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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东莞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 2020 年
学术年会暨妊娠期血栓性疾病诊治新进展
暨第二届东莞市中暑防治高峰论坛
暨重症护理质量安全学习班的通知
各医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重症医学的学科建设水平，加强我市重症医
学医护人员与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由东莞市医学会主办，
东莞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东莞东华医院承办的“东莞市医学会
重症医学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暨妊娠期血栓性疾病诊治新进展
（省级继教项目编号：2020110503014）暨第二届东莞市中暑防治
高峰论坛（市级继教项目编号：20200310012）暨重症护理质量安
全学习班（市级继教项目编号：20201405072）”定于 2020 年 11
月 28 日-29 日在东莞东华医院松山湖院区举办。请各医疗机构积
极派出从事重症医学、重症产科及相关专业人员参加，东莞市医学
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务必参加，如因工作冲突，请事先请假。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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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时间：
（一）workshop 时 间 ： 2020 年 11 月 28 日 （ 星 期 六 ）
14:30-17:30（限报 60 名，先到先得）;
（二）报到时间：202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7:30-8:30;
（三）授课时间：202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8:30-18:00;
（四）全委会时间：202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18:00-20:00。
二、会议地点：东莞东华医院松山湖院区门诊 5 楼学术会议厅、
第一会议室及第三会议室。
三、参会对象：从事急危重症、重症产科相关专业的医护人员，
东莞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全体委员。
四、会议内容：详见附件 1。
五、费用：本次会议免收会务费及资料费。
六、学分：全程参会人员将授予省级继续医学教育Ⅰ类学分 3
分或市级继续医学教育Ⅱ类学分 3.2 分（二者选其一）
，请务必带
上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IC 卡现场录入学分。
七、报名方式：请参加会议人员扫描二维码报名参会。

八、其他：疫情防控期间，参会人员要严格遵守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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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要求，凭粤康码和现场检测的正常体温办理签到，保持安全距
离并全程佩戴口罩。
联系人：何景招：13829225101；
吴燕妮：13532983733；
林幼萍：13712814690（664690）。

附件：会议议程

东莞市医学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3

附件

东莞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
暨妊娠期血栓性疾病诊治新进展
暨第二届东莞市中暑防治高峰论坛
暨重症护理质量安全学习班议程
2020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六）
workshop 会场: 东莞东华医院松山湖院区门诊 5 楼第三会议室
时间

内容

讲者

14:30-15:00

肺泡灌洗在 ICU 患者中的应用

吴健锋 教授

15:00-15:30

雾化治疗在 ICU 中的应用

韦碧琳 教授

15:30-16:00

重症患者：俯卧位通气实施

白利平 教授

16:00-16:30

卫星会

吴健锋 教授

16:30-17:30

呼吸机带机雾化治疗、俯卧位操作演示

主持人
何景招
卜会驹
尹小生

何景招

韦碧琳、郑慧芳、
张朝文、陈冠帅、 卜会驹、尹小生
胡泽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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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
主会场：东莞东华医院松山湖院区门诊 5 楼学术会议厅
时间

题目

7:30-8:30

讲者

主持人

参会签到

8:30-8:50

开幕式

领导致辞

何景招

8:50-9:30

淋巴细胞置换在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李碧娟 教授

江东新

9:30-10:00

展望军民融合为基石的医疗模式发展

苏磊 教授

蔡立华

10:00-10:30

Sepsis 感染灶的寻找

曾勉 教授

陈甘海

10:30-11:00

卫星会

陈怿 教授

邓涛

分会场一：东莞东华医院松山湖院区门诊 5 楼学术会议厅
11:10-11:40

重症感染的精准治疗

卓超 教授

肖超烈

11:40-12:10

COVID-19 治疗中存在的迷思与争议

蒋文新 教授

李远华

12:10-12:50

卫星会

吴健锋 教授

郭发良

常平 教授

李盘石

何志捷 教授

佘德宇

12:00-13:45

午餐

14:00-14:30

脓毒症休克治疗：血管活性药物与正性肌力
药物 less or more

14:30-15:00 ARDS 机械通气患者膈肌功能的监测和保护
15:00-16:00

主持人：江东新
点评专家：何景招、江均贤、李远华

病例讨论（东莞市人民医院）

16:00-16:10

茶歇

16:10-16:40 脓毒症脑病的诊断、治疗、对预后的影响

邓医宇 教授

金同新

16:40-17:40

病例讨论（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

主持人：肖超烈
点评专家：邓涛、王存、李盘石

17:40-18:00

闭幕式

何景招 教授

18:00-20:00 东莞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全体委员会议

江东新 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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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二：东莞东华医院松山湖院区门诊 5 楼第一会议室
11:10-11:40

重症医学人文关怀需要关注的数个问题

戴良辰 教授

江均贤

11:40-12:10

探讨脓毒症患者抗生素剂量调整的依据

卜会驹 教授

甘毅

12:10-12:50

卫星会

童华生 教授

刘方

12:00-13:45

午餐

14:00-14:30

妊娠期颅内静脉血栓的诊治

王懿春 教授

庄灿锋

14:30-15:00

妊娠期肺栓塞的诊治新进展

罗毅平 教授

黄平

15:00-15:30

按病种分值付费社保政策下的
ICU 运营策略

庄灿锋 教授

林幼萍

15:30-15:40

茶歇

15:40-16:40

病例讨论（东莞市中医院）

主持人：蔡立华
点评专家：黄平、庄灿锋、汪绪伦

16:40-17:40

病例讨论（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

主持人：陈怿
点评专家：陈甘海、余前土、孟兵

分会场三：东莞东华医院松山湖院区门诊 5 楼第三会议室
11:10-11:40 COVID-19 中基于呼吸生理的呼吸支持治疗

沈利汉 教授

刘小珍

11:40-12:10

重症中暑脏器衰竭：脑功能

童华生 教授

李金庭

12:10-12:50

卫星会：Orixis 在脓毒症 AKI 中的应用

寇秋野 教授

石波

赖江明 教授

莫如洁

12:00-13:45

午餐
护理专场

14:00-14:30

特殊患者特殊护理-俯卧位下的全面管理

14:30-15:00

个案报道

赵春静 教授

尹小生

15:00-15:30

ICU 内的液体管理规范

高丽娟 教授

任卫红

15:30-15:40

茶歇

15:40-16:40

病例讨论（东莞东华医院）

主持人：郭发良
点评专家：李金庭、江勇、余坚文

16:40-17:40

病例讨论（东莞市厚街医院）

主持人：沈利汉
点评专家：卜会驹、邵俊卿、金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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