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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2021年学术年会

暨换届改选会议的通知(第二轮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广大医师了解近年国内外内科学的最新进展，培养各级内科医

师全面的临床思维方式，为大内科的学术与管理提供交流平台，以促进广西

内科学专业的发展，由广西医学会主办，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承办的广西医

学会内科学分会2021年学术年会暨换届改选会议定于2021年5月28-29日在

南宁市举办，届时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进行学术讲座与病例讨论，探讨内

科常见病和疑难病的综合诊断与治疗；推广新的内科用药和治疗方法；探

讨内科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我们诚挚的邀请并欢迎各医疗机构从

事内科专业的同仁踊跃参加。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学术专题讲座；

（二）内科疑难病例讨论；

（三）学术交流；

（四）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换届改选。

二、参会人员：

（一）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全体委员；

（二）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请新一届委员候选人于5月28日下午18:00前报到，并依时参加选举，

委员候选人无故缺席会议或无委托人代表参会者，按规定本会将取消委员

候选人资格）;

（三）全区各级机构从事内科事业的医务人员；



（四）自愿支持会议的单位、机构。

三、会议报到时间、地点及费用：

（一）报到及会议时间（详见会议日程）：

2021年5月28日（周五）14:30-22:00报到;

2021年5月28日（周五）20:00-21:00召开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换届

改选大会（请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全体委员候选人务必参会）；

2021年5月29日全天召开学术讲座及交流；

2021年5月30日12时前撤离。

（二）报到及会议地点：南宁市邕江宾馆（广西南宁市临江路 1 号）。

（三）会议费用：

1.线上交费：400元/人；截止2021年5月21日前，通过会议指定报名二

维码交费；

2.现场交费：600元/人；2021年5月21日以后请到现场交费；

3.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费用回单位报销。

（四）本次会议会务组不统一预订住宿，请参会代表于 5月 21 日前自

行预定住宿用房，5月 21 日后不保证房源，敬请参会代表尽快预订。邕江

宾馆订房电话：黄经理，18777171858。预订时请说明参加广西医学会内科

学年会可享受协议价（标准双人间 350 元/间.天含双早，标准单人间 350

元/间.天含单早），如有其他需求，可直接联系酒店，或自行联系会议周

边酒店。

四、其他：

（一）报名方式及联系人：2021年5月21日前扫描会议指定二维码报名。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 马劼 13978851892，范俊华

18697927856

广西医学会学术交流部：0771-2803986，2803063，黄龙、徐蓉、零宗

儒、覃超勇。

（二）参会者按《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中医药局关于推进继

续医学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和规范学分管理的通知》、《广西继续医



学教育学分管理规定》要求，完成现场扫码考勤等操作，经自治区继

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审批后授予相应学分。

（三）参会学员必须遵守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法规，自觉出示

健康码，配合测量体温，会议期间进入会场务必全程佩戴口罩。

五、注意事项：

（一）会议期间，未经允许，不能擅自组织与会专家或代表参加大会

日程以外的活动。

（二）支持会议单位、机构不得进行与收费挂钩的品牌推介、成果发

布、论文发表等活动。

六、通知查询及下载方式：

1.广西医学会网站www.gxma.org.cn。

2.广西医学会微信公众号（guangxiyxh）。

附：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 2021 年学术年会暨换届改选会议日程

广西医学会

2021年5月19日



附：

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2021年学术年会

暨换届改选会议日程

2021 年 5月 28 日（星期五）晚上

会议地点：南宁市邕江宾馆中心会议室

时间 议题 主讲人 主持人

20:00-21:00
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

换届选举大会

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第

十届全体委员候选人
广西医学会

2021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

会议地点：南宁市邕江宾馆 中心会议室

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 2021 年学术年会

时间 议题 主讲人 主持人

08:00-08:30 会议签到

08:30-08:40 开幕式、领导致辞 彭志刚 教授

08:40-09:00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个体化精

准方案

姜海行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 滨 教授

张启芳 教授

09:00-09:10 讨论嘉宾：韦良宏 教授 刘诗权 教授

09:10-09:40 一项肺隐球菌的临床调查研究与启

示

陈良安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
陈一强 教授

胡灼君 教授

09:40-09:50 嘉宾讨论：段敏超 教授 黎雨 教授

09:50-10:20
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患者的综合

管理

曾学军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普内科 林金盈 教授

秦映芬 教授

10:20-10:30 讨论嘉宾：谢新荣 教授 刘敏 教授

10:30-10:40 休 息



10:40-11:00 疑难病例的诊断思路
马礼兵 教授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赵 铖 教授

覃 莲 教授

11:00-11:10 讨论嘉宾：刘颖 教授 张萍 教授

11:10-11:30 医学论文撰写中应注意的问题
侯鉴君 副总编

中华内科杂志 林 栩 教授

文 莉 教授

11:30-11:40 讨论嘉宾：谢新荣 教授 苏宏业 教授

11:40-12:00
肺栓塞的诊断 秦志强 教授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李家萱 教授

黄其昌 教授

12:00-12:10 讨论嘉宾：梁新梅 教授 庞志豪 教授

12:10—— 午餐、午休

（讨论嘉宾按姓氏拼音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2021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

会议地点：南宁市邕江宾馆 中心会议室

广西医学会内科学分会 2021 年学术年会

时间 议题 主讲人 主持人

15:00-15:20 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制剂在

G-菌感染中的治疗地位

林耿鹏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昌枝 教授

李学军 教授

15:20-15:30 讨论嘉宾：章忠明 教授 韦金华 教授

15:30-15:50 NTM 的诊治进展思路
陈一强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韦 球 教授

钟 蔚 教授
15:50-16:00 讨论嘉宾：吴标良 教授 蒋玉洁 教授

16:00-16:20 不明原因发热的诊断
彭志刚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远能 教授

唐秀革 教授
16:20-16:30 讨论嘉宾：赵卫华 教授 林海玲 教授

16:30-16:40
休 息

16:40-17:00 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 管理
韦金儒 教授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温玉洁 教授

叶少武 教授
17:00-17:10 讨论嘉宾：李 霖 教授 苏宏业 教授

17:10-17:30 慢性肾病患者的高血压管理
杨桢华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叶 琨 教授

黎 伟 教授
17:30-17:40 讨论嘉宾：刘 杰 教授 李建飞 教授

17:40-18:00 从新冠肺炎治疗看呼吸慢病的

免疫治疗新方向

孔晋亮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熊 滨 教授

刘大鹰 教授18:00-18:10 讨论嘉宾：谢周华 教授 潘玲 教授

18:10-18:20
大会总结 彭志刚 教授

（讨论嘉宾按姓氏拼音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