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脑血管病大会 2014 
会 议 通 知 

医学术便函[2014]第 36 号 

                          医师: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办，由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

学组、湖南省医学会、湖南省医学会神经内科学专业委员会承办的《中国脑血管病大会

2014》将于 2014 年 3 月 27—29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 

大会将邀请国内、外著名脑血管病专家莅临指导，同时期盼全国从事脑血管病研究的

学者踊跃参与。大会内容重点涉及脑血管病的急性期治疗、脑血管病的一、二级预防、血管

内介入治疗、出血性脑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少见脑血管病的诊治、脑血管病基础与转化医

学的研究、康复以及病例讨论等。会议将密切结合实践与指南，基础与临床，倡导跟着指南

行动，兼顾普及与提高，围绕脑血管病领域的最新热点及迫切需解决的问题以专题讲座、论

文发言、讨论与争鸣、视频演示、壁报等多种形式进行交流，力求内容丰富多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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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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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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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3 月 10 日之前报名交费，并享受会前注册费优惠。 

 
会前注册 

2014 年 3 月 10 日前（含）

现场注册 

2014 年 3 月 10 日后 

 元0001 元008 表代式正

*医学生、护士、湖南本省代表 600 元 800 元 

*医学生、护士注册需出具有效学生证或护士证。 

湖南本省代表（凭有效工作证或单位证明）同样享受会议优惠价格。 

地址：北京东城区东四西大街42号                                           邮编：100710



注册程序 

网上注册 

请登录会议网站 www.cmaccv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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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3 月 10 日前通过邮件或邮寄的方式递交至： 

 

汇款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 30号湖南省卫生厅 1504 室  戴权  收      410008 

注意事项：汇款时请注明注册代表的姓名、单位、手机； 

           请保存邮寄汇款回单，凭回单到会场签到处领取发票及会议相关资料。 

汇款联系人：戴权  0731-8482 2265 

注册优惠截止日期：2014 年 3 月 10日 (以邮戳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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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圣爵菲斯酒店一层注册处签到并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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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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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直接到长沙市圣爵菲斯酒店一层注册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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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脑血管病大会注册费”。 

汇款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 30号湖南省卫生厅 1504 室  戴权  收      410008 

注意事项：汇款时请注明注册代表的姓名、单位、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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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3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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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3月 20 日后收到取消通知和退款申请的，不予退款。 

 

四、住宿标准： 



星级 酒店名称 地址 房型 优惠价格 

五星级 圣爵菲斯大酒店 长沙市开福区浏阳河大桥东金

鹰影视文化城 

标准间 480 元/间/天 

大床房 460 元/间/天 

标准间 230 元/床/天 

五星级 明城国际大酒店 星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西路

19 号 

行政大床房 820 元/间/天 

大床房 420 元/间/天 四星级 隆华国际酒店 长沙市芙蓉区红旗路 199 号 

标准间 210 元/床/天 

大床房 380 元/间/天 四星级 星沙华天大酒店 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

漓湘东路与东六路交汇处 标准间 190 元/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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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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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到信息 

      报到时间：2014 年 3 月 27 日（周四）9:00～21:00    

      报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圣爵菲斯酒店 

    报到地址：湖南省长沙开福区浏阳河大桥东金鹰影视文城 

酒店网站：http://www.st-tropezhotel.com/ 

酒店电话：+86 0731 8425 2333 

 

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联系人：张悦 

地址：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42 号 226室 邮编：100710 

电话：010-85158559 

传真：010-65123754 

邮箱：zhangyue@cma.org.cn 

 

网上投稿咨询：                          大会注册/住宿秘书处： 

联系人：高毓敏                          联系人： 周玉龙 肖峥 

电话：010-8929 2552-104                  电话：0731-84444416 84444406 

手机：13810696100                       传真：0731-84444406 

邮箱：cmaccvd@cma.org.cn                邮箱：hnctrip@126.com 



 

重要日期： 

网上投稿开放时间：2013 年 12 月 15日 

摘要投递截止日期：2014 年 2 月 15日 

通知摘要审稿结果：2014 年 3 月 1 日 

会前注册截止日期：2014 年 3 月 10 日 

取消会前注册并获得全额退款截止日期：2014年 3 月 10 日（含） 

 

抵达会场的乘车路线 

火车 

1、长沙火车站： 

公交车 乘 136、158路公交车到世界之窗站下车。 

出租车 距离约 10 公里，费用约 40 元。 

2、长沙火车南站（高铁站）： 

公交车 乘 66 路公交车到万家丽广场站换乘 915 路公交车到世界之窗站下车，或乘 135 路

公交车到长沙火车站换乘 136、158路公交车到世界之窗站下车。 

出租车 费用约 50 元。 

机场 

机场大巴  乘机场大巴至民航酒店下车后，步行至长沙火车站乘 136、158 路公交车到世界

之窗站。 

出租车 费用约 80 元。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4年 2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