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医 学 会
桂医会〔2021〕127 号

关于举办首届北部湾神经变性疾病论坛

暨新进展学习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研究，广西医学会定于 2021 年 10 月 15-16 日在广西南宁

市举办首届北部湾神经变性疾病论坛暨新进展学习班。本次活动

旨在为全区神经病学界医务人员提供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加强合作、增进友谊的学术平台。我们诚挚地欢迎各位同道踊跃

参会。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会人员：

（一）广西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二届帕金森及运动障碍学

组全体成员；

（二）广西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一届痴呆与认知障碍疾病

学组全体成员；

（三）广西帕金森与运动障碍疾病专科联盟医院相关专业人

员及广西区内各级医疗机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专业人员。

二、会议内容：

帕金森与运动障碍疾病，痴呆与认知障碍疾病的专题讲座、

学术交流、病例分享。

三、会议报到时间、地点及费用：

（一）报到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 15:00-21:00;

（二）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16 日全天，16 日 18:00 撤

离;



（三）报到及会议地点：南宁市泊宁酒店（地址：南宁市青

秀区竹溪大道 22 号）。

（四）会议费用：

1.线上交费：500 元/人，2021 年 10 月 11 日 24:00 前；

方式一：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交费;

方式二：登录网址：

https://mm.sciconf.cn/cn/minisite/index/12628 交费；

2.现场交费：500 元/人；2021 年 10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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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会议会务组不统一预订住宿，请参会代表于 10

月 8 日前自行预定住宿用房，否则不保证房源，敬请参会代表尽

快预订。

酒店名称 房型 价格 预订电话

泊宁酒店（青秀区

竹溪大道 22 号）

商务大床房/

双床房
320 元/天含双早

唐经理

18276671175

预订时请说明参加首届北部湾神经变性疾病论坛暨新进展学习

班可享受协议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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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6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或

登录网址：https://mm.sciconf.cn/cn/minisite/index/12628；

（二）联系人及电话:

专科分会联系人：肖友生15177196935，黄晶晶15177788785。

广西医学会学术交流部：覃超勇、徐蓉、蔡泽宇0771-2803986。

（三）学分授予：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I 类学分（项

目编号：20210307034）。会议期间用“掌上华医 APP”完成现场



扫码考勤、参加考试、项目评价等三个步骤后，经自治区级继续

医学教育委员会审批后授予相应学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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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务必佩戴口罩。有新

冠肺炎疑似症状以及从国内中高风险区返桂观察不足14天者，谢

绝参加会议。

（五）会议期间，不能擅自组织与会专家或代表参加大会日

程以外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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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通知查询及下载方式：

（一）广西医学会网站www.gxma.org.cn;

（二）广西医学会微信公众号（guangxiyxh）。

附件：会议日程表

广西医学会

2021年9月28日



附件：会议日程表

2021 -10 -15 15:00 -21:00

报到及办理住宿 （南宁市泊宁酒店 1 楼大厅）

2021 -10-15 20:00 -21:00

广西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二届 PD与运动障碍学组全体会议 （南宁市泊宁酒店 8 楼会议室 1）
广西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一届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全体会议 （南宁市泊宁酒店 8 楼会议室 2）
2021 -10 -16 上午 （南宁市泊宁酒店 8 楼多功能厅）

时间 讲题 讲者 主持人

08:00 -08:10 开幕致辞 沈岳飞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8:10 -08:40 帕金森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徐严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蒋柳结

桂东人民医院

08:40 -09:00 多巴胺制剂在 PD中的合理应用 莫颖敏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林燕妮

玉林市第一医院

09:00 -09:20 中国帕金森病治疗指南（第四版）的

解读--运动症状的治疗

陈梅玲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黄广苏

柳州市人民医院

09:20 -09:40 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的前世今生 谭文澜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蒙兰青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09:40 -10:00 中国帕金森病治疗指南（第四版）的

解读--非运动症状的治疗

胡玉英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韦云飞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00 -10:20 新型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在 PD 治疗中

的作用

肖友生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 荔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10:20-10:30 休息

10:30 -11:00 TMS 联合药物治疗阿尔兹海默病最

新进

邹良玉

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邹东华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11:00 -11:30 卒中后认知障碍管理专家共识 2021 王 进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 山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11:30 -11:50 伴脑微出血的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病

一家系报道

罗 曼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 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2021 -10 -16 下午 （南宁市泊宁酒店 8 楼多功能厅）广西帕金森联盟 DBS专题会日程

时间 题目 讲者 主持

14:30-14:35 开场致辞 沈岳飞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35-15:00 神经调控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凌至培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王 进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00-15:25 DBS疗法治疗帕金森病介绍

游 咏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5:25-15:50 帕金森病 DBS治疗的时间窗

黄进瑜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50-16:05 休息



16:05-16:30 互联网背景下的帕金森病全程管理

岑 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沈岳飞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30-16:45 DBS治疗帕金森病病例分享 1
李忠华

百色市人民医院

16:45-17:00 DBS治疗帕金森病病例分享 2
翁保慧

柳州市工人医院

17:00-17:15 DBS治疗帕金森病病例分享 3
黄光翔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15 -17:25 闭幕式 王 进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