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中国国际脂肪医学大会暨第三届中美整形外科医师峰会是我国整形美容行

业权威性学术大会，具有广泛影响力。在学术引领、行业规范方面独树一帜。

　　大会以科技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为主旨，鼓励以前沿学术交流促进产业对话、

推动行业进步。

　　本届大会将为全国同道呈献一场超级国际学术盛宴。美国整形外科学会（ASPS）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国际整形外科学术组织。这是迄今为止国际权威

学术机构在中国举办的最高级别学术活动。大会不但开启了中美整形外科医生战略合

作的新篇章，还为创建国际整形学术大会新坐标、铸就全球整形医学新时代、激励整

形界优秀青年才俊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十月金秋，魔都上海热情洋溢，我们诚邀您出席本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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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ttendees of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Adipose Medicine 
and the Sino-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We are delighted to host you at this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event, which will 
take place Oct.14-16, 2022, at the Hilton Shanghai Hongqiao Hotel, China. 

We expect to welcome more than 1,000 attendees and 30 speakers and 
exp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pics of discussion will range from Fat 
Transfer for Breast Augmentation, Facial Contour and Rejuvenation to Gluteal 
Augmentation with Fat, Facial Nano-Fat Injection, Rhinoplasty and Breast 
Surgery. The format of the presentations will include lectures, discussions and 
live surgeries. Attendees will also hav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networking 
and sharing of best practices, and we are also planning for some great 
entertainment and a lavish banquet.  

We sincerely hope you will be able to join us for this prestigious congress and 
look forward to hosting you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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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PS

　　“脂”同道合，共谋发展。当下脂肪整形医学以其独特的学科影响和广泛的适用

性彰显其重要的地位。为有效助推学科规范发展，加强同道间广泛交流，由中国整

形美容协会与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主办，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承办

的第七届中国国际脂肪医学大会暨第三届中美整形外科医师峰会将于 2022 年 10 月

14-16 日在上海虹桥祥源希尔顿酒店隆重召开。

　　“世界巨匠，强强联合”。届时将有多家国际权威学术机构主席、欧美顶级整形

专家齐聚上海，携手中国著名学者，共同带来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同时为企业及机

构提供更多机遇，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前沿思路。引领行业创新，掌握未来

趋势。

　　历经六载，拨云见日，疫情过后脂肪大会如“柒”而至。相信今年的脂肪整形大

会必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为各位展现更加丰富的行业新动态、新趋

势。技术“脂”道，“脂”向未来。期待与您相聚浦江，共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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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寄 语

On behalf of our partner organizations, the Chinse Society of Aesthetic Plastic 
Surgery (CSAPS) and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 (ASPS), we 
are honored to invite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e Sino-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We look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for collabor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plastic surgeons. 

This conference is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our two organizations to bring 
world-class presenters and cutting-edge topics to the meeting in Shanghai. We 
are planning on offering this content in both virtual and in-person formats to 
accommodate as many plastic surgeons as possibl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In addition to joining CSAPS and ASPS for this event, we also invite plastic 
surgeons in China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lore international 
membership in ASPS.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is collaboration in 
October 2022 in Boston, USA, where ASPS will host its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lastic Surgery The Meeting. In the spirit of this partnership, we 
encourage plastic surgeons from China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in Boston as 
well.  https://www.plasticsurgerythemeeting.com/ 

We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nd hope to see you at the CSAPS/ASPS Sino-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Sincerely

Gregory Evans, MD
The Scientific Program Co-Chair, USA

CS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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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基 本 信 息

提前注册优惠截止日期：2022 年 9 月 29 日

10 月 13 日：

10 月 14 日：

10 月 15 日：

10 月 16 日：

大师班注册报到

脂肪整形大师班

大会注册报到

第七届中国国际脂肪医学大会暨第三届中美整形外科医师峰会开幕式

大会主旨演讲

大会主旨演讲

经典手术演示

会议时间　2022 年 10 月 14-16 日

会议地点　上海虹桥祥源希尔顿酒店

会议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红松东路 1116 号

会议官网　www.csaps.org



Gregory Evans
美国 / USA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整形外科系主任
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教育部主席

J. Peter Rubin
美国 / USA

美国匹兹堡大学整形外科主任、
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

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现任主席

特 邀 国 际 讲 者

Lynn Jeffers
美国 / USA

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前任主席
美国圣约翰宜人谷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首席医师

Kevin Chi. Chung
美国 / USA

《J.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杂志现任主编

美国密歇根医学院手部外科中心主任

Rod J. Rohrich

《J.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杂志前任主编

美国贝勒医院整形外科临床教授

美国 / USA



特 邀 国 际 讲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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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资深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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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换脸手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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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脂肪技术创始人、国际 ISPRES 前任主席
日本杏林大学整形外科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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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鲁汶大学医学院整形外科教授、主任

Lee Pu
美国 / USA

美国加州大学整形外科教授
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

国际 ISPRES 学会资深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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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USA

美国颅颌面整形美容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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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整形外科临床教授

特 邀 国 际 讲 者

Gino Rigotti
意大利 /  Italy

世界 ISPRES 学会首任主席
维罗纳旧金山诊所 Lipotech 中心主任

Michele Zocchi
意大利 /  Italy

超声吸脂发明者、
意大利脂肪整形学会（S.I.L.P.) 创始人

意大利都灵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整形外科教授

Nobert Pallua
美国 / USA

欧洲整形外科学会主席
欧洲修复重建美容外科学会主席

亚琛工业大学医院烧伤中心整形外科、
手外科教授兼系主任

Alfredo Hoyos
哥伦比亚 /  CO

HDL（高清形体雕塑）发明者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整形外科教授



联 系 我 们

会务联系人： 
曹欢欢：+86-18817393886　caohh@fumed.com.cn 

戴佳音：+86-18516138202　daijy@fumed.com.cn 

注册联系：
张　鑫：+86-13451217889　zhangxin@fumed.com.cn 

企业合作： 
赵　凯：+86-13918792669　zhaokai@fumed.com.cn 

订房中心： 
潘壮壮：+86-15900689026　panzz@fumed.com.cn

我 要 参 会

请扫描注册二维码，快捷注册，如需了解更多注册信息，

详情请浏览会议网站 www.csaps.org 

注册联系人：

张　鑫  +86-13451217889

　　　  zhangxin@fumed.com.cn
扫一扫，立即报名参会

CSAPS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