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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广西医学会病理学2022年学术年会

暨淋巴造血系统疾病病理诊断及病理技术学习班的通知

（第二轮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区病理学界同道的学术交流，促进学科的繁荣与发展。经

研究，广西医学会定于2022年8月12-14日在广西南宁市召开病理学2022

年学术年会暨淋巴造血系统疾病病理诊断及病理技术学习班。届时，大

会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进行讲学，交流病理专业在临床、基础领域获得

的科研成果及经验，同期举办广西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换届改选大会及第

二届广西免疫组化技术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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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内容（详见日程）：

（一）专题讲座（医师组）：淋巴造血系统疾病病理诊断与鉴别诊

断；

（二）专题讲座（技术组）：病理技术相关知识；

（三）学术交流及病例分享；

（四）病理技术交流，第二届广西免疫组化技术比赛；

（五）征文比赛（内容包括：临床病理学、分子病理学、细胞病理

学、实验病理学研究、法医病理学、病理学教学研究、病理技术、病理

科学科建设、病理科工作管理等）。

二、参会人员：

（一）广西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委员及各专业学组成员；

（二）全区各级医疗机构从事病理相关工作的医务人员，从事临床

工作的医务人员；

（三）技术比赛参赛选手及论文投稿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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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时间：2022年8月12日15:00-21:00。

（二）会议时间：8月13-14日学术会议，14日中午12:00时前撤离。

（三）报到及会议地点：南宁君通桃源饭店（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

74号）。

（四）会议费用：会务费1000元/人。

1.线上交费：截止2022年8月9日24:00前。

方式一：通过会议指定报名二维码交费(支持银行卡）。

方式二：登录网址：

https://mm.sciconf.cn/cn/minisite/index/14991进行交费（支持银

行卡、微信、支付宝）。

2.现场交费：2022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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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8 日前

自行预定住宿用房，敬请参会代表尽快预订。

酒店名称 房型 价格 预订电话

南宁君通南

宁君通桃源

饭店

主楼（标单/双） 320 元/间/晚（含早）
林经理

13457052821六号楼（标单/双） 218 元/间/晚（含早）

预订时请说明参加广西医学会病理学会议方可享受协议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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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2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二）联系人及电话:

1.专科分会联系人：莫伟嘉 13807713986

2.广西医学会学术交流部：覃超勇、黄龙 0771-2803986、2803063。

（三）学分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I 类学分[项目编号：

2022-01-04-073 (国)]。参会者自行在手机上下载“掌上华医 APP”，

会议期间完成现场扫码考勤、参加考试、项目评价等三个步骤后，经自

治区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审批后授予相应学分。

（四）疫情防控要求：



1.请参会人员会前做好自我健康监测，会前 14 天内如有新冠肺炎

疑似症状、与疫情严重风险国家或地区人员或境外输入病例（含确诊、

疑似、无症状感染者）接触史、有国内中高风险区旅居史，或其他任何

疑似情况的，谢绝参会。参会人员要严格落实责任，并做好有关核查、

防护措施。

2.参会人员必须全程佩戴口罩（讲者、主持在发言期间除外)。为

避免人群聚集，参会人员实行分散就座，座位保持 1 米以上间隔。参加

活动期间，自行做好体温监测，如出现体温异常，第一时间报告会议联

系人。

3.请参加会议人员报到时提交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和健

康承诺书（附件）。

4.其他未尽事宜参照自治区防疫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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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广西医学会网站www.gxma.org.cn。

（二）广西医学会微信公众号（guangxiyxh）。

广西医学会

2022 年 8 月 5日



附件：

广西医学会病理学2022年学术年会

暨淋巴造血系统疾病病理诊断及病理技术学习班日程
主会场：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

8月 13 日

上午

淋巴造血系

统疾病专题

8:30-8:40 致辞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洪坚善 书记
陈罡

8:40-8:50 致辞
广西医学会

许建荣 秘书长
陈罡

8:50-9:10 合影

9:10-10:00
滤泡性淋巴瘤诊断中的一些

实际问题（线上）

北京友谊医院

周小鸽 教授
冯振博

10:10-10:30
浅谈CD20阴性B细胞淋巴瘤

的病理诊断思路（线上）

中南大学附属湘雅医院

周建华 教授
马韵

10:30-10:40 全数字化病理科解决方案 曹玉成 马韵

10:40-10:50 休息

10:50-11:20
空心针穿刺活检淋巴瘤病理

诊断思路（线上）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阎晓初 教授
罗殿中

11:20-11:50
淋巴瘤的表观遗传调控异常

（线上）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王哲 教授
郑锦花

11:50-12:30
结内低级别 B细胞淋巴瘤

（线上）

江苏省人民医院

张智弘 教授
莫祥兰

12:30 午餐

8月 13 日

下午

淋巴造血系

统疾病/细

胞及分子病

理专题

15:00-15:30
惰性淋巴瘤/淋巴组织增生

性疾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文才 教授
莫祥兰

15:30-16:00
甲状腺病理诊断中应注意的

一些问题（线上）

北京医院

刘东戈 教授
李祖云

16:00-16:30 免疫治疗，诊断先行 吴阳 李祖云

16:30-16:40 休息

16:40-17:10 分子病理诊断的现状与展望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罡 教授
韦海明

17:10-17:40
人工智能在病理细胞学诊断

评估中的应用与思考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冯振博 教授
吕自力

17:40-17:55 病例分享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吕自力

17:55-18:10 病例分享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18:10-18:25 病例分享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陆竞艳18:25-18:40 病例分享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8:40-18:55 病例分享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9:00 晚餐

8月 14 日

上午

消化系统疾

病专题

8:30-9:00
儿童消化系统疾病病理诊断

（线上）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韩安家 教授
张锡流

9:00-9:30
肝细胞腺瘤的病理分型和鉴

别诊断（线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高鹏 教授
戴文斌

9:30-10:20
慢性病毒性肝炎病理、分级

及分期（线上）

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邵春奎 教授
韦康来



10:20-10:30 休息

10:30-11:00
高通量测序平台助力基因检

测应用
罗镇明 韦康来

11:00-11:50 征文比赛汇报、点评及颁奖 征文比赛获奖者
病理分会

秘书

11:50-12:10 免疫组化比赛点评及颁奖 评片专家 党裔武

12:10 午餐

技术分会场：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

8月 13 日

上午
9:30-13:30 免疫组化比赛

13:30-15:00 午休

8月 13 日

下午

15:00-15:40
组织前处理的标准化（线

上）

北京协和医院

王德田 主任技师
党裔武

15:40-16:20
骨髓病理中常见的特殊染

色（线上）

福建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国平 副主任技师
党裔武

16:30-16:40 休息

16:40-17:20
病理实验室 CNAS 认可与试

剂管理（线上）

南京鼓楼医院

吴鸿雁 副主任技师
陆会平

17:20-18:00
病理技术员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之路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党裔武 副主任技师
陆会平

19:00 晚餐

8月 14 日

上午

8:30-9:10 一代测序技术与临床应用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唐邓 主管技师
黄志广

9:10-9:50
免疫组化室内质控解决策

略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李运千 副主任医师
黄志广

9:50-10:30
IHC 的影响因素及质控要点

分析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周祥帧 副主任技师
李碧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