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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防 痨 协 会 
 

中防痨发〔2022〕84 号 

 

中国防痨协会关于召开第二届海峡两岸暨港澳

重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合作论坛的通知 

（第二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防痨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痨协会、

香港防痨心脏及胸病协会、澳门胸肺病暨防痨协会，各级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所、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结核病定点医

院和综合性医院，中国防痨协会单位会员单位，有关科研院所、

企业等单位： 

在中国科协海峡两岸暨港澳科技交流合作重点项目资助下，

2021 年 12 月，中国防痨协会成功举办了 “首届海峡两岸暨港澳

重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合作论坛”。为了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暨

港澳科技组织及科技人员学术交流，建立合作机制，中国防痨协

会定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联合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第二届海峡两

岸暨港澳重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合作论坛”（以下简称“论坛”）。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2 年 12 月 3 日（周六）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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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主题 

加强抗疫防痨 共享科技成果 促进人才发展 

三、会议支持和主办单位 

本届论坛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港澳台办公室给予支持。 

本届论坛由中国防痨协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香港防

痨心脏及胸病协会、澳门胸肺病暨防痨协会、上海市防痨协会、

广东省防痨协会、福建省防痨协会、暨南大学、福州市台胞投资

企业协会、珠海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和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联合主办。 

四、会议举办方式和地点 

本次论坛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一）线下会议地点：北京、香港、澳门、上海、广州、福

州、珠海市； 

（二）北京线下会议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湖北大厦贵宾楼 5

层三峡厅。 

线上会议：通过视频方式在线实时直播。 

媒体支持单位：新华网、光明网、中国知网、科技工作者之

家。 

五、主要内容 

本届论坛包括主旨报告、青年科技工作者论坛、圆桌论坛和

技术路演、签署合作备忘录。第二届海峡两岸暨港澳重大呼吸道

传染病防控合作论坛议程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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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平台展示科普作品展览、虚拟现实(简称“VR”)创新技

术展厅和论文壁报等。线上参会指南见附件2。 

六、参加人员 

（一）中国科协港澳台办公室、中国防痨协会、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等相关领导和专家； 

（二）北京、香港、澳门、上海、广东、福建等卫生健康部

门、防痨协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机构相关领导和专家；

暨南大学有关领导和青年学生；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珠海

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和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领导和专

家以及在大陆工作的台湾结核病防治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等； 

（三）全国各省防痨协会、结核病防治机构、医疗卫生机构，

中国防痨协会单位会员，科研院所和企业的防痨科技工作者等。 

七、参会方式 

（一）请各有关单位积极组织参加会议。参会人员扫描下方

二维码或点击会议微官网链接（https://mm.sciconf.cn/cn/min

isite/index/16452）注册参会，观看直播、科普作品、论文壁报

及 VR 展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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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会议不收会议费。 

八、联系方式 

中国防痨协会秘书处 

杜芳芳 15201160351；闫承笈 18610622855 

王雪  18763389664   

邮箱：cata_1933@126.com 

附件：1.第二届海峡两岸暨港澳重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合

作论坛议程 

2.线上参会指南 

 

 

 

中国防痨协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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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届海峡两岸暨港澳重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

合作论坛议程 

时间：2022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08:00-17:00 

时  间 内  容 发言人 主持人 

8:00-8:30 播放优秀创作科普宣传片 
闫承笈 

王  雪 

一、开幕式 

8:30-9:00 

中国防痨协会理事长 

中国科协港澳台办公室 

香港防痨心脏及胸病协会主席 

澳门胸肺病暨防痨协会理事长 

上海市防痨协会理事长 

广东省防痨协会理事长 

福建省防痨协会理事长 

珠海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 

刘剑君 

港澳台办公室 

蓝义方 

曹国希 

袁政安 

周  琳 

张山鹰 

范达殷 

成诗明 

二、主旨报告 

9:00-9:15 
终结结核病流行目标背景下——我国结核

病防治技术对策 

赵雁林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

预防控制中心 钟  球 

9:15-9:30 
香港特别行政区 TB-HIV患者流行病学和

临床表现的变化 

陈志权 前胸肺科主任顾问医生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护中心 

9:30-9:45 
在 COVID-19 疫情下澳门的中枢神经系统

结核病的情况 

冼年银医生 理事 

澳门胸肺病暨防痨协会 
吴国柱 

9:45-10:00 驯化结核病：起源、流行与消除路径 
张文宏 主任医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00-10:10 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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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25 
新冠肺炎的 NPIs防控措施对结核病等 

传染病疫情的影响 

马文军 主任医师 

暨南大学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

学院 

么鸿雁 
10:25-10:40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株选育及效果 

评估研究 

孙九峰 主任医师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10:40-10:55 新（再）发传染病流行特征及防控挑战 
张山鹰 理事长 

福建省防痨协会 

10:55—11:10 海峡建设者——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陈柏叡 主任 

福州市台协会医疗服务委员会 

万康林 

11:10-11:25 
结核病预防性治疗的 6周超短程方案

（“异烟肼+利福喷丁”） 

高磊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 

研究所 

11:25-11:40 糖尿病与肺结核共病结核杆菌耐药情况 
邝浩斌 主任医师 

广州市胸科医院 张  慧 

11:40-11:50 小  结 

11:50-12:30 午  餐 

12:30-13:00 播放优秀创作科普宣传片 
闫承笈 

王  雪 

三、青年科技工作者论坛 

13:00-13:10 每个人都是“健康呼吸”的守门人 

林嘉洋  

暨南大学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

学院 
陈  亮 

13:10-13:20 大学生对新冠肺炎认识与防护 

郭品濬  

暨南大学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

学院 

13:20-13:35 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在结核病监测中的应用 
张阳奕 副主任技师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沙  巍 

13:35-13:50 待定 香港防痨心脏及胸病协会 

13:50-14:05 澳门 COVID -19 临床救治及分享 
宁湘妍医生 理事  

澳门胸肺病暨防痨协会 
沈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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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14:20 表观遗传调节抗结核药物耐药的分子机制 
巫株华助理研究员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14:20-14:30 小结 

14:30-14:40 休息 

四、圆桌论坛&技术路演 

   时间 报告题目 发言人 主持人 

14:40-14:55 结核感染检测新技术 
卢水华 主任医师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曹文利 

14:55-15:10 结核病分子诊断全程解决方案 
李庆阁 教授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5:10-15:25 
分枝杆菌表型药敏试验进展暨国产液

体快速药敏解决方案 

逄宇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王胜芬 

15:25-15:40 
结核特异性细胞因子（IFN-γ和 IL-

2）联合检测的研究及应用  

何鑫 研发总监 

广州迪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40-15:55 结核病数字化智慧管理解决方案 
刘鹤宁 产品总监 

北京福乐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林淑芳 

15:55-16:25 讨 论  全 体 

16:25-16:40 签署合作备忘录 

成诗明副理事长 中国防痨协会 

蓝义方主席 香港防痨心脏及胸

病协会 

曹国希理事长 澳门胸肺病暨防

痨协会 
 樊海英 

16:40-17:00 论坛总结 成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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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线上参会指南 

 
本届海峡两岸暨港澳重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合作论坛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线上参会学者可扫描会议二维码进

入会议界面，如图所示该界面划分为 8 大模块： 

 

一、注册参会 

参会学者可点击“注册参会”板块，按本人所在地区选择“大

陆注册通道”或“港澳台注册通道”进行参会注册，注册成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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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电子参会证。 

二、大会直播 

参会注册成功后，可在“大会直播”模块中预约大会直播，

并在互动留言栏中发言或提问；于大会当日可点击该模块收看全

程会议。或登以下链接收看直播： 

（一）科技工作者之家 

https://www.scimall.org.cn/meet/detail?id=8039 

（二）科创中国直播间 

https://www.kczg.org.cn/meet/detail?id=19105 

（三）科技工作者之家 APP 

https://h5.scimall.org.cn/meeting/meetingDetail?id=80

39 

三、大会嘉宾 

点击“大会嘉宾”模块可查看本届大会主旨报告、青年科技

工作论坛、圆桌论坛与技术路演、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参会嘉宾和

专家介绍信息。 

四、大会日程 

点击“大会日程”可查看本届论坛的日程安排。 

五、组织机构 

在“组织机构”中展示了本届论坛的主办单位，大会主席、

大会执行主席、大会学术委员会、大会秘书处、媒体支持单位和

直播平台支持单位等信息。 

https://www.scimall.org.cn/meet/detail?id=8039
https://www.kczg.org.cn/meet/detail?id=19105
https://h5.scimall.org.cn/meeting/meetingDetail?id=8039
https://h5.scimall.org.cn/meeting/meetingDetail?id=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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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VR 展台 

在“VR 展台”中展示了本届论坛的参展企业信息，可点击相

应企业名称进入该企业专属页面了解企业相关信息，并在其“3D

展厅”中通过 VR 技术立体式了解该企业产品信息，并在“展厅签

到”或“企业名片”中与企业获得联系。 

七、论文壁报 

在“论文壁报”模块中可查看全国结核病防治专家学者在本

届大会中投稿的论文摘要。 

八、科普作品 

在“科普作品”模块中可收看本届论坛结核病防治科普短片

和宣传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