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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

以内镜和阴式手术为先导的妇科微创手术时代已经到来，微创手术技术以轻微的手术创
伤、同等手术疗效造福全球女性，微创技术日新月异，不断趋于成熟，为满足广大妇产科医
师学习妇产科手术技术，尤其是內镜下手术的热切愿望，构建妇产科同道技术交流的国际平
台，促进规范、先进手术方式与理念的推广，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COGA）与美
国妇科内镜医师协会（AAGL）、欧洲妇科内镜医师协会（ESGE）、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
学院（RCOG）、亚太妇科内镜医师协会（APAGE）、世界华人妇产科医师协会（WCOG）
联合举办的“第九届全球妇科微创手术治疗研讨会”将于 2019 年 12 月 5-8 日在北京亮马河饭
店召开。本次大会聚焦妇科內镜及阴式手术技术的交流、合作、创新，中外学者将就妇科
IV 类微创手术技术精华进行详细且具有开拓性的论述、讲解与演示，大会准备了丰富的手
术病例，将进行一天的手术现场直播。会议授予国家 I 类继续教育学分 6 分。

主办单位：中国医师协会（CMDA）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COGA）
联合主办：世界华人妇产科医师协会（WCOG）

承办单位：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内镜技术专业委员会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UMC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首都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系北京朝阳医院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CCMU
首都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系北京天坛医院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CCMU
首都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系北京同仁医院 Beijing Tongren Hospital, CCMU

首都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系北京宣武医院 Beijing Xuanwu Hospital, CCMU

名誉主席：张雁灵
荣誉主席：Frank Loffer；C.Y. Liu；
大会主席：郎景和

学术委员会主席团： C.Y. Liu, Frank Loffer, Xiaoming Guan，宋 磊，狄 文，段仙芝，朱
兰，陈 飞，陈春林，冯力民，冷金花，李 斌，李奇龙，梁志清，孟元光，孙大为，王世
军，向 阳，姚书忠，翟建军
秘 书 长：朱 兰
副秘书长；孙大为 刘崇东
秘

书：张志强，范文生，张俊吉，孙映春

分论坛负责人：子宫内膜异位症：冷金花；单孔腹腔镜：Xiaoming Guan；妇科盆底泌尿学：
朱兰；宫颈环扎、瘢痕憩室：姚书忠；阴式手术：宋磊；子宫颈癌：梁志清；卵巢癌：王世
军；子宫体癌：向阳；宫腔镜、子宫内膜去除：冯力民；机器人手术：孟元光；阴道镜手术：
陈飞；妇科良性疾病腹腔镜治疗：翟建军；前哨淋巴结：李斌。手术快速康复：孙大为。手
术视频：张俊吉

讲师团：（按姓氏笔画）（Faculty）
C.Y. Liu, Frank Loffer, Felix wong, J Sicarra, Paul Magtibay, Popov, Xiaoming Guan,, Peter Lim，
陈 捷，陈 龙，陈春林，程文俊，崔 恒，蔡云朗，狄 文，段 华，段仙芝，冯力民，
冯 云，郭红燕，郝 敏，胡元晶，华克勤，黄 浩，黄向华，韩 璐，侯建青，纪 妹，
贾雪梅，康 山，孔北华，冷金花，郎景和，李 斌，李光仪，李华军，李奇龙，梁志清，
廖秦平，林 俊，刘崇东，刘海元，刘 军，刘开江，刘禄斌，刘木彪，刘 萍，柳晓春，
卢 丹，卢美松，鲁永鲜，陆安伟，罗喜平，马秀华，孟元光，米 鑫，沈 铿，史玉林，
舒丽莎，宋 磊，孙大为，孙丽芳，仝进毅，王 彦，王丹波，王 刚，王建六，王世军，
王素敏，王淑珍，王泽华，魏丽惠，吴大保，吴令英，吴 鸣，吴小华，夏恩兰，向 阳，
谢 幸，谢庆煌，熊光武，徐惠成，薛 翔，薛 敏，薛凤霞，杨 清，姚书忠，颜士杰，
翟建军，张 军，张俊吉，张国楠，张信美，张玉泉，张志强，赵福杰，赵小峰，赵卫东，
翟 妍，周应芳，周 宁，朱 兰，朱 琳，

会议简要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12 月 4 日

10:00-22:00

报到

8:00-22:00

报到

9:00-17:00

会前培训

12 月 5 日

1、妇科内镜进阶班；2、单孔腹腔镜；3、
宫腔镜，4、妇科解剖；5、阴道镜；
1、北京协和医院；2、解放军总医院；3、

12 月 6 日

8:30-19:00

手术直播
北京朝阳医院；4、北京天坛医院

8:30-11:30

大会主题讲课

13:30-17:30

分论坛讲课

8:30-17:30

分论坛讲课

12 月 7 日
12 月 8 日

会议地点：北京亮马河饭店 会议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 号
联系人：中国医师协会联络部 孟文
妇产科医师分会 孙映春 电话：010-63313290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Yingchun Sun; tel: 010-63313290
Web: http://www.coga.org.cn, Email: coga-aagl2018@coga.org.cn
投稿方式：主题请标明：“国际妇产科微创治疗新进展研讨会征文”字样，单位允许投稿证明
须另行邮寄。手术视频：可为各类精彩手术视频剪辑。MP4 格式，附作者姓名、工作单位、
地址、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另撰文说明其主要内容（限 500 字内）。投稿遴选：1、宫颈
癌；2、子宫内膜异位症 3、盆底泌尿；4、妇科解剖；5、宫颈病变、阴道镜；6、妇科良性
疾病内镜；7、宫腔镜、子宫内膜去除术；8、子宫体癌；9、子宫肌瘤；10、阴式手术；11 、
机器人手术；12、单孔腹腔镜；13、卵巢癌；14、宫颈环扎、瘢痕憩室，15、手术视频。大
会组委会将从以上投稿内容中各遴选手术录像、论文投稿 4-6 篇，用于大会发言。投稿截止
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视频投稿：coga@coga.org.cn，征文投稿：www.coga.org.cn，
会前培训招生要求：
培训内容

招生要求

培训内容

腹腔镜高级技

中、高级职称，有

模拟及动物

术培训班

腹腔镜手术经验

实验

GESEAR 高 级

高级职称，有宫腔

GESEAR 高

技术培训

镜手术经验

级培训

招生限

领衔讲师

25 人

朱

30 人

冯力民

兰

联络人
刘海元

张

奇

单孔腹腔镜专

中、高级职称，有

单孔腹腔镜

项技术培训

腹腔镜手术经验

手术技巧

妇产科医师

尸体解剖

25 人

Xiaoming Guan

30 人

陈春林

刘

30 人

陈

楼伟珍

张俊吉

妇科解剖学专
萍

项培训
阴道镜专项技

阴道镜诊断、
中高级职称

术培训

飞

手术技巧

收费标准：会前培训 1000 元，国际代表注册：500USD，含大会注册费用；大会注册费：人
民币 1000 元，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专科会员人民币 500 元，住院医师、研究生人民币 500
元（凭单位人事部门证明信），国际代表注册：200USD。注册代表将获得大会文字及影音
资料（不含手术剪辑专场录像）、会员纪念徽标、带有会议标识的纪念品、会议餐券等。
培训班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11 月 20 日，以缴费时间为准。
住宿安排：住宿安排在北京亮马河饭店等，订房电话：罗薇 15600896282。代表可以自行订
房。

中国医师协会（CMDA）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COGA）
2019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