技术、细胞病理、骨与软组织病

理、头颈病理以及脑神经病理等 7 个专场。 

三、注册费：本次会议注册费为 1200 元/人，包括代表胸卡、会议资料、会议期间餐券

（含 14 日晚餐、15 日和 16 日午餐及晚餐、17 日午餐）等，可会前网站在线缴费，也可以

现场缴费（微信、支付宝、刷卡等方式，不收现金）。 

优惠注册代表：1、西部地区代表、基层医疗机构代表注册费用为 800 元/人：2、学生

代表注册费用为 500 元/人。 

注：① 学生代表现场报到时，须出示有效期学生证件；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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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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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出具工作单位证明。 

四、参会注册： 

会前可登录大会网站（csp2019.incongress.cn），创建个人账户，然后在线注册参会、

住宿预订，并缴费。可先点击“忘记密码”输入自己的手机号，通过短信检测是否已在会议

网站注册并获取用户名及密码。会前在线注册截止 2019 年 11 月 8 日 24 时，之后参会代表

可直接到会议报到现场注册报到并缴费。为避免现场注册报到人多，耽误时间，大会组委

会鼓励代表会前在线注册并交费。 

 



 

 

在线支付 

为方便代表支付并节省付款手续费，会议目前已经开通网络银行支付功能，请在选定注

册类型后，选择“在线支付”方式，按照网页提示进行在线支付操作。在线支付成功后，系统

将在 7 个工作日内给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向您发送会议注册确认函。 

注意事项：请确保您的银行卡已开通网银支付功能，并确保卡片网上支付限额及余额均

大于所交的注册费。 

注册的变更、取消与退款 

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已交注册费代表，可通过电子邮箱 cmacsp2019@126.com 向会议秘

书处进行书面申请，取消注册并获得退款。其他申请方式不予受理。退款规则如下： 

2019 年 11 月 1 日（含）前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书面申请，秘书处将注册费原额返还付

款人。退款手续将在会议结束后 7 日内办结。 

2019 年 11 月 1 日后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书面申请，秘书处不予受理；秘书处将在会议

结束后 7 日内邮寄发票及会议资料至汇款人。 

五、报到： 

地  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一层大堂·会议报到区 

地  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园 1 号 

电  话：0371-68089866 

时  间：11 月 14 日 14:00-21:00、15 日 8:30-21:00 

请持会议注册确认函或本人身份证到上述报到地点大会注册区按流程办理报到、住宿及

领取资料等手续。 

1、 已经在网上交费的代表，请直接到报到处“已交费报到”处办理； 

2、 已经在网上注册但未交费的代表，请直接到报到处“缴费”处交费； 

3、 未在网上注册的代表，请先前往“自助注册区”或手机扫描二维码填写信息，再到报

到处“缴费”处交费。 

六、住宿： 

会议提供住宿安排，费用自理，回单位报销。需要预订住宿的代表可与北京市中国旅行

社有限公司联系。由于床位有限，优先安排交纳注册费的正式代表。 

说明：① 会期时值郑州旅游旺季，场馆周边多为五星级连锁酒店，故房价较高。② 会

议期间，仅提供会场至会议酒店往返通勤车，需要通过组委会安排住宿的代表请预订从速，

自行安排住宿的代表，请事先规划好抵离会场交通工具及线路。③ 组委会将根据住宿预定

情况，适时在会议网站及住宿预定模块添加会议酒店，敬请关注会议网站。 

1、酒店预订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8 日 

2、联系人具体信息如下： 



 

 

北京市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联系人：齐京萍、郑萌 

电 话：010-53306106/53306107；  

邮 箱：bingli2019@126.com 

3、需要预订住房的代表，可通过大会网站直接预订并及时在线支付房款或以邮件的方

式联系订房中心。 

4、完成酒店预订之后，请务必及时缴纳房款（预订起 2 日内），以保证您的预订有效。 

5、如您选择汇款，请务必将汇款水单上传至订房中心邮箱，并在备注栏里标注“病理会”

及住宿人员姓名。 

请不要在未做任何预订的情况下汇款！ 

缴纳房款账户信息（该账户只接收住宿费） 

开户名称：北京市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城支行 

开户账号：3428 5601 4726 

6、发票按国家税务局营改增规定要求开具，每间房最多开具 2 张发票；发票一经开出，

不更改退换。 

7、己支付房费的预订，10 月 31 日及以前可变更；自 11 月 1 日起取消预订的，已支付

房费无法退还，敬请理解。 

8、会议结束后统一办理住房退款，每笔须扣除 30 元退款手续费。 

七、学分证书： 

正式注册代表可获得国家级 I 类继续教育学分，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编号：2019-01-04-079

（国）。根据全国继续教育委员会的通知，参会代表须提交有关必要信息后方可领取学分证

书，请代表在会前在网上做好个人信息提交工作。未按规定提交注册信息或未参会代表，不

能获得本次会议学分证书。学分证书经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审批后在线发布，发放时间及

打印步骤请关注会议网站 csp2019.incongress.cn 首页“会议动态”栏目。 

八、交通安排： 

本次会议不安排接送站，请代表自行安排好行程。会议期间组委会将安排往返于会议酒

店与会展中心之间的班车，不提供非会议酒店与会展中心之间的交通。有关线路、乘车等详

细信息请浏览会议网站及日程册有关内容。以下信息来自百度地图，仅供参考。 

1.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大约 34 公里） 

a.乘坐出租车费用大约 75 元左右，约 35 分钟 



 

 

b.乘地铁城郊线，新郑机场站上车（南四环方向），南四环站下车，换乘地铁 2 号线

（南四环-刘庄），紫荆山站下车，换乘地铁 1 号线（文苑北路方向），会展中心站（A 口）

下车，步行 1.1 公里到达 

2.郑州站—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大约 12 公里） 

a.乘坐出租车费用 22 元左右，约 30 分钟 

b.乘坐 26 路公交车，火车站上车，商务内环路九如路站下车，步行 550 米到达 

c.乘地铁 1 号线（文苑北路方向），郑州火车站上车，会展中心站（A 口）下车，步

行 1.1 公里到达 

3.郑州东站—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大约 8 公里）   

a.乘坐出租车费用 17 元左右，乘车约 22 分钟 

b.乘地铁 5 号线（外环），郑州东站上车，中央商务区站（A1 口）下车，步行 1 公

里到达 

返程票预订 

大会组委会建议各位参会代表在抵达郑州前，预订好自己的返程车票或机票。 

九、会议网站： 

csp2019.incongress.cn，请定期登陆会议网站了解会议最新信息。 

十、官方 APP 和微信： 

会议还将通过会议 APP 和微信平台推送日程及会务等信息，请下载安装会议 APP、关

注微信公众号。APP 名称为会议缩写“CSP”，公众号 csp1954，或扫描以下二维码。 

 

 

 

 

 

扫码下载APP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大会秘书处： 

投稿/注册/技术支持   

于泽杰 

手  机：15801152848 

邮  箱：cmacsp2019@126.com 

 

订房中心 

北京市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联系人：齐京萍、郑萌 

电  话：010-53306107 / 010-53306106 

邮  箱：bingli2019@126.com 

 

河南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  李晟磊 

电  话：13598423254 

邮  箱：13598423254@126.com 

 

河南省医学会  毕春晓 

电  话：139 3713 0527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研究室  石毓君 

电  话：189 8060 2103 

邮  箱：shiyujun@scu.edu.cn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李兆晖 

电  话：010-8515 8421 

邮  箱：cmacsp2019@126.com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9年10月8日 

mailto:shiyujun@sc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