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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

由上海市医学会、上海市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主办，华东六省及河南省、四川省放射学会协

办的第九届东方放射学大会 (The 9th OCR) 将于2019年8月23日～8月25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

心隆重召开！

上海是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忆往昔，黄浦江畔，一声号令，浦东开

发，全面启动；看今朝，浦江两岸，日新月异，四个中心，初步建成；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

心，率先转向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轨道。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铸就

了独特的上海城市品格。

东方放射学大会创立于2011年，是在华东六省一市放射学大会和上海放射学年会基础上发

展而来，提出了“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冲出亚洲，放眼世界”的目标，紧跟上海创新发展的

步伐，融合上海海纳百川的品格，东方放射学大会的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与国内外的合作交

流不断加强，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已成为全国区域性放射学大会的重要代表之一，OCR正朝

着“冲出亚洲、放眼世界”的目标不断迈进。

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是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创造了12项世界纪录，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和谐城市理念已深入人心。本次大会将延续上海世博会的精神，以

“影像让医学更精彩”为主题，直面共同关心的医学难题，充分展示影像医学的创新成果，充

分展示影像医学在医学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充分体现“影像让医学更精准、影像让人民更健

康”的科学和人文精神。

本次大会将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汇聚精彩观点，碰

撞思想火花，分享大师和专家们的成果。大会将先期举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场讲座，并特

设上海中美交流论坛、人工智能论坛、影像质量管理与对比剂安全使用论坛，还将举行中英文

论文交流、电子壁报、疑难病例阅片有奖竞答等学术活动，并采用微信等新媒体对大会的精彩

环节进行直播。大会涵盖传统影像、精准医疗、大数据及云医疗、人工智能及介入治疗等多个

交叉学科的最新进展和临床应用，力求达到传承经典、聚焦前沿、融合创新、引领发展的目

标，为参会者开阔视野、领略前沿、拓展思路、穷实基础提供一个精彩纷呈的学习交流平台。

我们相信，本次大会必将成为—次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形式新颖、充满期待的盛会，也是—

次肩负着期待与梦想，承载着责任与挑战的盛会！

让我们携手共谱影像事业的新篇章，共迎影像医学的美好明天！八月的上海，生机盎然，

景色怡人，上海的同道热情似火，张开双臂，热忱欢迎广大放射学同行参加此次盛会。让我们

相聚黄浦江旁、畅叙美好未来！

OCR 2019 ，热烈欢迎、衷心期待您的莅临！

组织架构

第九届东方放射学大会主席

2019年4月

大会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厚德   陈克敏   陈星荣   程永德   戴建平   冯晓源   龚洪瀚  

       郭启勇   贾雨辰   江    浩   金征宇   李明华   沈天真   宋济昌  

       滕皋军   田建明   王小林   肖湘生   徐    克   徐季庼   杨世埙  

       张国桢   张云亭   张志勇   周纯武   周康荣    周翔平  朱   铭

大会名誉主席：徐建光   刘士远

大会主席：王培军

大会共同主席（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代荣   程敬亮   李   澄   马祥兴   宋   彬   余永强   张敏鸣  

       曾献军

大会副主席（按姓氏拼音排序）：

　　程英升   陆建平   彭卫军   陶晓峰   汪登斌   许建荣  严福华 

       曾蒙苏   詹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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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

大会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代荣　常时新　陈　爽　陈　敏　程红岩　程敬亮　程英升   单   鸿

　    董伟华　耿左军　龚启勇　顾雅佳　郭顺林　郭佑民   韩　丹　韩　萍

　    何之彦　洪　楠　滑炎卿　黄丙仓　黄仲奎　贾宁阳　贾文霄　江新青

　    姜慧杰　金　彪　居胜红　李　澄　李　克　李建军　李明华　李松柏

　    李　欣　李玉华　李跃华　李子平　梁长虹　梁宗辉　林光武　刘挨师

　    刘爱莲　刘士远　刘玉林　刘兆玉　龙莉玲　卢光明　陆建平　罗天友

　    马　林　马祥兴　茅爱武　潘自来　彭卫军　彭屹峰　钱朝霞　强金伟

        乔中伟　饶圣祥　沙　炎　尚鸣异　沈　文　施海彬　施裕新　史大鹏

　    史景云　宋　彬　宋法亮　宋黎涛　孙　钢　汤光宇　陶晓峰　汪登斌

　    王　滨　王　悍　王　嵩　王光彬　王梅云　王培军　王小宜　王振常

　    王忠敏　席　芊　鲜军舫　萧　毅　徐文坚　许建荣　续晋铭　严福华

　    颜志平　杨　军　杨继金    杨维竹　杨秀军　姚伟武　姚振威　叶剑定

　    银　武　印　弘    于春水　余永强　袁慧书　袁建华　曾蒙苏　曾献军

　    詹松华   张贵祥　张国福　张　辉　张惠茅　张敏鸣　张伟国　张小明

        张雪宁　张永海　赵心明　郑传胜　钟玉敏　周　滟　周　石    周正荣

　    朱　铭　朱海云　朱　力　朱文珍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任委员：谭   鸣   王培军　彭卫军

副主任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程英升　陆建平　陶晓峰　汪登斌　许建荣　严福华　曾蒙苏　詹松华

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卫东　常时新　陈　文　程英升　仇　涛　初曙光　崔　利　单　飞　

       董伟华　高　勇　耿道颖　顾文权　顾雅佳　郝楠馨　何光武　滑炎卿　

       黄丙仓　贾宁阳　金　彪　李　铭　李明华　李树平　李晓兵　李跃华　

       梁宗辉　林光武　刘　靖　刘士远　陆建平　马诗国　茅爱武　孟令平　

       宁   燕    钮建武　潘自来　彭卫军　彭屹峰　钱朝霞　强金伟　乔中伟　

       饶圣祥　沙　炎　尚鸣异　邵志红　石　洁　史景云　舒　政　宋　彬　

       宋黎涛　孙　静　孙明华　汤光宇　陶晓峰　田   红    汪登斌　王　悍　

       王　嵩　王家强　王金红　王培军　王正磊　王忠敏　吴　斌　吴春根　

       武　刚　夏进东    萧　毅　徐长青　徐   英    许建荣　许永华　续晋铭　

       严福华　杨　军    杨春山   杨广庆　杨红兵　杨鸿超　杨秀军　杨学东　

       姚伟武　姚问我　姚振威    叶剑定　于　红　袁　敏　袁明远　曾蒙苏　

       詹松华　张　蕾　张国福    张海涛　张闽光　赵德明　赵殿辉　赵小虎　

       赵泽华　赵振国　钟玉敏    周　慧　周永明　周勇芳　周中浩　朱　勇　

       朱海云　朱怀仕　朱   莉    邹　烨       

大会秘书长：王    嵩   萧    毅   王    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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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须知 征文须知

大会主题： 影像让医学更精彩

大会主要内容：

大会基本情况介绍：

1、大会时间：2019年8月23日—25日

2、大会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727号）

3、大会初步安排： 8月23日

8月24日

　　　

　　

8月25日

代表注册报到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程

08:30—09:00　开幕式

09:00—11:30　大会主旨报告

13:00—17:30　分论坛交流

08:30—11:30　分论坛交流

13:00—16:30　疑难病例讨论

16:30—16:40　闭幕式

1、特邀报告: 邀请国内外放射界领军人物围绕主题做主旨报告

2、专题报告: 邀请国内外专家就放射领域重要问题做专题报告

3、青年中、英文论坛：上海放射界青年精英进行中、英文论文演讲比赛

4、论文交流:  接受海内外投稿，优秀论文设大会发言

5、病例讨论: 组织疑难病例分析、讨论

6、POSTER: 部分优秀论文作为壁报交流

7、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多维度临床思维培训

8、卫星会议:  放射科相关领域专题教育与培训会议

9、影像质量管理与对比剂安全使用论坛

10、人工智能高峰论坛

11、上海中美交流论坛

1.放射诊断研究成果及进展

2. 数字X线成像临床应用

3. CT、MRI新技术临床应用与基础研究

4.分子影像、功能影像应用与基础研究

5.介入放射诊疗技术应用及基础研究

6.影像技术与图像后处理技术开发应用

7.比较影像学及循证医学影像学应用

8.PACS、RIS应用技术

9.人工智能、对比剂、质控

10. 影像质量管理与对比剂安全使用

征文内容：

征文要求：

1.按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四部分撰写标准的结构式摘要（中文、英文均

   可，无需附图），字数约800-1000字。论文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实

   用性，重点突出，文字准确、精练、通顺。

2.投稿方式：http://smaocr.medmeeting.org/cn；

   截稿日期:2019年7月1日；

   欢迎各单位积极投稿!

3.注意事项：

         1）投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手机号码及

               E-mail地址，以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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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信息：

1、代表注册

      前期注册500元/人（截止到2019年7月20日），现场注册600元/人。

3、住宿安排

      请登陆大会官网进行预订http://smaocr.medmeeting.org/cn

4、交通信息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727号

地铁：二号线陆家嘴站2号出口，约500米

2、付款方式

      注册费通过以下方式缴纳。请务必在汇款附言栏内注明注册人姓名及"东

      方放射学大会"等说明文字，并将汇款凭证复印件带到会议现场。

        银行汇款

      户名：上海市医学会；账号：97020155260000616；开户行：浦发银

      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款项：东方放射学大会注册费

2）会议将精选部分论文做大会报告交流和壁报交流，并评选优秀论文，

      给予奖励和证书。大会日程安排可在2019年7月10日后到微信上查

      询。会议微官网：

      

5、继续教育学分

     本次会议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Ⅰ类学分10分；

     项目编号：2019-09-01-042 (国)

6、返程票预订

      会务组建议各位参会代表在抵达上海前预订好自己的返程车票或机票。

7、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上海市医学会学术继教部

     联  系  人：徐英 医师

     地　　址：上海市北京西路1623号210室    邮编：200040

     联系电话：021-62565939*1240、021-62187346

     传       真：021-62181653    

     邮　　箱：smaocr@163.com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施从新

     电        话：021-64885309、135 6402 5798

     上海市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