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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为展示国内外消化系统疾病的最新研究成果，帮助国内广大消化及消化内镜专业同

仁了解消化疾病基础与临床、消化内镜诊断与治疗技术的最新进展，自 2004 年起由南

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承办的“肠道疾病学术大会暨南方消化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八

届，得到了国内广大同仁的欢迎与支持，有力推动了我国消化疾病诊治水平的发展。今

年我们将继续于 2022 年 7月 8日 -9 日召开“2022 南方消化疾病及消化内镜国际论坛暨

第十七届全国肠道疾病学会大会”。 

    大会由广东省医学会主办，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广东省医学会消化病分会和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承办以及广东省肝脏病学会协办，将围绕消化疾病以及消化内镜

两大主题，多个专场采取专题讲座与内镜操作演示的形式进行。会议专题包括：消化道

早癌诊断与治疗、消化内镜微创治疗、炎症性肠病、胃肠道微生态、肝胆胰相关疾病、

功能性胃肠病等消化疾病以及消化内镜领域的热点专题。内镜下操作演示将会展示最新

的内镜治疗设备及技术，演示内容包括：消化道早期癌内镜规范化诊断、消化道早癌

ESD、胆胰疾病的 ERCP 及相关治疗、EUS 及相关技术、POEM、STER 等内镜粘膜下隧

道技术等。本次会议将邀请国内及国外著名消化及消化内镜专家进行相关专题讲座和内

镜操作演示，展示消化疾病诊断和治疗新方法及消化内镜下诊疗新技术。

    诚挚邀请广大医护工作者参与此次学术会议，共享消化领域学术盛宴。衷心感谢您

对南方消化疾病及消化内镜国际论坛的关注与支持，期待您的参与 !

                                                            大会执行主席 : 

2022 南方消化疾病及消化内镜国际论坛筹备委员会

欢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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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誉 主 席 ：樊代明　张学敏　林东昕　Barry J. Marshall (澳大利亚)　宋尔卫　裴端卿

       李德竑　杨云生　钱家鸣　李福山　姚志彬   

大 会 主 席 ：令狐恩强　陈旻湖　张澍田　李兆申

大会执行主席：刘思德　智发朝

大会秘书长：柴宁莉　叶利明　白  杨　李爱民

大 会 秘 书 ：秘文婷　寻杜春　罗晓蓓　

特邀专家
Barry J. Marshall (澳大利亚)  Kenneth K. Wang (美国)    蔡  强 (美国)

Stavros N. Stavropoulos(美国)  张  凯 (美国)   Prateek Sharma（美国）   陈建德（美国）

Douglas K. Rex（美国）  Shiaw-Hooi Ho (马来西亚)  Hanry Yu (新加坡) 

刘润皇（香港）  赵伟仁（香港）  于  君（香港）  张源斌（香港）  邓承恩（香港） 

张  翔（香港）  陳詩瓏（香港） 

井上晴洋（日本）  系井隆夫（日本）  八尾建史（日本）  原和生（日本） 

北野雅之（日本）  佐野宁（日本）    良泽昭铭（日本）  山野泰穗（日本）  后藤田（日本）

国内专家  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亚斯古楞      白飞虎　白文元　柏  愚　柏健鹰　包  郁　卞秋桂　曹  倩　曹  艳　

柴宁莉　陈  洁　陈  宁　陈  平　陈  舒　陈  烨　陈春晓　陈东风　陈红梅　陈其奎　

陈卫昌　陈卫刚　陈亚梅　陈幼祥　陈正义　崔  毅　党  彤　丁霞芬　董卫国　杜  鹏　

杜奕奇　段晨虹　尔丽绵　范志宁　方  英　房静远　冯百岁　冯志杰　付  妤　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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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恒骏　戈之铮　宫爱霞　顾  青　顾于蓓　关玉霞　郭  红　郭建强　郭巧珍　郭晓钟　

郭学刚　郝建宇　和水祥　侯晓华　胡  冰　胡  兵　胡益群　黄  婵　黄留业　黄永辉　

冀  明　姜海行　姜慧卿　蒋  蓉　金燕萍　金震东　蓝  宇　李  俊　李  鹏　李  锐　

李  文　李  汛　李  岩　李  毅　李爱民　李红灵　李景南　李良平　李晓波　李修岭　

李秀梅　李延青　梁  洁　梁  玮　廖  专　林志辉　蔺  蓉　凌亭生　刘  翠　刘  奉　

刘  军　刘  俊　刘  莉　刘  梅　刘  勇　刘德良　刘海峰　刘丽萍　刘思德　刘小伟　

刘晓岗　刘玉兰　刘占举　龙晓英　卢瑗瑗　陆  伟　陆秋香　罗  杰　罗庆峰　吕  宾　

吕富靖　吕农华　马久红　马颖才　梅  俏　梅浙川　缪  林　缪应雷　莫  焱　聂玉强　

聂占国　宁守斌　欧阳春晖        潘阳林　庞  智　彭贵勇　邱晓珏　冉志华　任建林　

戎  龙　沙卫红　沈  骏　沈  锐　沈锡中　盛剑秋　时永全　宋  文　宋  燕　苏  娟　

孙  刚　孙  菁　孙剑（西安）    孙明军　孙思予　孙晓梅　覃山羽　谭庆华　唐承薇　

唐秀芬　田  丰　田德安　田字彬  庹必光　万  苹　汪芳裕　王  雷　王  莉　王  萍　

王  倩　王  雯　王  祥　王  烨　王  宇　王邦茂　王彩霞　王承党　王贵齐　王宏光　

王化虹　王江滨　王俊平　王良静　王凌云　王洛伟　王群英　王蔚虹　王晓凤　王晓蕾　

王晓艳　王兴鹏  王学红（湖南）　王学红（青海）　王英德　王拥军　王玉芳　王震宇　

王中华　韦  红　魏艳玲　吴  东　吴开春　吴小平　席惠君　夏  璐　夏迎春　肖  芳　

肖  君　谢渭芬　徐  红　狄　扬　徐  滔　徐雷鸣　徐美东　许  乐　许国强　许洪伟　

许树长　薛寒冰　闫秀娥　杨  红　杨  梅　杨爱明　杨少奇　杨仕明　杨幼林　杨云生　

姚  方　叶  梅　叶丽萍　于红刚　于莉娜　余  琴　袁耀宗　原丽莉　曾维政　张  虎　

张  华　张  军　张  敏　张  燕　张炳勇　张春华　张德奎　张国梁　张国新　张海燕　

张红杰　张惠玲　张铭光　张庆瑜　张晓岚　张晓琦　张筱凤　张以洋　张志广　赵  秋　

赵  炜　赵贵君　赵芯梅　郑  勇　郑鹏远　郑长清　智发朝　钟  捷　钟  良　钟芸诗　

周  伟　周丽雅　周平红　周永宁　朱良如　朱维铭　朱秀琴　祝  荫　邹多武　邹开芳　

邹晓平　左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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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专家    按姓氏拼音排序

白  岚　白  杨　陈  曌　陈斌（广州）  　陈村龙　陈惠萍　陈科全　陈学清　成守珍　

程天明　邓秀梅　丁  震　付延玉　高  翔　顾红祥　郭  勤　韩泽龙　何  瑶　何朝晖　

胡银清　黄  冰　黄  榕　黄  颖　黄开红　黄美娟　黄妙娟　李  瑾　李  萍　李初俊　

李春燕　李国新　李静娴　李良芳　练  磊　林燕凤　刘锦涛　刘梅娟　刘婉薇　刘亚男　

罗晓蓓　吕小平　毛  华　毛  仁　潘小庆　全  红　沈  琼　师瑞月　宋慧娟　孙  剑（广州）　

唐美云　王  红　王华军　王立生　王莉慧　王胜炳　王新颖　吴  斌　吴保平　吴湖炳　

吴礼浩　吴现瑞　肖  冰　肖英莲　邢同印　徐国良　阳  维　杨  辉　姚永莉　余  江　

曾志荣　张  洁　张北平　张广清　张丽华　张盛洪　张亚历　郑丰平　郅  敏　

周丽华（广东省护理学会）周丽华（南方医院）　    周梅花　周永健　朱  薇　邹  兵

内镜操作演示专家    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建群　柴宁莉　方  霖　顾红祥　郭  文　郭彦东　韩泽龙　李  跃　罗晓蓓　罗宇晨　

秘文婷　乔伟光　青海涛　王俊芬　王馨珂　文  静　吴保平　谢  芳　熊  婧　姚  翔　

张  洁　张  强　庄康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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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2022 年 7月 8-9 日

联系方式：大会秘书处地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科（广州市广州大道北 1838 号）

          联系人： 寻杜春  电话：020-62787385

 

主题报告
  消化道早癌专题            炎症性肠病专题

  内镜微创治疗新技术专题    胆胰疾病专题

  内镜护理专题              胃肠道微生态专题

  青年论坛                 

内镜操作演示
  ERCP,ESD,EUS,POEM,STER ,ESTD,Spyglass 等

会议网站
  大会官网：https://2022sfgde.sciconf.cn

会议信息

会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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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月 8日 2022 年 7月 9日

14:00-18:45 19:00-22:00 09:00-12:30 13:00-15:00 15:00-16:00 16:00-18:00 19:00-21:30

频道 1 
Channel 1

开幕式&
名家讲坛 

Masters Forum

第 17届全国肠道疾病学术会议 
The 17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stinal Diseases

胶囊内镜与小肠疾病筛查专场 
Capsule endoscopy and
Small intestinal disease

频道 2
Channel 2

神经内分泌肿瘤 
Neuroendocrine Tumor

炎症性肠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频道 3 
Channel 3

肝胆胰疾病 
Hepatobiliary and Pancreatic Diseases

消化前沿技术及人工智能 
Digestiv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频道 4 
Channel 4

消化道早癌及内镜切除技术 
Digestive early carcinoma and Endoscopic resection

青年论坛 
Youth Forum

频道 5 
Channel 5

护  理 
Nursing

频道 6  
Channel 6

（手术演示，ESD）
微生态疾病 

Microecological Disease
操作演示 1 

Endoscopic Demonstration(ESD)

频道 7  
Channel 7 

（手术演示，ESD）

会前会
（南京微创）

操作演示 2 
Endoscopic Demonstration(EUS)

频道 8  
Channel 8 

（手术演示，ERCP）

会前会
（卫材）

操作演示 3 
Endoscopic Demonstration(ERCP)

频道 9  
Channel 9 

（手术演示 , 其他）

会前会
（波科）

操作演示 4 
Endoscopic Demonstration(OTHERS)

频道 10 
Channel 10

消化内镜 5G 远程 +
AI 全流程质控线下沙龙

简要日程



更多会议内容请关注大会微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