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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防痨协会 2016 年全国学术大会  

会议日程 
（2016 年 4 月 26-28 日，珠海长隆横琴湾酒店） 

时  间 会 议 内 容 报告人 单    位 主持人 

4 月 26日  全 天 报 到  中国防痨协会 

4月 26日 下午 马戏酒店贵宾厅  

16:00-17:20 

☆ 中国防痨协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全体大会 

通报中国防痨协会自换届以来开展工作 刘剑君 中国防痨协会理事、常务理事； 

各分支机构主委、副主任和秘书

长； 

青年理事会候选主任委员、副主

任委员和秘书长。 

刘剑君 

中国防痨协会 2016年全国学术会议预备会议 成诗明 

18:30-20:00 

☆ 高端沙龙 

环丝氨酸在耐多药结核病治疗中的应用 肖和平 
韩国东亚 ST制药有限公司 

中国苏州中诺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防痨协会 

20:20-22:00 
中国防痨协会第十一届青年理事会成立大会 

首届青年沙龙 
刘剑君，沈鑫等 青年理事会候选委员 刘剑君 

4月 27日 上午 长隆横琴湾酒店海洋殿 

08:30-10:00 
☆ 开幕式 

中国防痨协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长致辞 刘剑君 中国防痨协会 成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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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会 议 内 容 报告人 单    位 主持人 

中国科协、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领导、广东省卫生计生委

等领导和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致辞 

部委领导和省政府领

导 

Fabio Scano 

中国科协、国家卫生计生委、民

政部、广东省卫生计生委等和世

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 

 

☆ 成立仪式和颁奖 

1. 中国防痨公益基金揭牌仪式 

2. 中国防痨联合体成立仪式 

3. 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西部论坛成立仪式 

4. 中国-中亚结核病控制论坛启动仪式 

5. 中-韩耐多药结核病控制战略合作伙伴成立仪式 

6. 首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颁奖 

7. 全国首届结核病防治知识网络竞赛颁奖 

8. 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评选颁奖 

有关领导 

颁奖嘉宾 

中国和中亚国家代表 

中韩代表 

 

各有关单位 
许绍发 

洪  峰 

10:00-10:30 茶歇 全体  
 

10:30-11:00 国家“十三五”结核病防治规划思路 
国家卫生计生委 

疾控局领导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 

王黎霞 

王栩冬 
11:00-12:00 

全球结核病控制进展与评价； 

全球结核病控制策略与进展 

任明辉 

Mario Raviglione 

Philippe Glaziou 

世界卫生组织总部 

12:00-13:30 自助午餐、休息，长隆横琴湾酒店   全体   

12:50-13:50 

☆ 卫星会议    

结核潜伏感染与结核菌素试验的应用 待定 北京祥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肖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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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会 议 内 容 报告人 单    位 主持人 

4月 27日 下午 长隆横琴湾酒店海洋殿 

13:55-14:30 国家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结核病研究布局与思考 金奇 中国医科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张宗德 

钟球 14:30-15:10 活动性肺结核病人发现，经验与教训 Jacob Creswell 日内瓦遏制结核病伙伴联盟 

15:10-16:30 抗结核治疗方案研究进展 Nader Fotouhi 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 

16:30-16:50 茶歇 全体  
 

16:50-17:20 结核病分子诊断适宜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黄曦 中山大学结核病研究所 袁政安 

成诗明 
17:20-18:00 结核病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待定 待定 

19:30-21:00 

☆ 高端沙龙；地点： 马戏酒店贵宾厅 

耐药结核病的集成分子诊断 李庆阁 
厦门至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王甦民 

4月 28日 上午 专题 1：结核病控制；协调人：袁政安  张慧；地点：长隆横琴湾酒店海洋殿 C 

08:30-08:40 开幕式    

张慧 

徐飚 

 

 

 

 

 

 

 

 

08:40-09:10 全球 TB/HIV防治进展  Polin Chan 世界卫生组织 

09:10-09:40 全球儿童结核病防治进展  Cornelia Henning 世界卫生组织 

09:40-10:10 结核高负担国家的结核诊断策略 Wendy Susan Steven 南非国家医疗实验室 

10:10-10:30 全球和我国耐多药防治进展及经验 李仁忠 中国疾控中心 

10:30-10:40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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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会 议 内 容 报告人 单    位 主持人 

10:40-11:00 关于新型结核病防治体系建设的思考 刘小秋 中国疾控中心 

吴建林 

王晓萌 

11:00-11:20 卫生服务均等化下的结核病患者社区健康管理 袁燕莉 吉林省结核病防治科学研究院 

11:20-11:40 结核潜隐感染及其防治策略研究 徐  飚 复旦大学 

11:40-12:0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荐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效果分析 黄  飞 中国疾控中心 

12:00-12:50 自助午餐、休息，长隆横琴湾酒店      

12:50-13:50 
☆ 卫星会议    

赛沛“二代 Xpert推广使用前景介绍” Lesley Scott 南非国家医疗实验室 待定 

4月 28日 下午 专题 1：结核病控制；协调人：袁政安  张慧；地点：长隆横琴湾酒店海洋殿 C 

14:00-14:20 中国结核病死亡率估算分析 王海东 华盛顿大学 

马永成 

袁燕莉 

14:20-14:40 结核病感染率调查研究 高  磊 中国医科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14:40-15:00 结核病发病及影响因素研究 成  君 中国疾控中心 

15:20-15:40 高疫情地区结核病筛查策略 王晓萌 浙江省疾控中心 

15:40-16:00 综合防治模式下的结核病信息化 沈  鑫 上海市疾控中心 

16:00-16:20 茶歇   

16:20-16:40 新型结核病防治体系建设案例介绍 陆  伟 江苏省疾控中心 

16:40-18:00 优秀论文报告(拟安排 4篇论文，20分钟/篇) 待定 报告人所在单位 

18:00-21:30 自助晚餐，长隆马戏或者企鹅酒店    

4月 28日 上午 专题 2：结核病临床治疗；协调人：许绍发 李琦；地点：长隆横琴湾酒店海洋殿 D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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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会 议 内 容 报告人 单    位 主持人 

08:30-08:50 开幕式 李  琦 北京胸科医院 
李亮 

张广宇 

08:50-09:20 针对缩短疗程和耐药结核病治疗新方案的研究进展 Khisimuzi Mdluli 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 

张雷 

谭守勇 

09:20-09:40 TBA-7371：一种抑制 DprE1酶的新型抗结核候选药物 

 

TJ Yang 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 

09:40-10:00 结核病诊疗多学科共同抉择模式探讨 许绍发 北京胸科医院 

10:00-10:20 结核病治与非治的抉择 肖和平 上海肺科医院  

10:20-10:30 茶  歇 

10:30-10:50 耐药结核病个体化治疗 李琦 北京胸科医院 

闫世明 

唐神结 

10:50-11:10 支气管冷冻肺活检技术应用 郭述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10-11:30 结核爆发防控的应用研究 路希维 辽宁省大连市结核病医院 

11:30-12:00 优秀论文报告(拟安排 3篇论文，10分钟/篇) 投稿作者 待定 

12:00-13:30 自助午餐、休息，长隆横琴湾酒店 

12:50-13:50 

☆ 卫星会议    

待定 待定 待定 中国防痨协会 

4月 28日 下午 专题 2：结核病临床治疗；协调人：许绍发  李琦；地点：长隆横琴湾酒店海洋殿 D厅 

14:00-14:15 结核性脑膜炎实验室诊断进展 陈效友 北京胸科医院 
刘玉琴 

王仲元 14:15-14:30 结核性脑膜炎临床诊治进展 冯国栋 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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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会 议 内 容 报告人 单    位 主持人 

14:30-14:45 疑难结核性脑膜炎临床病例解析 韩利军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14:45-15:00 脊柱感染分析 马远征 解放军 309医院 

15:00-15:15 NTM感染对脊柱结核诊治思考 秦世炳 北京胸科医院 

马冬春 

宗佩兰 
15:15-15:30 我国结核病护理学科发展现状及展望 王秀华 北京胸科医院 

15:30-15:45 结核病护士在“以患者为中心”护理模式中的角色和责任 郭爱敏 北京协和医学院 

15:45-16:00 茶  歇 

16:00-16:30 结核病全自动芯片检测新技术研究与应用 王升启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 

刘锦程 

易星 
16:30-16:45 高流量氧疗在急性呼吸功能衰竭中的应用 张玉想 解放军第 309医院 

16:45-17:00 ICU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诊治策略 孙文青 山东省胸科医院 

17:00-17:15 肺结核影像诊断鉴别的难点与对策 周新华 北京胸科医院 

范梦柏 

李登瑞 

17:15-17:30 艾滋病合并结核的影像学表现及相关指南解读 陆普选 深圳市三院 

17:30-17:45 耐药肺结核的影像特点分析与鉴别 史景云 上海肺科医院 

17:45-18:00 菌阳肺结核影像学特点分析与鉴别 侯代伦 山东胸科医院 

18:00-18:10 总结 李琦 北京胸科医院 待定 

18:00-21:30 自助晚餐，长隆马戏或者企鹅酒店 

4月 28日 上午 专题 3：结核病基础；协调人：张宗德  赵雁林； 地点：长隆横琴湾酒店水晶殿 B厅 

08:30-08:50 信息菌素的抗结核活性研究 赵雁林 中国疾控中心 
谭耀驹 

08:50-09:10 结核潜伏感染的研究 吴雪琼 解放军 309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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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会 议 内 容 报告人 单    位 主持人 

09:10-09:30 结核分枝杆菌的异质性耐药 高谦 复旦大学 

09:30-09:50 结核杆菌致病机制研究 毕利军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09:50-10:10 茶  歇 

10:10-10:30 二代测序在结核研究中的应用 朱宝利 中科院微生物所 

王庆 
10:30-10:50 结核分枝杆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万康林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 

10:50-11:10 儿童结核病研究进展 申阿东 北京儿童医院 

11:10-11:30 质谱在临床检测中应用 鲁辛辛 北京同仁医院 

11:30-12:00 微生物实验室质量控制 胡继红 北京医院  

12:00-13:30 自助午餐、休息，长隆横琴湾酒店 

12:50-13:50 
☆ 卫星会议    

待定 待定 待定 中国防痨协会 

4月 28日 下午 专题 3：结核病基础；协调人：张宗德  赵雁林； 地点：长隆横琴湾酒店水晶殿 B厅 

14:00-14:20 结核分枝杆菌免疫调节机制研究 赵振东 中国医科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陈晋 14:20-14:40 结核病定向治疗新策略 陈心春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14:40-15:00 结核病固有免疫研究进展 程小星 解放军 309医院 

15:00-15:20 茶歇    

15:20-15:40 结核分枝杆菌与宿主互作的分子调控机制 刘翠华 中科院微生物所 
邓云峰 

15:40-16:00 非结核分枝杆菌实验室诊断 黄海荣 北京市胸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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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会 议 内 容 报告人 单    位 主持人 

16:00-16:20 脓肿分枝杆菌对克拉霉素的耐药机制 逄宇 中国疾控中心 

16:20-18:00 青年学术论坛 优秀征文作者 优秀征文作者所在单位 

18:00-21:30 自助晚餐，长隆马戏或者企鹅酒店 

4月 28日 上午 专题 4：结核病健康促进；协调人：洪峰  周琳；地点：长隆横琴湾酒店海洋殿 B厅 

08:30-09:00 全球疾病控制健康促进经验分享 孙燕妮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 

周  琳 

唐细良 
09:00-09:40 从健康促进到健康中国 田本淳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首席专家 

09:40-10:10 中国结核病健康促进工作策略与进展 陈明亭 中国疾控中心 

10:10-10:20 茶歇    

10:20-10:50 同心共筑健康梦，携手共谱新篇章 周  琳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陈明亭 

于艳玲 

10:50-11:20 大众媒体在健康传播中的应用 苏  瑾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1:20-11:40 “十二、五”结核病防治规划知晓率调查报告 吕  青 中国疾控中心 

11:40-12:00 结核病健康促进方法方式对知晓率影响评价 常  春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2:00-13:30 自助午餐、休息，长隆横琴湾酒店   

12:50-13:50 
☆ 卫星会议 

待定 待定 待定 中国防痨协会  

4月 28日 下午 专题 4：结核病健康促进；协调人：洪峰  周琳；地点：长隆横琴湾酒店海洋殿 B厅 

14:30-15:00 结核病健康促进“织网工程” 杨应周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占发先 

贺晓新 15:00-15:20 CAP-TB项目心理支持活动经验 许  琳 云南省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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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会 议 内 容 报告人 单    位 主持人 

15:20-15:50 社区健康管理的国外经验与启示 黄奕祥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5:50-16:10 互联网+结核病健康促进工作 屈  燕 中国疾控中心  

16:10-16:30 茶歇    

16:30-16:50 把握新闻亮点，传播结防知识 唐细良 湖南省结核病防治所 

杨应周 

吴惠忠 

16:50-17:10 结核病健康促进与新媒体运用 桓世彤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17:10-17:30 构建无结核病和谐校园 王仕昌 山东省结核病防治中心 

17:30-18:00 高校结核病志愿者活动的发动与传播 何金戈 四川省疾控中心结防所 

18:00-21:30 自助晚餐，长隆马戏或者企鹅酒店 

4 月 28日 专题 5  中国-中亚结核病控制论坛    协调人：王黎霞  何广学；地点：马戏酒店贵宾厅 

08:30-09:00 开幕式         刘剑君 中国防痨协会 

何广学   

易  星   

09:00-09:30 中国结核病控制工作进展报告        王黎霞 中国疾控中心 

09:30-10:00 哈萨克斯坦结核病控制工作进展报告        待定 哈萨克斯坦 

10:00-10:30 吉尔吉斯斯坦结核病控制工作进展报告        待定 吉尔吉斯斯坦 

10:30-11:00 茶  歇 

11:00-11:30 塔吉克斯坦结核病控制工作进展报告        待定 塔吉克斯坦 
周  林   

白丽琼 
11:30-12:00 乌兹别克斯坦结核病控制工作进展        待定 乌兹别克斯坦 

12:00-13:30 自助午餐、休息，长隆横琴湾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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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会 议 内 容 报告人 单    位 主持人 

14:00-14:30 土库曼斯坦结核病控制工作进展报告        待定 土库曼斯坦 

张天华 

   陈海峰  

15:00-16:30 中国-中亚结核病控制合作机制讨论        成君 中国疾控中心 

   16:30-17:00 2016-2017 年中国-中亚结核病控制合作计划       樊海英 中国防痨协会 

   17:00-17:30 总结 成诗明 中国防痨协会 

4 月 29日 离会（下午 14：00 前） 中国防痨协会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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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酒店坐落于珠海横琴新区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的中心

位置，只需 5 分钟车程便可抵达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前往九

洲港也仅需约 45分钟车程，可乘船往返香港珠海两地。珠海

园区内每日多班免费穿梭巴士往来便捷，畅顺直抵海洋王国。 

长隆横琴湾酒店交通地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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