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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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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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协办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2021年教育管理学术会议”将于2021年12月25-26日在线上召开。

大会作为糖尿病教育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学术会议，已经成功举办十二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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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管理实践与院内院外一体化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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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教育管理学术会议组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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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21年12月

医学术便函第[2021]2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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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

组织机构

朱大龙 教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

南京鼓楼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郭晓蕙 教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

教育与管理学组顾问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主任

章秋 教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

病教育与管理学组组长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

分泌科主任

孙子林 教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

教育与管理学组学组顾问

东南大学糖尿病研究所所长 

大会共同主席

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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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主　席：	 朱大龙

副主席：	 翁建平  纪立农 贾伟平 郭立新 李小英   姬秋和   陈　丽   陈莉明

 郭晓蕙 章　秋  

委　员：（按姓氏拼音顺序）

 毕　艳 陈开宁 杜建玲 段滨红 房　辉 高　凌 洪　洁 邝　建 

 赖晓阳 李冬梅 李　军 李全民 李　霞 李　兴 李学军 李　焱 

 梁瑜祯 刘　煜 陆颖理 马向华 秦贵军 苏　青 孙亚东 汪志红 

 王海宁 王敏哲 吴　迪 吴天凤 向　菲 肖海鹏 谢晓敏 邢小燕 

 徐　静 徐　勇 徐玉善 杨金奎 杨丽辉 叶山东 于　淼 袁戈恒 

 张惠莉 张克勤 章　秋 周嘉强 周新丽 朱　筠 朱铁虹

学术秘书：	 章　秋（兼）   

工作委员会
主　席：	 郭晓蕙

副主席：	 章　秋  孙子林  金　晖 葛　声 邢秋玲 张　宁 冯　博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晓凌 常翠青 陈　伟 崔丽娟 高玲玲 何晓雯 贾黎静 姜秀云 

 李　昂 李　军 李　君 李文慧 李英莎 马爱霞 马博清 孟俊华 

 孙慧伶 陶　静 王爱民 王爱平 王　静 王　群 王　昕 王筑萍 

 吴　迪 吴辽芳 武全莹 郗光霞 夏文芳 肖适崎 谢翠华 谢立凯 

 杨叶虹 叶子溦 尹建红 赵　芳 赵峰英 郑红英 周云峰 邹树芳

工作秘书：	 高玲玲（兼）

大会秘书处

主　任：	 高玲玲 郑红英

成　员： 姜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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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学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教育与管理学组 

协办单位：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会议日期：2021年12月25-26日

会议地点：线上会议

继续教育学分
本次会议申请了国家Ⅰ类继续教育学分，项目编号2021-03-06-245（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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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分授予规则：按照继续教育管理规定，本次会议代表在线学习时长需达到或超过10小时（会议直播学习和视

频回顾学习时长均计入在线学习时长），完成规定学习时长后，代表需要在线参与会议考试，考试成绩在60

分以上代表，会后约30个工作日将会获得国家级一类继续教育学分。

  
会议主题：分级管理实践与院内院外一体化管理

会议概况

框架日程

时间段 12月25日 12月26日

07:30-08:00 卫星会 卫星会

08:00-12:00 开幕式/学术演讲 专题研讨/企业专题会

12:00- 13:30 卫星会 卫星会

13:30- 17:30
专题研讨/企业专题会

患者教育专题活动/专题培训

17:30-17:45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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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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费标准

注册类别 金额

正式代表 200元/人

基层代表* 免注册费

注：本次大会只支持网上支付，请登录官方网站www.isdem.com.cn进行在线支付。

         * 基层代表为县级医院及以下等级的医疗机构

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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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琦

手机号：17310152667

邮箱：hczh004@meeting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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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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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10日后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申请的，

不予退款。



大会秘书处
赵琦

手机：17310152667

邮箱：hczh004@meetingchina.org

刘高磊

手机： 18669865319

邮箱： mzd2008qd@163.com

大会组委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冯博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西大街42号

邮编: 10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