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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长隆横琴湾酒店（具体乘车路线附

后） 

酒店联系电话：0756 299 8888 

三、会议内容 

（一）学术交流：全球及我国结核病预防控制、诊断治疗

及科学研究工作进展，“十三五”结核病防治目标及策略，结

核病新疫苗、新药、临床治疗及不良反应处理措施，耐药结核

病诊断治疗新技术，结核病与艾滋病、糖尿病、儿童结核病、

老年结核病等诊断、治疗新方法，国家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研

究进展及成果转化，结核病医疗保障、新型服务体系建设和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进展与经验等。 

（二）科技评奖：全国首届优秀科技工作者、科普作品评

选和结核病防治知识网络竞赛颁奖（首届优秀科技工作者和结

核病防治知识网络竞赛有关要求另行通知）。 

四、会议征文及科普作品评选 

（一）会议征文 

 本次学术大会鼓励全国结核病防治医疗、卫生、科研等有

关人员从即日起积极参加大会投稿。投稿截止为 2016 年 2月

28 日。征文形式包括论著、短篇和摘要；所有征文经中国防

痨协会学术委员会审核后，将收集成《论文汇编》在大会交流；

优秀论文将推荐到《中国防痨杂志》或《结核病与肺部健康杂

志》发表（具体要求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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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普作品评选 

为了向公众推介一批科学健康、内容优质结核病防治科普

作品，促进科普知识传播，提高全民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本次会议将对全国结核病防治优秀科普作品进行评选、参展和

颁奖。参评作品为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制作完成

的影像、美术、文字和其他类作品。参赛作品选送截至日期为

2016 年 2月 28日（具体要求见附件 2）。 

五、参会人员 

邀请中国科协、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有关部门领导；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荷兰皇家协会、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哈佛大学等国际组织著名专家；全国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和新疆建设兵团防痨协会，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防痨协会，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所）、

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中国防痨协会各团体

会员等单位的专家学者。预计人数为 1600人。  

六、会议费 

每位参会代表会议费为 1500 元，学生凭学生证每人会议

费为 800 元。2016 年 3 月 31 日及以前注册并缴费，每人会议

费为 1300元，3月 31 日以后和会议现场报名注册并缴费者为

每人 1500元。 

七、住宿和注册 

（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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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食宿和交通费自理。注册人员食宿由会议统一安

排。 

（二）住宿酒店 

珠海市长隆横琴湾酒店园区：标准间 1：450元/套/日（可

容纳代表约 1000人），离会场步行约 10 到 15分钟；标准间 2：

450 元/套/日（可容纳代表约 1000 人），离会场步行约 15 到

20 分钟（各代表注册时住宿酒店选择，可先选标准间 1）。 

（三）注册 

通过中国防痨协会网站学术会议系统注册，网址为

http://www.cata1933.cn/ 

八、缴费 

（一）通过邮局汇款 

收款人：庞丹；联系方式：13810851183 

收款人地址：北京东城区东四西大街 42号 中国防痨协会

220 室，邮编：100710 

（二）银行汇款缴费 

汇款时请注明 2016 年学术大会、单位、联系电话、人员

名单。 

户    名：中国防痨协会 

账    号：0200001509217905165 

开 户 行：工行北京崇文支行永定门分理处 

   （三） 在线缴费 





6 

 

广东省珠海长隆横琴湾酒店交通线路 

 

（一） 珠海金湾机场：机场快线直达酒店，机场到横琴

湾酒店，10:00-18:00 (约每小时一班)  

（二） 珠海城际轻轨（珠海站），步行至拱北口岸，乘坐

K10 路公交车到横琴湾酒店站，步行至酒店。 

长隆横琴湾酒店交通地图见下图。 

 

 

 

 

 

马戏酒店 

 

企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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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防痨协会 2016 年全国学术大会征文要求 

为了作好中国防痨协会 2016 年全国学术大会征文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征文内容 

结核病流行病学与防控，结核病临床诊断与治疗、结核病

实验室检测及基础研究，耐药结核病预防、治疗和管理，结

核病新诊断工具、新疫苗、新药的研究和使用，结核病感染、

发病和传播的新理论新研究，结核病与艾滋病、糖尿病，儿

童结核病、老年结核病、尘肺结核、结核病外科治疗，非结

核分枝杆菌病诊治，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与防治，肺部健康

的研究与进展研究，结核病健康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

与结核病，国家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研究进展及成果转化，

结核病医疗保障、新型服务体系建设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经验等结核病防治论著、经验总结、个案报道、病例分析

等。 

二、征文要求 

1. 学术论文应未公开发表，作者署名无争议，内容真实

可靠，无一稿二投等内容。 

2.征文形式：包括论著、短篇和摘要。 

3.征文书写格式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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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gflzz.cn/CN/volumn/home.shtml，参见《中国

防痨杂志稿约》和《投稿须知》。 

4. 所有征文经中国防痨协会学术委员会审核后，将收集

成《论文汇编》在全国大会交流。对优秀论文将推荐到《中国

防痨杂志》或《结核病与肺部健康杂志》发表。 

5.投稿方式 

1)从中国防痨协会网站中学术会议系统投稿。网址：

http://www.cata1933.cn/）； 

2) 从中国防痨协会公用邮箱投稿：邮箱地址：

cata_1933@126.com。在邮件主题中注明“中国防痨协会 2016

年学术大会征文”。发送征文时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

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手机）及邮箱。 

6.征文日期：即日起即可投稿，投稿截止到 2016 年 2 月

28 日。 

三、联系方式 

庞    丹：手机：1381 0851 183 

樊 海 英：手机：1580 1385 114 

    办公电话：010-65257475  

电子邮箱：cata_1933@126.com  

通信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2号 210室  邮编：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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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防痨协会 2016 年全国学术大会科普作品

评选要求 

为了向公众推介一批科学健康、内容优质结核病防治科普

作品，进一步激发社会科普创作热情，促进科普知识传播，提

高全民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为我国结核病防治做出贡献。

中国防痨协会决定开展全国结核病防治优秀科普作品评选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参评作品的要求 

参加评选科普作品为宣传国家结核控制政策以及与结核

病防治相关的思想健康、内容科学和结构美感的宣传作品。 

二、参评作品的种类和范围 

1．所有参评作品时间：2013年 1月至 2015 年 12月期间

完成的作品。 

２．科普作品种类包括：影像类；美术类：宣传画、画册、

连环画等；文字类：科普书籍、小册子、折页等；其他类：网

络、实物等。 

三、参评作品选送具体要求 

所有选送参评作品必须做好包装，并填写“全国结核病防

治优秀科普作品参评表”见附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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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作品截至日期为 2016 年 2月 28 日（以邮寄邮戳时间

为准） 

五、评选程序 

本次评选工作由“中国防痨协会健康促进专业分会”组

织专家进行评审。 

六、其他事项 

1．获奖作品设 1 等奖 5 名，2 等奖 10 名，三等奖 20 名。

获奖作品将在 2016 年 4 月中国防痨协会全国学术大会暨首届

优秀科技工作者及科普作品和结核病防治知识网络竞赛颁奖

大会”予以展览、颁发证书和给予相应奖励。 

   ２. 作品邮寄单位：中国防痨协会；地址：北京市东四西

大街 42号，邮编 100710； 

联系人 ：庞  丹：手机：1381 0851 183 

樊海英：手机：1580 1385 114 

                办公电话/传真：010-65257475  

电子邮箱：cata_193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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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全国结核病防治优秀科普作品参评表 

 

选送单位：(盖章)                                寄送时间：        年     月     日 

科普作品类别 名称 制作时间 第一作者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影像类       

美术类       

文字类       

其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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