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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尊敬的华人神经外科同道：

　　北京市王忠诚医学基金会、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协会、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主办的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学术大会自 2004 年举办以来，每两载相聚交流，历经

博鳌、重庆、广州、成都、台南、南京及天津七届，已经成为世界华人神经外科

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盛会。

　　戊戌春深，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第八届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学术

大会将于 2018 年 5 月 10-13 日在历史文化名城江西南昌举办，诚邀世界各地

华人神经外科饱学之士聚首豫章故郡，叙离别之思念，辩刀艺之短长，展五洲之

广博。放眼海内寰宇，无处不见华人之足迹，华人神经外科英才行遍海角天涯。

本次大会以“行天下”为主题，寓意华人神经外科事业已经走向世界，探寻真理

之行永远在路上。

　　朱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华人神经外科前辈们为学习神经外科技

术远赴欧美，努力令华人神经外科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岂畏前途多艰险，我自仗

剑走天涯。前辈们不畏艰险、上下求索的精神一脉相传，华人神经外科正与世界

同道一起向科学的高峰迈进。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雄州雾列，俊采星驰。

　魅力南昌欢迎您 ！
　第八届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学术大会欢迎您 ！

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协会主席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总编

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协会常务委员

江西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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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织机构

协会创始人：王忠诚

名誉主席：涂通今  史玉泉　周良辅　赵雅度　赵继宗　高明见　 张雁灵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成林　王宪荣　马廉亭　只达石　任祖渊　刘宗惠　刘承基　刘恩重　刘道坤　

刘泉开　刘运生　朱建堃　杜永光　沈建康　吴承远　张庆林　汪业汉　杨树源　

林志俊　徐庚生　唐文渊　惠国桢　魏学忠　戴钦舜   

大会主席：张亚卓  

副 主 席（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　颖　吴中学　沈烱祺　张建宁　张承能　周定标　洪　涛　凌　锋　高武图　

潘伟生

秘 书 长：贾  旺   洪  涛                 

常委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炎冰　于春江　王　劲　王伟民　王任直　王运杰　冯　华　刘阿力　江　涛　

江基尧　许百男　孙　涛　李新钢　余新光　邱仲庆　岳树源　张力伟　张　和　

张玉琪　张建民　张丞圭　张俊廷　陈敏雄　陈嘉明　林欣荣　林乾闵　林志国　

洪　涛　赵世光　施养性　费　舟　高国栋　黄国柱　黄铭超　黄棣棟　康德智　

蒋永孝　游　潮　鲍圣德　漆松涛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　芪　万经海　马　越　王　中　王　峰　王　硕　王大明　王占祥　王业忠　

王立群　王汉东　王茂德　王国良　王金环　王贵怀　王振宇　王　涛　王海军　

尤永平　牛朝诗　毛更生　方道生　石祥恩　卢亦成　古金海　田恒力　田新华　

田增民　史继新　史锡文　付双林　冯东侠　兰　青　孙志刚　吉宏明　江荣才　

朱　刚　任泽光　刘　宁　刘　松　刘　健　刘卫平　刘云会　刘志雄　刘建民　

刘荣耀　刘晓谦　刘献志　邢　俭　关皑丽　许民辉　孙晓川　苏　宁　杜彦李　

杜长生　李美华　李　刚　李　良　李宗正　李维平　李世亭　杨　军　杨　铭

杨　堃　杨小朋　杨少华　杨玉山　杨智勇　肖　泉　肖绍文　吴　群　吴安华　

邸　虓　张　赛　张方迤　张世渊　张庆俊　张剑宁　张晓彪　张鸿祺　张喜安　

张新中　张晓华　孟庆海　陆永建　陈　健　陈　俊　陈礼刚　陈谦学　范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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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织机构

林元相　庞　琦　屈　延　赵　刚　赵　兵　赵卫国　赵丛海　赵建农　赵元立　

赵洪洋　赵建华　郝解贺　胡志强　柯以铨　柳　琛　侯立军　姜之全　祝新根　

姚　鑫　姚维成　钟　平　钱锁开　袁贤瑞　顾建文　更·党木仁加甫　徐　蔚　

徐如祥　徐志彬　徐德生　徐国政　奚国华　栾国明　诸葛启钏　黄　玮　黄光富　

黄思庆　黄　楹　黄绳跃　康　军　章　京　章　翔　梁国标　 梁维邦　董京飞　

蒋传路　蒋宇钢　程宏伟　傅　震　傅先明　焦保华　鲁晓杰　雷　霆　鲍遇海　

蒲　智　詹升全　詹仁雅　窦长武　翟秀伟　裴　杰　潘　力　潘亚文　魏明海　

Bernard Chi Tadk　Dachling Pang　Hoi Sang U　Jason H.Hua　

Jay-Jiguang　John Hsiang　Yeo Tseng Tai 

组织委员会

名誉主席：刘泉开　徐庚生

顾　　问：刘方捷　江自强　郝向阳　李招贤　张铭文　黄连泉　裘伟光　陈　恒

主　　席：洪　涛 

组织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淳良　王　莹　王柏群　万锦华　万登峰　毛国华　邓　磊　邓培刚　古金海　

刘健民　刘　海　江志群　宋增亮　李义云　李东海　李美华　李伯和　况建国　

邹国荣　杨　明　杨少春　杨柏林　杨建平　杨　峰　杨绮帆　周于凡　周东伟　

赵　文　赵浪平　祝新根　祝　斐　唐尤佳　徐　华　涂　勇　钱锁开　袁晓兵　

黄万龙　黄学锋　黄海鹰　蒋秋华　程祖珏　曾春辉　曾而明　谢冬根　詹　剑　

谭兴萍

秘 书 长：汪　阳

会议秘书（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贻绿　万玉梅　王立超　冯九庚　卢国辉　叶李莎　李有平　刘　越　孟　伟　

严　剑　陈立科　陈　岩　陈　敏　宋　勰　余念祖　步　啸　肖利民　邹树峰　

杨玄勇　何　乐　周小兵　郑苏月　　　欧阳陶辉　　段　剑　赵业禹　赵　澎　

唐　斌　陶春红　徐春华　徐　萍　徐　奖　夏　亮　谢光斌　辜茜娟　魏敏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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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基本信息

一、会议日程概览

5 月 10 日（周四） 

12:00-22:00 　会前会报到

5 月 11 日（周五） 

08:00-22:00 　会议报到

08:30-12:00 　会前会

12:00-13:30 　卫星会

13:30-17:00 　会前会

18:00-19:30  　VIP 欢迎晚宴

20:00-21:30  　全委会

5 月 12 日（周六）

08:00-20:00 　会议报到

07:00-07:50 　早餐会

08:00-12:00 　大会开幕式 & 荣誉发言

12:30-13:30 　卫星会

13:30-18:00 　各分会场会议

18:30-20:00 　欢迎晚宴

5 月 13 日（周日）

07:00-07:50 　早餐会

08:00-10:30 　大会发言

10:30-14:30 　手术转播（主会场）

11:00-14:30 　分会场会议

14:30-15:00 　闭幕式

二、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5 月 10-13 日 

地点：南昌万达城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南龙蟠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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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注册及会议报到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5 月 10 日 12:00-22:00

　　　2018 年 5 月 11 日 08:00-22:00 

　　　2018 年 5 月 12 日 08:00-20:00 

地点：会议报到（VIP） 文华酒店正门大堂 

　　　会议报到（参会代表）   　 文华酒店西侧门大堂

四、论文投稿

学术征文 

神经肿瘤、脑血管病、颅脑创伤、神经外科重症管理、功能神经外科、脊柱脊髓病变、小

儿神经外科、先天性疾病、神经介入、神经内镜、护理、基础研究（含转化医学）

投稿要求 

未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摘要，800-1000 字，摘要格式包括：目的、方法、

结果和结论四部分 

投稿截止日期：2018 年 2月 28 日

投稿方式 

网上投稿途径：会议官方网站 www.icfns.com 

电子邮箱投稿：postmaster@icfns.com 

优秀征文 

会议将设立专家评审组遴选优秀论文，并举办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五、参会注册

1. 注册步骤

① PC 端：登录会议官网：www.icfns.com

②手机端：通过登录会议微站链接或扫描识别右方二维码，

进入主页，点击“报名参会”，选择注册类型，完整填写注

册信息并且按，提示完成缴费。（如从未注册过的代表请先

注册为新用户，再登录完成参会注册）

大会基本信息

会议微站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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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册费用

（需要开具发票的参会代表请在注册时务必填写发票抬头和税号，2018 年 4 月 20 日前缴费

的参会代表可在报到现场领取发票，此日期后注册的代表请到现场缴费并在注册时填写好

发票邮寄地址）

3. 缴费方式

银行账号：

账户名称：北京市王忠诚医学基金会

银行账号：01090333300120105063362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花市支行

注：转账时请备注“2018 华人神外会议注册费 + 姓名 + 单位名称”

银行账号 

公司名称 ：上海万怡会展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 1001220709006968462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建国西路支行 

注：转账时请备注“2018 华人神外会议注册费 + 姓名 + 单位名称”

线下通过银行转账成功后请在订单内上传支付凭证，我们会在 5 个工作日内核对款项并确

认订单。

大会基本信息

注册类型 参会代表 江西省代表 研究生

前期注册 
2018-3-31 前

800 元 400 元 500 元

后期及现场注册 
2018-3-31 后

1000 元 500 元 500 元

注：线上缴费系统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 18:00 关闭，此日期后注册的代表请到现场缴费。
江西省代表和研究生现场报到需出示证明文件以享受优惠，否则按普通参会代表收取注册
费用：1000 元 / 人。现场缴费只收取现金，不支持刷卡、不支持微信、支付宝转账等方式，
请现场注册缴费的代表备好现金。若参会代表单位要求必须刷公务卡才可报销，会后基金
会可出具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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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宿

会议注册费不包括住宿费用，住宿大会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按规定向单位报销。

大会官方合作媒体医会宝已在会议微站及官网更新酒店预订方式，参会代表可扫描会议微

站二维码或登录大会官网 www.icfns.com 查看酒店详细信息并预订。

酒店信息

酒店 地址 与主会场距离

万达文华酒店（主会场） 红谷滩新区南龙蟠街 333 号 -

万达嘉华酒店（分会场） 红谷滩新区南龙蟠街 555 号 步行 3 分钟

万达铂尔曼酒店（分会场） 红谷滩新区南龙蟠街 577 号 步行 5 分钟

万达诺富特酒店 红谷滩新区南龙蟠街 977 号 步行 15 分钟

万达美居酒店 红谷滩新区南龙蟠街 987 号 步行 15 分钟

七、交通 

会场距离南昌西站仅 10 分钟车程（乘坐高铁参会较为便利，重点推荐） 

会场距南昌昌北国际机场约 40 分钟车程

八、联系人

大会招商咨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徐　萍　郑苏月   电话：0791-88697007　邮箱：icfns2017@163.com

大会组委会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何　乐　电话：010-67022886 　　邮箱：icfns1212@163.com 

大会会务组

万怡会展 HEALIFE® GROUP 

会务总负责：李德强  电话 18910127505 邮箱：derekli@healife.com

投稿＆注册：刘芳玲  电话：18910138015  邮箱：aliceliu@healife.com

酒店预订：陈龑  电话：18019050227　邮箱：kaychen@healife.com

嘉宾管理&交通：杨子婷  电话：13370122183  邮箱：alinayang@healife.com

大会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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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一览

5 月 10 日 （周四）
时间 内容 地点

12:00-22:00
会前会报到（VIP） 文华酒店正门大堂
会前会报到（参会代表） 文华酒店西侧门大堂

5 月 11 日 （周五）
时间 内容 地点

08:00-22:00
会议报到（VIP） 文华酒店正门大堂
会议报到（参会代表） 文华酒店西侧门大堂

08:30-12:00

会前会 1: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年会 文华大宴会厅 2
会前会 2: 神经内镜 文华大宴会厅 3
会前会 3: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分会出血性脑
血管病神经介入学组第一届高峰论坛暨江西省脑
血管病论坛

嘉华宴会厅 1

会前会 4: 颅脑创伤高峰论坛 文华瑶湖厅 
会前会 5: 脊柱脊髓 铂尔曼宴会厅 1

12:00-13:30

卫星会 1: 神经肿瘤 文华大宴会厅 2
卫星会 2: 神经内镜 文华大宴会厅 3
卫星会 3: 神经介入 嘉华宴会厅 1，2
卫星会 4: 创伤 文华瑶湖厅 
卫星会 5: 脊柱脊髓 铂尔曼宴会厅 1

13:30-17:00

会前会 1: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年会 文华大宴会厅 2
会前会 2: 神经内镜 文华大宴会厅 3
会前会 3: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分会出血性脑
血管病神经介入学组第一届高峰论坛暨江西省脑
血管病论坛

嘉华宴会厅 1

会前会 4: 颅脑创伤高峰论坛 文华瑶湖厅 
会前会 5: 脊柱脊髓 铂尔曼宴会厅 1

18:00-19:30 VIP 欢迎晚宴 文华大宴会厅 1，2
20:00-21:30 全委会 文华瑶湖厅 

5 月 12 日 （周六）
时间 内容 地点

08:00-20:00
会议报到（VIP） 文华酒店正门大堂
会议报到（参会代表） 文华酒店西侧门大堂

07:00-07:50

早餐会 1: 神经内镜 文华瑶湖厅
早餐会 2: 神经介入 嘉华宴会厅 1
早餐会 3: 脊柱脊髓 铂尔曼宴会厅 1
早餐会 4: 听神经瘤 嘉华宴会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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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2:00 大会开幕式 & 荣誉发言
文华大宴会厅 1，2，3 
转播至嘉华，铂尔曼

12:30-13:30

卫星会 1: 神经肿瘤（2 场） 文华大宴会厅 1
卫星会 2: 颅底肿瘤（1 场） 文华大宴会厅 2
卫星会 3: 神经内镜（1 场） 文华大宴会厅 3
卫星会 4: 脑血管病（2 场） 嘉华宴会厅 1
卫星会 5: 小儿神经外科（2 场） 嘉华宴会厅 2
卫星会 6: 脊柱脊髓（2 场） 铂尔曼宴会厅 1
卫星会 7: 功能神外（2 场） 铂尔曼宴会厅 2
卫星会 8: 创伤和神经重症（2 场） 文华瑶湖厅 
卫星会 9: 创新论坛（2 场） 文华梅岭洞山厅

13:30-18:00

分会场 1: 神经肿瘤 文华大宴会厅 2
分会场 2: 神经内镜 文华大宴会厅 3
分会场 3: 脑血管病 嘉华宴会厅 1
分会场 4: 小儿神经外科 嘉华宴会厅 2
分会场 5: 脊柱脊髓 铂尔曼宴会厅 1
分会场 6: 功能神外 铂尔曼宴会厅 2
分会场 7: 神经重症和创伤 文华瑶湖厅 
分会场 8: 护理 文华大宴会厅 1
分会场 9: 创新论坛 文华梅岭洞山厅

18:30-20:00 欢迎晚宴 文华大宴会厅 1，2，3

5 月 13 日 （周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07:00-07:50

早餐会 5: 颅底手术 文华大宴会厅 3
早餐会 6: 垂体瘤 嘉华宴会厅 1
早餐会 7: 手术入路 文华瑶湖厅
早餐会 8: 待定 嘉华宴会厅 2

08:00-10:30 大会发言 文华大宴会厅 1，2

10:30-14:30
手术转播 : 颅底肿瘤 文华大宴会厅 1，2
手术转播 : 神经内镜 文华大宴会厅 3

11:00-14:30

分会场 : 神经肿瘤 文华瑶湖厅
分会场 : 脑血管病 嘉华宴会厅 1
分会场 : 待定 嘉华宴会厅 2
分会场 : 待定 铂尔曼宴会厅 1

14:30-15:00 闭幕式 文华大宴会厅 3

日程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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