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临床医师临床遗传学基础理论与
遗传病遗传咨询培训班”

通

知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2018-01-03-008)
全国各省市三甲医院、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
为推动全国临床医学——医学遗传学专科建设，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母
婴保健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供技术与人才支撑。特举办“临床医师临床遗传学基础理
论与遗传病遗传咨询培训班”，以提高临床医师的医疗服务水平。
经全继委办发[2017]13 号文批准由湖南家辉遗传专科医院、湖南省医学会
医学遗传学专业委员会、湖南省医师协会临床遗传学专科分会、医学细胞遗传学
国家培训中心、国家基因检测应用示范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临床遗传学基础
理论与遗传病遗传咨询培训班”定于 2018 年 4 月 15 日至 4 月 21 日在长沙举办。
（开班时间：2018 年 4 月 15 日至 2018 年 4 月 21 日）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培训对象
1、全国各省市三甲医院、妇幼保健院从事或准备从事“临床遗传学”的医
师。
2、全国各省市三甲医院、妇幼保健院从事或准备从事分子诊断实验室及第
三方检验所等相关工作人员。
3、从事相关专业科研教学等工作经历 1 年以上者。
二．授课讲师
本次培训班邀请了夏家辉院士、邬玲仟教授、梁德生教授、夏昆教授，湘雅
医院唐北沙教授、冯永教授、江泓教授，湘雅二医院施小六教授，美国贝勒医学
院文曙教授、Dr.Finnell 教授等各领域的临床遗传学专家授课。
三．培训内容

日期

授课时间

讲课内容

讲课教师

第一篇 临床遗传学基础

4 月 16 日
星期一

8:00-12:00

第一章 临床遗传学（Clinical Genetics)
第二章 三大遗传定律（分离律、自由组合律、
连锁交换律）的染色体与 DNA 分子基础

夏家辉
邬玲仟

14:30-17:30

第三章 基因与人类基因组计划
第四章 从染色体（基因）到临床症状

夏昆

第二篇 遗传病的临床诊断、遗传筛查、遗传诊断、治疗与遗传咨询

4 月 17 日
星期二
4 月 18 日
星期三

8:00-12:00
14:30-17:30
8:00-12:00
14:30-17:30

第一章 遗传病的定义与分类
第二章 染色体病

邬玲仟
梁德生

第三章 基因组病
第四章 单基因病（含线粒体病）

邬玲仟
梁德生

第五章 多基因病:神经管畸形的防治与遗传咨询

Dr.Finnell

第六章 孕前携带者筛查

文曙

第七章 遗传性耳聋基因诊断和相关研究的策略

冯永

8:00-12:00

4 月 19 日
星期四
14:30-17:30

8:00-12:00

4 月 20 日
星期五

14:30-17:30
19:00-21:00

第八章 神经系统遗传病典型病例及家系的诊断、
产前诊断与遗传咨询
第九章 高通量测序技术在染色体病和单基因病诊
断中的应用

邬玲仟
梁德生

第十章 神经系统遗传病概述

唐北沙

第十一章 三甲医院遗传科如何与临床各科开展常
见遗传病的诊断、产前诊断与遗传咨询
第十二章 严重致愚、致残、致死遗传病诊断与产
前诊断的进展

江泓

施小六
邬玲仟
梁德生

第三篇 临床遗传学技术

4 月 21 日
星期六

08:00-10:00
10:00-12:00

第一章 ISCN (2016) 及其应用示例
第二章 G 显带染色体识别及其应用示例
第三章 基因组拷贝数变异检测结果分析应用示例
第四章 基因诊断结果分析应用示例

龙志高
潘乾

四.学分授予及培训证书
本项目是国家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编号: 2018-01-03-008），参加人员授予
I 类继续教育学分 10 分。请湖南省内学员自带继教卡，刷卡录入电子学分。省
外学员在培训班结束后可直接在相关网站查询学分记录。通过培训后，可获得由
湖南家辉遗传专科医院、国家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医学细胞遗传学国
家培训中心联合颁发的“第八届全国临床医师临床遗传学基础理论与遗传病遗
传咨询培训班结业证书”
五．上课教材及培训费
上课教材及延伸资料包括：
1. 第八届培训班多媒体课件内容汇编
2.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丛书“人类单基因遗传疾病”
3.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丛书“基因组拷贝数变异与基因组病”
4. 国家卫计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医学遗传学”
培训费 4600 元/人。请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前汇至：
户
名：湖南家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家辉遗传专科医院
账

号：18076101040004132

开 户 行：农行长沙湘雅支行
汇款时请附注“学员姓名、单位，并注明为培训费”，并在报到时将银行回
执或汇款记录复印件交至会务组。培训费发票将统一为学员开具。
六．报名方式及流程
网络报名：学员报名可登陆湖南家辉遗传专科医院官网,具体地址链接
为:http://www.jiahuiyiyuan.com/?p=news&id=37 下载报名表，填写完成并加
盖单位公章后将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hzai24@126.com。会务组在收到报
名信息并审核后，将向申请者发送培训通知，收到培训通知者视为报名成功。报
名截止时间为 4 月 13 日。
七. 参会须知


培训班时间安排
2018 年 4 月 15 日：8:00—17:30 进行签到及培训资料领取；
报到时请自带 2 寸照片 2 张
报到地点：好来登酒店(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191 号)
2018 年 4 月 16 日—4 月 20 日全天、4 月 21 日上午上课
培训地点：好来登酒店四楼中会议厅
2018 年 4 月 21 日：12:00—13:00 培训班结业典礼

2018 年 4 月 21 日下午：学员离会


食宿安排
参与培训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学员可选择酒店商务餐，报到时可自行
与酒店沟通。）
如需会务组安排住宿请在报名表中注明拼住或单住，住宿费于入住时交至酒
店，发票由酒店出具。好来登酒店价位如下：
双人标间（含早餐）：248 元/间/天。
单人标间（含早餐）：248 元/间/天。



交通
一、机场到好来登酒店
乘坐机场大巴到民航大酒店，步行 240 米至五一东村站乘坐 9 路公交车
到唐家巷站下车前行 80 米可到。
二、火车南站(高铁站)到好来登酒店
于火车南站乘坐 348 路公交车到唐家巷站下车，前行 80 米可到。
于火车南站乘地铁 2 号线到芙蓉广场站下车，打的士到酒店大约 10 元。
三、火车站到好来登酒店
于火车站出站口乘坐 9 路公交车到唐家巷站下车，前行 80 米可到。

八.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黄老师（电话：15207482531/18974912814，邮箱：hzai24@126.com）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湖南家辉遗传专科医院；
湖南省医师协会临床遗传学专科分会；
湖南省医学会医学遗传学专业委员会；
医学细胞遗传学国家培训中心、
国家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

湖南家辉遗传专科医院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