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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息 •
中国医师协会 2021 年疼痛科医师年会通知（南京）

为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国疼痛科医务人员临床技术水平的提高。由中国医师协会、
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中国疼痛医学杂志》编辑部主办，江苏省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
南京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南京医师协会疼痛学分会承办，南京鼓楼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协办的“中国医
师协会 2021 年疼痛科医师分会年会”将于 2021 年 7 月 16～18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
本次会议将设置学科建设与管理、疼痛学科创新、临床技术应用与发展、脊柱内镜技术、肿瘤相关
疼痛、神经病理性疼痛、骨与关节疾病、疑难病例讨论、青年医师论坛、基层医师论坛等专题。
会议将提供展示最新研究成果或进展的平台，同时给您提供与疼痛学科领域的专家探讨学科质量控
制、人才培养、技术培训和发展理念的机会，共同推动疼痛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会议时间：2021 年 7 月 17～18 日，会议注册为 7 月 16 日 9:00～20:00
会议地点：江苏省南京富力万达嘉华酒店
联系方式：李水清 15611908384 bjfdfx@126.com；
任莉梅 010-82801705 13910566182 casp@vip.qq.com
中国医师协会：李磊 010-6331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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