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 议 通
中华医学会第十六次全国神经病学学术会议 

知

医学术便函[2013]第 148 号

                        医师: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办的中华医学会第十六次全国神经病学学

术会议将于 2013 年 10 月 10—13 日在江苏南京召开。

一年一度的全国神经病学学术会议是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的重点学术活动，也是

展示我国神经病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学科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本次会议将围

绕神经病学在脑血管病、神经介入、神经影像、癫痫、认知障碍、肌病和周围神经病、神

经电生理、变性疾病、感染性疾病、脱髓鞘疾病、免疫性疾病、遗传代谢性疾病、神经康

复、神经内科中的情感障碍、头痛、睡眠障碍以及相关神经系统疾病等各个方面的临床与

基础医学的新进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会议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作专题报告和讲座，

并开展论文交流、壁报展示、分组讨论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术活动。正式注册代表

将获得国家级 I 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项目编号： 2013-03-07-194  (国)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经会议筹委会研究决定，您的论文被本次大会选用并进行学术交流。

论文题目：                                                      
二、大会发言 30 分钟、专题讲座 15-20 分钟、分组会发言 8 分钟，请会议发言的代表准备

好多媒体课件（PowerPoint 演示文稿），按规定时间作好发言准备。

三、注 册 费：

为了规范会议筹备工作，保证服务质量，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分会鼓励各位参会代表在

2013 年 8 月 31 日之前报名交费，并享受会前注册费优惠。

会前注册

2013 年 8 月 31 日前（含）

现场注册

2013 年 8 月 31 日后

正式代表 008 元 0001 元

*医学生、护士 006 元 006 元

*医学生、护士注册需出具有效学生证或护士证。

江苏本省代表（凭有效工作证或单位证明）同样享受会议优惠价格。

注册程序

网上注册

请登录会议网站 http://www.cmancn.org.cn 在线填写注册信息，并将生成的注册表连同

汇款凭证复印件于 2013 年 8 月 31 日前通过邮件或邮寄的方式递交至：

江苏省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联系人：韩秋娟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42 号

邮编：210008 
电话：025-8362 0679 /15996286271 
邮箱：jsma@vip.163.com 

注册确认

秘书处收到注册表及汇款凭证后 7 个工作日内向您寄发“注册确认函”，请对注册信息

进行确认。如果您在寄出注册表 21 日后仍未收到“注册确认函”，请与注册秘书处联系。



参会时，请您持“注册确认函”到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 金陵会议中心的注册处签到并

领取资料，办理入住手续。您如已交费，但没有收到“注册确认函”，请携带汇款凭证到注

册台签到，领取资料和办理入住。您如果在 8 月 31 日前尚未向注册秘书处提交注册表，或

只提交注册表而未付注册费，请直接到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 金陵会议中心现场办理缴费注

册手续（注册费：1000 元/人）。

交费方式

1、在线支付：按照大会网站上的说明和提示操作步骤付款。

2、邮局汇款：请务必在汇款附言栏内注明注册人姓名和“第十六次全国神经年会注册

费”。

汇款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 42 号，江苏省医学会， 邮编：210008 
收款人： 韩秋娟

联系电话： 1599628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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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款的政策如下：

2013 年 8 月 31 日前（含）收到取消注册通知和退款申请的，秘书处全额退款，但收取

20 元每人的退款手续费，含邮局汇款的费用。退款手续将在会议结束后的 7 日内办理完毕。

2013 年 8 月 31 日后收到取消通知和退款申请的，不予退款。

四、住宿标准：

酒店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距博览中

心车程 

优惠价格    

（元/间） 

南京滨江希尔顿酒店 

(★★★★★) 

南京市鼓楼区淮

滨路 1 号 
025-83158888 25 分钟 

580 元/间/天

（单、标） 

290 元/床/天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酒店 

(★★★) 

南京市建邺区江

东中路 300号 
025-87708892

步行 

500 米 

370 元/间/天

（单、标） 

185 元/床/天 

金陵江滨酒店 

(☆☆☆☆☆) 

南京市建邺区扬

子江大道万景园

路 8 号 

025-51872888 10 分钟 

500 元/间/天

（单、标） 

250 元/床/天 

珍宝假日饭店 

(★★★★) 

南京市建邺区江

东中路 188号 
025-57905111 10 分钟 

440 元/间/天

（单、标） 

220 元/床/天 

江苏国际国贸大酒店 

(★★★★) 

南京市建邺区奥

体大街 69 号  
025-87776888 10 分钟 

480 元/间/天

（单、标） 

240 元/床/天 

以上价格为净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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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议中心之间的往返班车，不提供其它饭店与会议中心

之间的交通。

预订要求：预订者需填写住宿表预订住房，需要缴纳预定金（统一收费：标间 500 元/床位，

单间 1000 元/床位）。

预订标间单床的代表只能 10 月 10 日入住，10 月 13 日撤离（3 夜）；预订整间客房的代

表可以自由选择离店日期。



组委会将根据预订先后及房源情况安排住宿，尽可能考虑代表要求，如预订酒店已满则

有会务组统一调配。

注册及会议期间组委会将在大会指定住宿酒店与会场之间安排往返车。

交费方式：需要预订会议酒店的代表，请写明单位、代表姓名等信息，通过邮局汇款，不接

受银行转账。请务必在汇款附言栏内注明注册人姓名和“十六次全国神经病学学术会议酒店

预订”。

汇款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 42 号 江苏省医学会 韩秋娟 收 邮编：210008 

取消与退款：您如果已经交了住宿费押金但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可以取消预订，并申请退还

已交的押金，但需向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其他方式不被接受。

退款方式如下:
2013 年 9 月 15 日前（含）收到取消预订申请的，秘书处将全额退款，但收取 50 元每

人的退款手续费，含邮局汇款的费用。退款手续将在会议结束后的 7 日内完毕。

2102 年 9 月 15 日后收到取消预订申请的，不予退款。

联系人： 韩秋娟 025-83620679 / 15956286271 

五、报到及会议地点：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 金陵会议中心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00 号

          电话：025-8770 8888 
          邮编：210019 

六、会议时间：2013 年 10 月 10-13 日，10 日全天报到,11-13 日会议。            
七、参会代表请登陆大会网站 http://www.cmancn.org.cn，进行会议注册，以便安排住宿。

八、会议联系人

大会秘书处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张悦

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 号 226-228房间2 邮编：100710 
电话：8515 8559 
传真：010 6512 3754 
电子邮件：zhangyue@cma.org.cn  

代表注册/住宿秘书处

江苏省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韩秋娟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42 号

邮编：210008 
电话：025-8362 0679 15996286271 
邮箱：jsma@vip.163.com

团队注册/投稿咨询

联系人：高毓敏

电话：010-5830 288-6874 
手机：13810696100 
传真：010-6512 3754 
电子邮件：ncn@cma.org.cn 

九、会议简要日程（请以最终日程册为准）：



 
 

    

 会大体全 式幕开 0090-0380

 会大体全 0021-0090
学组分会 

闭幕式 

  会星卫/餐午 会星卫/餐午 0041-0021

1400-1530 

 

学组分会 学组分会 

1540-1720 会前培训班 

10月10日
 星期四

10月11日
 星期五

10月12日
 星期六

10月13日
 星期日

学组分会 学组分会 

1730-1830 

报

到

注

册

 卫星会 卫星会 

 

1830-2030 常委会/全委会 晚餐 晚餐/社会活动  

十、抵达会场的乘车路线如下：   

★ 南京火车站——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地铁：从南京火车站检票出口右拐步行约 90 米，到达南京站地铁站→乘坐地铁 1 号线，经

过 12 站，到达元通站→4 号出口出站，步行约 500 米即到。

出租车：南京火车站至会场费用约 40 元。注意: 信息仅供参考，不可作为支付依据。本费

用中不含过路费和过桥费，塞车等因素可能使费用显著增加。

★ 南京火车南站——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地铁：到达南京火车南站地铁站→乘地铁 1 号线南延线(迈皋桥方向) →安德门站转乘地铁

1 号线(奥体中心方向) →到达元通站→4 号出口出站，步行约 500 米即到。 

出租车：南京火车南站至会场费用约 40 元。

★ 南京禄口机场—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机场大巴：乘南京禄口机场大巴 2 线（机场－翠屏山宾馆－南京南站－中华门）中华门站

下车。（时间：晚 9 点前）→乘坐地铁 1 号线, 经过 12 站, 到达元通站。（中华门地铁站位于

“中华门长途气车客运站”旁）→ 4 号出口出站，步行约 500 米即到。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2013 年 8 月 15 日

出租车：南京禄口机场至会场费用约 1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