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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尊敬的各位同道：

为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糖尿病教育与管理的学术交流，由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办，中华医学会糖尿

病学分会教育与管理学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联合承办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教

育管理研讨会暨2018国际糖尿病教育管理论坛”将于2018年8月9-11日在吉林长春召开。 

大会作为糖尿病教育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学术会议，已经成功举办十届。本次大会将继续以搭建高水

平的糖尿病教育学术和实践平台为宗旨，深入推广糖尿病教育管理的学术交流，为糖尿病领域各级医生、护

士、营养师、运动康复师及心理咨询师等群体提供学术和经验分享的平台；同时也将通过特别会议单元的设计

为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学术专家、新闻媒体及社会工作者等群体提供一个开放的沟通平台。

大会将围绕“糖尿病教育与管理-分级管理，全程支持的综合实践”和糖尿病教育与管理的新技术、新模

式的发展深入交流，会议将举办各种形式的教育者互动环节，通过学术交流、专题演讲、workshop、征文活

动、糖尿病健康教育运动体验和营养餐体验活动等形式为与会代表提供有深度、有广度、兼具个性化的自我展

示和学术交流平台。

在此，我们谨代表2018年教育管理研讨会组委会，诚挚地邀请您参与会议，共同分享教育经验和成果，同

心携手，推动糖尿病教育与管理的交流与发展，造福更多糖尿病病人。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2018年3月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8年3月

医学术便函第[2018]1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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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

组织机构

贾伟平 教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院长

霍世会 教授 
吉林省人民医院院长

刘乃丰 教授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委书记

医学院院长

郭晓蕙 教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常委

糖尿病教育与管理学组组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主任

孙亚东 教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

糖尿病教育与管理学组委员

吉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主任

孙子林 教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

教育与管理学组副组长

东南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联合主席

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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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主　席：	 贾伟平

副主席：	 翁建平	 纪立农　	 朱大龙　	 郭立新　	 周智广　	 邹大进　	 姬秋和　	 郭晓蕙　	

	 孙子林	

委　员：（按姓氏拼音顺序）

	 陈开宁	 陈　丽	 陈莉明	 代青湘	 窦京涛	 段滨红	 房　辉	 冯　波	

	 高政南	 顾洪斌	 郭立新	 郭晓蕙	 洪　洁	 洪天配	 华燕吟	 纪立农	

	 姬秋和	 贾伟平	 匡洪宇	 赖晓阳	 雷闽湘	 李冬梅	 李　红(云)	 李　红(浙)	

	 李　军	 李　玲	 李启富	 李全民	 李小英	 李　兴	 李学军	 李　焱	

	 李延兵	 李益明	 梁瑜祯	 刘　芳	 刘　静	 刘　煜	 陆颖理	 马建华	

	 冉兴无	 石勇铨	 时立新	 宋光耀	 孙亚东	 王鹏华	 王颜刚	 翁建平	

	 吴　迪	 肖新华	 谢晓敏	 邢小燕	 徐　静	 徐　勇	 薛耀明	 杨　静	

	 杨金奎	 杨丽辉	 杨立勇	 杨　涛	 余学锋	 袁　莉	 章　秋	 赵志刚	

	 周智广	 朱　筠	 朱大龙	 朱铁虹	 祝之明	 邹大进

学术秘书：	 孙子林（兼）	 沈　犁（兼）	 	

工作委员会
主　席：	 郭晓蕙

副主席：	 孙子林	 袁　丽	 赵　芳	 楼青青	 冯　博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常翠青	 陈灿华	 陈　伟	 陈卫建	 黄　金	 鞠昌萍	 匡洪宇	 李东晓	

	 李　玲	 李　蒙	 李　敏	 李文慧	 刘　静	 刘智平	 马爱霞	 马博清	

	 马建新	 孟俊华	 莫永珍	 沈　犁	 孙亚东	 陶　静	 王　群	 王筑萍	

	 郗光霞	 邢秋玲	 严孙杰	 袁红娣	 张明霞	 张　宁	 张瑞霞	 章　秋	

	 朱延华	 邹　芳

工作秘书：	 沈　犁（兼）	 张明霞（兼）	

大会秘书处

主　任：	 孙亚东	 高玲玲

成　员：	 窦　悦		 刘　晶			 张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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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网站
会议官方网站www.isdem.com.cn，会议所有最新进展信息都将通过网站公布。请各位代表定期登录网站，
查询会议信息，并进行在线注册和在线投稿。

会议信息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承办单位：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教育与管理学组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吉林省人民医院	

会议日期：2018年８月9日-11日

会议地点：长春净月潭益田喜来登酒店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净月经济开发区永顺路1777号	

会议重要时间

网上注册开放日期： 2018年4月15日

会前注册截止日期： 2018年7月10日（含）

取消会前注册并获得全额退款截止日期： 2018年7月10日（含）

网上投稿开放日期： 2018年4月15日

网上投稿截止日期： 2018年7月6日

论文评审结果查询开放日期：	 2018年7月25日

继续教育学分
本次会议申请了国家Ⅰ类继续教育学分，只有正式注册代表方可申请学分，由学会统一发放电子学分。

  
会议主题 
糖尿病教育与管理-分级管理，全程支持的综合实践

会议概况

框架日程

时间段 8月9日 8月10日 8月11日

07:20-	07:50
代	专

表	题

注	研

册	讨

早餐/卫星会 早餐/卫星会

08:00-	12:00 开幕/对话/学术演讲 专题研讨/企业专题会

12:00-	13:30 会前会
患者教育
专题活动

午餐/卫星会 午餐/卫星会

13:30-	17:30 专题研讨/企业专题会
会议闭幕式、患者教育专题活动、科普大课堂

会议结束，撤展

18:00-	20:00 晚餐 营养晚餐体验活动

此框架上的时间安排可能会有变化，请以网上更新的日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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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要求

来稿全文（4000字以内）请附论文摘要（800字

以内），摘要应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四

部分；

文内请务必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

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

投稿截止日期

2018年7月6日（请务必注意投稿截止日期。征文恕

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投稿方式

本次会议只接受互联网在线投稿，不接受电子邮件

投稿。请登录会议的官方网站（www.isdem.com.

cn）了解更多在线投稿的要求和方法。

通过在线投稿，您将获得以下便捷：

注册后，您可以在网页上办理会议注册，并预定

住宿酒店；

在投稿截止日期之前，可对已投稿件进行修改；

在审稿结束后第一时间查询审稿结果。

论文评审及结果查询

我们将在7月15日召开专家审稿会，对所有论文进行

审阅。秘书处将在7月25日后通知录用和获奖论文的

通讯作者，论文摘要将会收录入会议汇编，在会上

发给每位参会代表。

评奖

2018教育管理研讨会将组织论文评选，设10名优秀

奖，获奖代表将在会议闭幕式上受到表彰，并将获

得相应的证书和会议交通费资助。

征文内容

• 糖尿病患者教育和管理模式
• 特殊人群（儿童、老年人、妊娠期妇女、手术期患者

等）糖尿病教育和管理

• 糖尿病教育团队的建设 • 胰岛素泵应用与管理

• 社区糖尿病教育管理 • 连续动态血糖监测技术的应用与管理

• 住院糖尿病教育管理 • 糖尿病患者教育中媒体的作用

•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监测 • 糖尿病教育管理新工具和新技术

• 糖尿病患者营养、运动、心理和行为改变 • 移动医疗与糖尿病教育管理

• 糖尿病患者慢性并发症的筛查

学术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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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注册截止日期：2018年7月10日

为了更好地筹备本次会议，保证会议服务质量，组委会鼓励各位参会代表提前报名、注册，凡7月10日（含）

前报名并缴费的代表享受优惠注册费标准，此日期之后则按现场注册收费。

注册费标准

注册类别 2018年7月10日（含） 2018年7月10日后

正式代表 1200元/人 1400元/人

吉林代表/医学生 600元/人（不含晚餐）

注：注册费包含听课费、资料费、餐费（不含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

　　吉林代表/医学生注册须出具有效证件；

　　本次大会只支持网上支付及现场缴费，请登录官方网站www.isdem.com.cn进行在线支付。

注册方式

网上注册

敬请关注大会官方网站：www.isdem.com.cn在线填写全部注册信息并完成交费，方为注册成功。注册成功

后，系统会自动向您的注册邮箱发送“会议注册确认函”。请您对注册信息进行确认，如有任何疑问，请与注

册秘书处联系。如注册成功后未收到“会议注册确认函”，也请联系秘书处。

注册联系人：张建明

手　机：18911883546

邮　箱：isdemjylt@163.com

取消注册与退款

您如已经缴了注册费，但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可以取消注册，并申请退还已交的注册费，但需向注册秘书处提交书

面申请。其它方式将不被接受，退款政策如下：

2018年7月10日（含）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申请的，秘书处予以退款，但收取50元/人的退款手续费。退款

手续将在会议结束后的15个工作日后开始办理。

2018年7月10日后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申请的，不予退款。

现场报到

时间：2018年8月9日	9:00-20:00

地点：长春净月潭益田喜来登酒店注册处

凡是在现场报到时间结束后抵达的代表，请直接到预订酒店的前台办理入住手续，并于第二天到注册台领

取资料。

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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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要求

会务组为参会代表以优惠价格预定了酒店，预订者需要登录官方网站www.isdem.com.cn填写注册表预订

住房。

只有已经交纳注册费的代表的预定才有效。只填写注册表但没有交纳注册费的代表，会务组将不保证会议

当天能提供住宿房间。

会务组将根据预定先后顺序及房源情况安排住房，尽可能考虑代表要求，但不保证预定房型。

已经缴纳注册费并作了住宿预订的代表，如因故不能按时入住，须在2018年7月10日前告知秘书处。凡没

有提前告知的，并造成空床费的，秘书处将直接从已缴纳的注册费中扣除因此造成的空床房费320元，代表

注册时须补缴320元差额注册费。

酒店信息

注：以下酒店仅限个人预订，团队预订酒店请与会务组联系。

　　联系人：刘晶

　　电　话：18911017176	

　　邮　箱：ly2700uu@163.com	

				入住酒店 房间类型 房间价格

长春净月潭益田喜来登酒店
单人房

双人房

650元/间

325元/床

长春国信南山温泉酒店
单人房

双人房

600元/间

300元/床

长春华友开元名都酒店
单人房

双人房

550元/间

250元/床

以上价格含早餐，不通过秘书处预订，将不能享受优惠价格。

会议只提供往返于以上各酒店之间的往返班车，不提供其它酒店与会场之间的交通安排。

住宿信息

联系人：郭爽

电话：15601049102

邮箱：guoshuang@cytsm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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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龙嘉	国际机场

乘车：乘坐机场大巴1线（机场站）—民丰大街站—乘坐102路—长影世纪城站下车步行

至酒店

火车站

长春站

乘车：轻轨3号线（长春站）—长影世纪城站下车步行至酒店

长春西站

乘车：乘坐55路（长春西站）—宽平桥站换乘轻轨3号线（宽平桥站）—长影世纪城站

下车步行至酒店

交通信息

长春净月潭益田喜来登酒店

长春机场

长春站

长春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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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秘书处
联系人：	刘晶

手　机：	18911017176

邮　箱：	ly2700uu@163.com

刘高磊

手　机：185	1178	7080

邮　箱：mzd2008qd@163.com

大会组委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电话：010-	85158145

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42号

邮编：1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