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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党、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奋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形势下，今天我们欢聚一堂，热
烈庆祝中华预防医学会成立 30 周年，并将隆重召开健康
中国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中华预防医学会第
五届学术年会。我谨代表中华预防医学会和高端论坛的大
会主席，对所有参会的嘉宾和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也想
借此机会，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预防医学会事业发展的各位领导、兄弟
学（协）会、相关单位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向热爱并坚守在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战线上的科技工作者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作为庆祝中华预防医学会成立 30 周年的重要学术活动，学会积极承办
中国工程院主办的健康中国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并同期举办
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此次高端论坛邀请了多位院士和国际知名专家，将
围绕“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主题作精彩的学术报告，第五届学术年会的
27 个分会场将为与会专业人员提供深入交流的平台。会间的在线专家访谈
直播、期刊展览和企业展示将丰富大会的内容。会议期间，还将进行 2017
年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优秀期刊、优秀作品颁奖等活动。
让我们尽情享受这场学术饕餮盛宴，共议繁荣预防医学大计，共商合
作与发展未来，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祝大家会议期间身体健康！生活、学习愉快！
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
健康中国高端论坛
暨第五届学术年会
2017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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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尊敬的各位与会代表：
您好！旅途辛苦了。
欢迎参加健康中国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暨中华预防医学会
第五届学术年会。为便于您在会议期间的学习、生活和交流，现将会议的
有关安排告知如下：
一、会议报到
（一）报到时间、地点：
11 月 17 日 全天 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一层大厅
11 月 18 日 上午 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一层（北门）
下午 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一层大厅
11 月 19 日 全天 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一层大厅
（二）报到流程：
1.提前网上注册已缴费的代表，请直接到注册区 1、2 号（已缴费）窗
口签到，领取代表证、资料和餐券，然后办理住宿。
2.提前网上注册未缴费的代表，请直接到注册区 4-6 号窗口签到，缴
纳注册费，领取资料、代表证和餐券，然后办理住宿。
3.未提前网上注册的代表，请在自助注册区先行注册，再到 4-6 号窗
口签到，缴纳注册费，领取资料、代表证和餐券，然后办理住宿。
4.团队注册（10 人以上）请直接到注册区 3 号窗口办理。
二、学术活动
（一）大会场设在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一层报告厅。
（二）会议各项活动安排详见会议指南中的“日程一览表”、“会场一
览表”和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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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用餐
早餐在入住酒店凭酒店餐券用餐。中餐和午餐在北京会议中心凭餐券
用餐。
北京会议中心用餐地点：
9 号楼餐厅（一层）
、6 号楼餐厅（一层）、宴会厅
北京会议中心用餐时间：
早 餐 07:00—08:30 午 餐：12:00—13:30
晚 餐 18:00—19:30
万世名流酒店、北京立根酒店早餐时间：07:00—08:30
四、住宿安排
（一）参会代表入住北京会议中心 6 号楼、9 号楼，万世名流酒店和北
京立根酒店。
（二）离会时间为 11 月 20 日 12:00 以前。离会时请将房卡交给入住
酒店服务台，并办理结帐手续。如退房时间为 12:00 以后，酒店将按规定
加收房费。参会代表在饭店内的其他消费费用自理。
五、会议期间摆渡车安排
会议期间，将安排摆渡车接送会议代表前往入住酒店和会场。摆渡车
安排如下：
日

期

11 月 18 日
11 月 19 日

备注

发车时间

发车地点—到达地点
万世名流酒店--北京会议中心会议

08:00-08:30

楼（北广场）
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北广场）--

18:00-19:00

万世名流酒店

请入住北京立根酒店的代表到万世名流酒店（正门）停
车场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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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书及优秀论文证书领取
学分证书须凭代表证领取。
时间：11 月 19 日 9:00—12:00
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 1 层大厅报到台
七、会议秘书处
会务联系人：聂志蓉 18611880014
注册联系人：康 欢 18611880023
房务联系人：高 芳 18611889974
学 术

组：刘 静 13810604806
刘 涵 18911758726
彭 麟 13515784630
崔增伟 1860131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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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报到

11 月 17 日-19 日

13:30-17:30
健康中国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
论坛大会报告

10:30-12:00
健康中国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
论坛大会报告

09:00-10:30
开幕式暨颁奖仪式

11 月 18 日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
暨 2017 年中国慢性病大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
暨 2017 年中国慢性病大会

11 月 19 日

健康中国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暨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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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医疗机构新平台 助推医疗机构
公共卫生发展论坛

2017 年肛肠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会议楼二层第 11 会议室
学术年会

9

10

社会医学学术会议分会场

第十三届中国有害生物管理 PCO
论坛及换届会

8

13

2017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健康论坛

7

煤炭系统分会第五次学术交流会

呼吸疾病预防与控制高峰论坛

6

12

会议楼一层第 5 会议室

疫苗与免疫分会第一届学术年会

5

健康管理与健康评估发展年会

会议楼三层第 18 会议室

流行病学论坛

4

11

会议楼二层第 13 会议室

医药卫生科技期刊发展研讨会

3

会议楼二层第 16 会议室

会议楼一层第 1 会议室

上午:九号楼二层第 5 会议室
下午:会议楼二层第 12 会议室

东会议厅

九号楼三层多功能厅

会议楼二层第 10 会议室

会议楼三层第 21 会议室

会议楼三层第 20 会议室

2017 年中国慢性病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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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楼三层多功能厅

会议室

中国妇女盆底功能障碍防治项目
实施十周年总结表彰会

分会场名称

1

序号

11 月 19 日 09:00-17:00

11 月 19 日 10:00-17:00

11 月 19 日 08:30-17:30

11 月 19 日 08:30-16:00

11 月 19 日 09:00-12:00

11 月 19 日 08:30-17:30

11 月 19 日 08:30-18:00

11 月 19 日 08:30-18:00

11 月 19 日 08:30-16:00

11 月 19 日 08:30-12:00

11 月 19 日 08:30-12:30

11 月 19 日 08:30-16:00

11 月 18 日 14:00-17:30

时 间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暨 2017 年中国慢性病大会分会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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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卫生分会场

卫生应急分会场

石油系统分会第十三届学术交流会

全球卫生分会场

25

26

27

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分会场

21

24

生命早期发育与疾病防控研讨会

20

中西医结合预防与保健分会场

过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首届学
术大会

19

23

糖尿病预防与控制分会场

18

儿童成人病（慢病）防治分会场

会议楼一层第 2 会议室

肿瘤预防与控制分会场

17

22

会议楼三层第 19 会议室

心血管病预防与控制分会场

16

会议楼一层第 3 会议室

九号楼一层第 15 会议室

六号楼二层第 2 会议室

会议楼一层第 3 会议室

六号楼一层第 1 会议室

会议楼二层第 10 会议室

会议楼三层第 19 会议室

五号楼三层第 2 会议室

会议楼二层第 15 会议室

会议楼二层第 12 会议室

九号楼二层第 8 会议室

医疗机构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论坛

15

会议楼一层第 5 会议室

慢性病防控与社区卫生分会场

14

11 月 19 日 09:00-12:00

11 月 19 日 08:30-16:00

11 月 19 日 09:00-17:00

11 月 19 日 13:00-16:00

11 月 19 日 10:00-12:00

11 月 19 日 13:30-17:30

11 月 19 日 14:30-18:10

11 月 19 日 08:30-12:00

11 月 19 日 10:00-13:00

11 月 19 日 09:00-12:00

11 月 19 日 09:00-16:40

11 月 19 日 08:30-12:00

11 月 19 日 08:30-11:20

11 月 19 日 13:3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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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楼二层第 15 会议室
九号楼二层第 6 会议室
会议楼三层第 21 会议室
九号楼二层第 5 会议室
会议楼二层第 16 会议室
九号楼二层第 6 会议室
会议楼三层第 19 会议室

健康风险评估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工作会

心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

石油系统分会预备会

社会医学分会工作会

过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工作会

继续教育工作座谈会

11 月 19 日 16:00-17:30

旅行卫生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换届会
会议楼一层第 3 会议室
健康促进与教育分会慢性病风险干预专业学组
九号楼二层第 8 会议室
换届会暨学术会议
健康促进与教育分会医院健康教育专业学组换届
九号楼二层第 5 会议室
会议暨学术会议

呼吸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11 月 19 日 08:30-10:00

会议楼一层第 1 会议室

煤炭系统分会第三届委员会换届会议

11 月 18 日 19:30-21:00

11 月 18 日 16:00-18:00

11 月 19 日 13:00-14:00

11 月 18 日 19:00-20:00

11 月 19 日 13:30-16:00

11 月 18 日 19:00-20:30

11 月 18 日 19:00-20:30

11 月 19 日 13:30-17:30

11 月 19 日 13:30-15:30

11 月 18 日 19:00-21:00

11 月 19 日 13:00-14:30

会议楼三层第 20 会议室

会议楼三层第 19 会议室

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成立会

11 月 19 日 08:30-10:00

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分会第三届委员会换届会

六号楼一层第 1 会议室

中西医结合预防与保健分会成立会

11 月 19 日 08:30-10:00

11 月 17 日 19:00-21:00

会议楼一层第 2 会议室

过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成立会

11 月 18 日 19:00-21:00

时 间

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分会第二届委员会换届会 会议楼一层第 3 会议室

会议楼二层第 11 会议室

会议室

生命早期发育与疾病防控专业委员会成立会

分会场名称

分支机构成立、换届及工作会一览表

中华预防医学会成立 30 周年庆祝活动
健康中国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暨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
The 30th Anniversary and the 5th Academic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Preventive Medicine Assoc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op-Level Forum on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Healthy China

Opening Ceremony Agenda
11 月 18 日
18 November

09:00-10:30

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报告厅（Lecture Hall of
Conference Building, Beijing Conference Center）

主持人：
Moderator
09:00-10:10

杨维中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预防医学会
Yang Weizhong，Executive Vice-President & Secretary General，CPMA

开幕式领导讲话：
Speeches by the Leader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中华预防医学会王陇德会长做学会 30 周年工作报告
Wang Longde, President of CPMA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学术部宋军部长宣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
政协韩启德副主席书面讲话
Written Remarks of Han Qide, Honorary President of CAST and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12th CCPPCC，read by Song Jun, Member of the
Leading Party Member＇s Group of CAST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王国强副主任讲话
Wang Guoqiang, Vice Minister of NHFPC，PRC
中国工程院刘旭副院长讲话
Liu Xu，Vice-President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世界公共卫生联盟主席 Michael Moore 致辞
Michael Moore, President of World Federation of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s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官员 Fabio Scano 致辞
Fabio Scano，Coordinator, Disease Control, WHO China Office
10:10-10:30 李兰娟副会长宣读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等 4 个奖励决定
Announcement for 4 Rewards
颁发 2017 年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
Reward ceremon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of CPMA in 2017
颁发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优秀期刊及工作者奖
Award Ceremony for Excellent Journals and staff of CP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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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International Top-Level Forum on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Healthy China

Congress Agenda
11 月 18 日 10:30-12:30
18 November

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报告厅（Lecture hall of
Conference Building, Beijing Conference Center）

大会报告
Plenary Session

主 持 人：陈君石院士 陈育德教授
Moderator：Chen Junshi Chen Yude

健康中国，策略当先
10:30-11:00

王陇德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
Strategy spearheading for a Healthy China
Wang Longde，Academician，President of CPMA

农业、食物与国民营养健康
11:00-11:30

11:30-12:00

12:00-13:30

刘旭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Agriculture & Food，National Nutrition and Health
Liu Xu，Academician， Vice President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遵循脑发展的规律，培养健康和优秀的下一代
韦钰院士，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
Observing the law of brain development to foster younger generations
Wei Yu，Academician，Former Vice Minister of Education

午餐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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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
Plenary Session

主 持 人：王 宇研究员 Evelyne De Loo 博士
Moderator：Wang Yu
Evelyne De Loo
营养助力健康中国

13:30-14:00

陈君石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Nutrition promotes Healthy China construction
Chen Junshi，Academician，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心血管病防控战略
14:00-14:30

高润霖院士，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Strategy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Gao Runlin，Academician，National Cente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呼吸疾病早期诊治和防控战略

14:30-15:00

钟南山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Respiratory diseases：Strategies of early diagnosis, treatm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Zhong Nanshan, Academician，Guangzhou Institute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全球肿瘤防控策略

15:00-15:30

Peter Boyle 教授，国际预防研究所所长
Global Strategy on Tum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ter Boyle, Professor，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Prevention

15:30-15:50

休息 Break

15:50-16:20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和健康促进
Evelyne De Loo 博士，《国际健康促进》杂志主编
Health in all policy and health promotion
Evelyne De Loo, Editor-in-chief of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16:20-16:50

芬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成功实践
Timo Stahl 博士，芬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教授
Experience Sharing of“Health in all policy”from Finland
Timo Stahl，Professor, National Public Health Institute, Finland

16:50-17:20

2030 更健康，全球公众卫生宪章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Michael Moore 博士，世界公共卫生联盟主席
Better Health by 2030，the Global Charter and the Sustainalble Development Goals
Dr. Michael Moore，President of World Federation of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s

17:20-17:30

大会总结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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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

14:00-17:3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

协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筹备组

支持单位：

广州市杉山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

主

关爱女性健康

题：

主持人：

地点：九号楼三层多功能厅

幸福每个家庭

张伶俐 副秘书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

14:00-14:10 播放中国妇女盆底功能障碍防治项目实施十周年宣传片
14:10-14:30

中华预防医学会王陇德会长致辞
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健康服务司、宣传司领导致辞

14:30-15:00

中国妇女盆底功能障碍防治项目实施十周年总结报告
蔡纪明 副会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

15:00-15:30

中国妇女盆底功能障碍防治项目实施效果第三方评价报告
王 俊 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卫生财经研究所

宣读中华预防医学会关于同意成立中国妇女盆底功能障碍
防治项目质量控制中心、技术培训中心的批复
15:30-15:40
杨维中 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
颁发质量控制中心、技术培训中心牌匾
宣读中华预防医学会关于表彰中国妇女盆底功能障碍防治
项目先进集体、优秀个人和优秀论文及突出贡献奖获奖者的
决定
杨维中 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
15:40-16:00
中国妇女盆底功能障碍防治项目国家级专家代表发言
朱 兰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颁发突出贡献奖
16:00-16:15 休息
16:15-17:30 颁发先进集体奖、优秀个人奖 、优秀论文奖
会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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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8:30-16:00

地点：会议楼三层第 20 会议室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国家癌症中心

承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分会

主

创新引领和促进慢性病防治工作全面发展

题：

主持人：孔灵芝 副会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
领导致辞：
开幕式
王陇德 会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
08:30-09:00
常继乐 监察专员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
李新华 书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持人：

吴良有 处长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慢性病预防控制处

《中国慢性病防控最佳实践案例》发布及与赠书仪式
1.孔灵芝主编介绍成书背景及意义
09:00-09:20
2.主编、副主编及领导为案例入选单位颁发证书、赠书并
合影留念
09:20-09:30 全国慢性病防治优秀科普作品推介工程首届活动颁奖
主持人：

赵文华 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陈万青 主任医师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

09:30-9:55

深入推进健康江苏重大战略 持续探索慢性病防控创新途
径
汪 华 副主任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9:55-10:20

加强慢病综合防控 助推健康城阳建设
吕永翠 副区长

青岛市城阳区

10:20-10:30 休息
主持人：

王临虹 研究员
江 宇 教 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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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45

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为慢病管理付费？
顾雪非 副研究员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10:45-11:20

健康产业 4.0 与健康传播 4.0
苏 婧 副所长

主持人：

张伶俐 副秘书长

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

中华预防医学会

11:20-11:40 高血压援藏项目启动仪式
12:00-13:30 午餐
主持人：

吴 静 研究员
王伊龙 教 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社区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3:30-13:55

信息化发展助力慢性病防控
林鸿波 主任

13:55-14:20

玉环慢病管理的供给侧改革探索--健康共同体项目介绍
董 寅 副局长 浙江玉环卫生局

14:20-14:45

慢病管理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融合模式的探索
刘华雷 主任 石家庄市新华东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4:45-15:10

监测为核心，问题为导向，创新为动力引领重庆慢性病防控
丁贤彬 所长 重庆市疾控中心慢病所

主持人：

王卓群 副研究员

宁波鄞州疾控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

15:10-15:20 优秀论文颁奖
15:20-15:30

江苏省成人脂质蓄积指数与高血压、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苏 健 主管医师 江苏省疾控中心

15:30-16:00 会议总结、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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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8：30-12:3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

主

地点：会议楼三层第 21 会议室

题：

主持人：
08:30-8:40
08:40-9:00

陈继彬 副主任

中华预防医学会报刊管理部

会议致辞
刘 霞 副秘书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
领导讲话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

09:00-9:30

我国期刊管理情况通报
卓宏勇 处长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

9:30-10:00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期刊遴选机制
刘筱敏 主任 中国科学院知识服务创业中心

10:00-10:30

着力打造精品平台促进学术交流
吕相征 主任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编辑部

10:30-10:50

服务于创新发展的学术期刊出版新模式
马学海 总经理 同方知网生命科技与环境知识管理公司

主持人：

左文述 常务副社长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10:50-11:00

系列期刊政治及广告审读情况通报
李 川 副主任 中华预防医学会报刊管理部

11:00-11:15

系列期刊印刷出版质量审读点评
索继江 主任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11:15-11:30

系列期刊中英文摘要审读点评
韩招久 副主编 中华卫生杀虫药械杂志

11:30-11:45

系列期刊科研设计与统计学方法审读点评
范引光 主任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11:45-12:00

系列期刊计量单位与语言文字审读点评
修 桥 常务副主编 中国公共卫生杂志

12:00-12:15

系列期刊图表与参考文献审读点评
盛慧锋 主任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12:15-12:30 总 结
12: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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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会议楼二层第 10 会议室

11 月 19 日

08:30-12:0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

承办单位：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编辑部

主

精准预防 共享健康

题：

主持人：

叶冬青 教授
赵根明 教授

8:30-8:50

发展系统流行病学，支撑精准预防国家战略
李立明 教授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8:50-9:10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心血管疾病相关研究进展
(2015-2017)
吕 筠 教授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9:10-9:30

老年医学与老年流行病学
何 耀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

9:30-9:50

“肥胖悖论”带来的慢性病干预困境与启示
胡东生 教授 深圳大学

9:50-10:10
主持人：

安徽医科大学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休息
何 耀 教授
胡东生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
深圳大学

10:10-10:30

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及进展
赵根明 教授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0:30-10:50

国家级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第三方评估
江 宇 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

10:50-11:10

流行病学在肿瘤防控工作中的应用
代 敏 研究员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研究进展
刘 玮 研究员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11:10-11:30
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气候变化对慢性病的影响
11:30-11:50
苏 虹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
12:0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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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8:30-16:00

地点：九号楼三层多功能厅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疫苗与免疫分会

协办单位：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赛诺菲巴斯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主

新技术、新方法、新策略

题：

主持人：

王华庆 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8:30-09:00 领导致辞、优秀论文及“妈妈班”优秀作品颁奖
09:00-09:40
09:40-10:20

免疫规划工作进展
雷正龙 副局长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
免疫规划证据与决策
冯子健 副主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20-10:30 休息
主持人：

杨晓明 副主任委员

疫苗与免疫分会

10:30-11:00

AEFI 异常信号的发现和处置考虑
王华庆 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00-11:30

HPV 感染及其免疫预防
徐爱强 主任医师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30-12:00

手足口病防控和 EV71 疫苗应用进展
朱凤才 主任医师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2:00-13:30 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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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罗会明

主任医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3:30-14:00

新产品改变免疫预防策略
庞星火 主任医师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4:00-14:30

流脑免疫预防新进展
邵祝军 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4:30-14:40 休息
主持人：

尹遵栋

副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4:40-15:10

肺炎链球菌相关疾病的免疫预防新进展
安志杰 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

15:10-15:40

消灭脊灰还有最后一公里
温 宁 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

15:40-16:00

总结
王华庆 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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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8:30-18:00

地点：东会议厅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呼吸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中国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中国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

支持单位：

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第一三共（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主

呼吸健康 预防先行

题：

主持人：
08:30-09:10

康 健 教
林其昌 教

授
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疾病的一二三级预防
王 辰 院士 中日医院

09:10-09:40

基层在呼吸疾病预防和管理中的作用
李 滔 司长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

09:40-10:10

健康中国背景下的慢性病管理
孔灵芝 副会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

10:10-10:30 合影/茶歇
主持人：

陈荣昌 教 授
赵 琨 研究员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10:30-11:00

慢阻肺社区防控的探索
陈荣昌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11:30

我国呼吸系统疾病的疾病负担与预测
杨维中 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

主持人：

徐永健 教 授
赵雁林 研究员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30-12:00

科技支撑助推呼吸疾病防控
张兆丰 处长 国家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12:00-12:30

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
王 宇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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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第一三共卫星会
主题：
《肺部感染及感染后咳嗽的处理》
12:30-13:30
主席：代华平 教授 中日医院
讲者：沈 宁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主持人：
13:30-14:00
14:00-14:30
主持人
14:30-15:00
15:00-15:30

邬堂春 教
冉丕鑫 教

授
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慢性病防控工作及研究进展
梁晓峰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控烟的形势和对策
王克安 教授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单广良 教
黄克武 教

授
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我国尘肺的发病情况及诊治策略
代华平 教授 中日医院
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与对策
邬堂春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茶歇 葛兰素史克卫星会
主题：
《慢阻肺分级诊疗技术方案解读》
15:30-15:45
主席：王 辰 院士 中日医院
讲者：杨 汀 教授 中日医院
主持人：
15:45-16:15
16:15-16:45
主持人：
16:45-17:15

王临虹 研究员
孙永昌 教 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预测模型在呼吸疾病临床研究中的应用
单广良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慢阻肺队列研究的概况与思考
康 健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施小明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迟春花 教 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周玉民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国际大型呼吸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及多源异构数据整合方法
17:15-17:45 介绍
詹思延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
17:45-18:00

总结
王 辰 院士 中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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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8:30-18:00

地点：会议楼二层第 13 会议室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儿少卫生分会

承办单位：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主

2017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健康论坛

题：

主持人：

马迎华
潘德鸿

教授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主任医师 辽宁省卫生计生委卫生计生监督局

08:30-09:00

健康学校建设与儿童青少年健康
马 军 教授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09:00-09:30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儿童青少年表型效应及其机制
陶芳标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09:30-10:00

儿童青少年近视研究国内外研究进展
张 欣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0:00-10:20 休息
10:20-10:50

加强性教育 提高儿童青少年抵御艾滋病侵袭的能力
马迎华 教授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50-11:20

艾滋病不仅仅是对青少年健康的挑战
张建新 教授 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1:20-12:00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流行病学现状和康复教育需求
武丽杰 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2:00-13:30 午餐
主持人：

王海俊
段佳丽

教授
主任

北京大学妇幼卫生系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

1990～2015 年中国及各省 0～14 岁儿童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状
13:30-13:45 况分析
叶鹏鹏 助理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伤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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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14:00

1995～2014 年我国中小学生恒牙龋患率动态变化
邹志勇 讲师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4:00-14:15

出生体重对不同体重青少年代谢综合征发生风险的影响
董 彬 助理教授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4:15-14:30

慢性应激生物标志物发皮质醇浓度与青春期发育的关联
孙 莹 副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4:30-14:45

脂肪重积聚提前与女童乳房发育的关联研究
方 姣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4:45-15:00

2D:4D 与女童青春期性征发育的关联分析
付连国 副教授 蚌埠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15:00-15:10 休息
15:10-15:25

上海市某社区学龄前儿童伤害趋势特征及干预效果研究
李粉粉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中国 15 省大学生对 HIV 感染高危行为认知及艾滋病与性教
15:25-15:40 育需求现状
彭华参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2014 年中国 7～18 岁汉族儿童青少年肺活量与耐力水平相关
15:40-15:55 性研究
王西婕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广州市 7-12 岁儿童静态生活与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的相关
15:55-16:10 性研究
卢少敏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主持人：

王

宏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

青年论文报告会（每人 8min）
1.2014 年中国五大少数民族 7～18 岁学生耐力素质现状分
陈妍君 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2.大连市 2016 年儿童体内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含量调查
杨世宏 辽宁省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10-17:40 3.宁夏回族自治区学生贫血现状与营养状况的关联研究
王珺怡 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4.三省市初中生健康素养与不良饮食行为的相关分析
王宇晴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5.重庆市某主城区初中生健康素养与生活质量相关性分析
彭林丽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22

6.DAMTS9 基因 rs6795735 多态性与血糖表型的关联及性
别差异
宋绮莹 北京大学妇幼卫生系
7.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神经行为影响
胡瑞杰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教研室
8.小学生家长预防儿童性侵犯知识态度行为及其对儿童自
我保护能力的影响
金怡晨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9.父母自我报告儿童目睹家庭暴力状况
姜颖颖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基于生态模型基础上的北方某城市中小学生欺凌行为影
响因素研究
郑 茹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7:40-18:00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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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8:30-17:3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

承办单位：

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有害生物防制（PCO）学组

支持单位：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主

有害生物管理经验交流

题：

主持人：
08:30-09:00
09:00-09:30

地点：会议楼三层第 18 会议室

孟凤霞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登革热疫情防控中 PCO 的难点和应对
刘起勇 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病媒生物国家标准在有害生物防制（PCO）工作中的应用
曾晓芃 主任医师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9:30-10:00

国内外有害生物防制业动态
张军平 副秘书长 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

10:00-10:30

病媒生物实用监测与评估技术在 PCO 行业中的应用
冷培恩 主任医师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30-11:00 休息
10:50-11:10

食品加工业的有害生物管理特点
文 信 上海刻行实业有限公司

11:10-11:30

PCO 公司如何参与爱国卫生城市创建
冯向阳 主任技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30-11:50

抗性臭虫的防制方法和应用
杨小军 拜耳环境科学大中华区技术开发总监

11:35-11:45

畜牧养殖场虫鼠害控制与食品安全
王新华 北京康华盛大有害生物防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0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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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吴海霞 副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以做科研的态度经营 PCO 公司——数据的真实准确与企业
13:30-14:00 大数据应用
马 军 董事长 马氏兄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4:00-14:30

PCO 在灾后防疫中的积极作用
孙养信 主任医师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4:30-14:50 休息
14:50-16:10

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有害生物防制（PCO）
学组换届会议

16:10-17:30

分会和学组如何更好的推动媒介生物领域发展——需求和
行动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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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9:00-12:00

地点：会议楼一层第 5 会议室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分会

承办单位：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处

支持单位：

河北燕达医院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主

搭建医防结合新平台，助推医疗机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题：

主持人：

卢洪洲 主任

上海临床检验中心

09:00-09:30

医疗机构慢性病防控探索
王陇德 院士 中华预防医学会

09:30-10:00

新形势下，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发展方向
梁晓峰 副主任 中国疾控中心

10:00-10:25

检测技术的进展
卢洪洲 主任，上海临床检验中心

10:25-10:50

中医技术在慢病防控中的应用
赵晓平 院长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0:50-11:00

休息

主持人：

吴

静 处长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处

11:00-11:20

医疗机构辐射防护工作现状
刘青杰 副所长 中国疾控中心辐射所

11:20-11:35

燕达国际医联体参与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践
李海玲 执行院长 河北燕达医院

11:35-11:50

第三方检测机构助力公共卫生检测实践
刘华芬 博士 迪安诊断集团

11:50-12:00

总结
梁晓峰 副主任 中国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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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8:30-16:0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肛肠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支持单位：

泰丰制药

主

重视肛肠，优质生活

题：

主持人：

地点：会议楼二层第 11 会议室

冯大勇 副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08:30-08:45 开幕式：安阿玥主任委员讲话
08:45-09:00 肛肠青委会成立及颁发证书
09:00-9:10
09:10-09:40
09:40-10:10

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肛门直肠狭窄的预防与治疗
安阿玥 教授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直肠脱垂的临床诊疗进展
于永铎 教授 辽宁省肛肠医院

10:10-10:40

复发性骶尾部藏毛窦的诊治体会
安 辉 四川洲际胃肠肛门病医院

10:40-11:10

内镜技术在肛肠外科中的应用与创新
刘钧宁 副教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11:10-11:40

主灶切开对口引流法治疗高位复杂肛瘘
冯大勇 副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11:40-12:00

复发便秘再手术：我们能走多远？
蓝海波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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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午餐
13:30-14:00

从不同的角度谈便秘的认识
辛学知 教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14:00-14:30

RPH 手术在肛周疾病的应用体会
刘铁龙 副主任医师 辽宁省肛肠医院

14:30-15:00

经肛门技术平台在直肠癌外科治疗中的应用
卢灿荣 副主任医师 解放军总医院

15:00-15:30
15:30-16:00

肛肠疑难病例讨论分析
张书信 教授 东直门医院
Da Vinci 机器人微创手术治疗结肠恶性肿瘤
卫 勃 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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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上午：九号楼二层第 5 会议室
下午：会议楼二层第 12 会议室

08:30-17:3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风险评估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双心协作组

主

多学科风险评估夯实健康管理

题：

主题演讲
主持人：
08:30-09:00
09:00-09:25
09:25-09:50
09:50-10:15
10:15-10:40
10:40-11:05
11:05-11:30
11:30-11:55

李 明 教授 健康风险评估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吴 军 教授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健康管理科
健康管理“运动是良医”
陈君石 院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心血管风险评估模型发展与现状
武阳丰 教授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
DASH 地中海膳食与体重血压防控适宜技术
王燕芳 教授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
罕见病风险人群筛查策略与国家监测系统
张抒扬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预防运动损伤
郭建军 教授 国家体育总局
痴呆早期心身风险评估分层预防适宜技术
王艳云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无症状癌症风险人群早筛策略与监测技术
王宝华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体检/社区人群心理健康风险分层递进评估筛查
刘相辰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精神科/健康管理科

11:55-12:05 专家圆桌论谈 合影
12:05-13:30 午餐
专题讲座
主持人：

杜 静 博士 云南大学医学院教授/原美国国立卫生院精
神卫生研究所研究员
刘相辰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精神科/健康管理科
吴 华 教授 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13:30-13:50

医用红外热像在健康管理科应用
吴 军 教授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健康管理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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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10

心脏康复二级预防风险评估与管理
郭晓斌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三附属医院老年科

14:10-14:30

罕见病人群社会支持与管理探索与机遇
王奕欧 秘书长 瓷娃娃罕见病中心/疼痛挑战基金会

14:30-14:50

无症状癌症风险评估“三早”体检适宜技术
聂 聪 博士 健康风险评估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论文评比
主持人：
14:50-15:10
15:10-15:25

吴
吴

军 教授
华 教授

杜
聂

静 博士 刘相辰 教授
聪 博士

李星明 教授

心脏康复双心营养处方
杜 静 博士 云南大学医学院团队
艾滋患者服药依从性干预措施效果评价
李星明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

家庭医生签约社区人群慢病管理项目
15:25-15:40
袁志敏 全科医生 上海长宁区新华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队
浙江初产妇孕晚期社会支持与产前抑郁研究
15:40-15:55
章宝丹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团队
15:55-16:20

海油职业心理压力分层评估与管理
王彤宇 博士 中海油总医院海医团队

16:20-16:35

传统中医养生助力心脏康复
林胜辉 博士 福建省晋江市医院心内科团队

16:35-16:45

心脏康复带动慢病管理
孙 燕 主任 浙江省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团队

体检人群促甲状腺激素(TSH)与代谢综合征相关因素分析
16:45-17:00
朱春影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陕西电力医院体检科团队
17:00-17:25

职工健康管理与心身健康评估
王大宇 教授 天津职业病防治院体检中心/天津宝洁团队

17:25-17:30 颁奖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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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8:30-17:00

地点：会议楼一层第 1 会议室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煤炭系统分会

承办单位：

华北理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河北省煤矿卫生与安全实验室

支持单位：

河北省职业卫生与安全协同创新中心

主

健康矿工，健康中国

题：

09:00-10:00 中华预防医学会煤炭系统分会第三届委员会换届会议
主持人：

关维俊 教 授 华北理工大学
陈 刚 主任医师 国家安监总局北戴河职业病防治院

10:00-10:30

覆盖生命全周期的京津冀自然人群队列研究
单广良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10:30-11:00

煤炭行业公共卫生的机遇与挑战
袁聚祥 教授 华北理工大学

11:00-11:10 休息
11:10-11:40 岩盐气溶胶疗法在尘肺病治疗康复中作用的临床研究
陈 刚 主任医师 国家安监总局北戴河职业病防治院
11:40-12:10 浅谈煤炭行业公共卫生人才培养
冯福民 教授 华北理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2:10-13:30 午餐、休息
主持人：

冯福民 教 授 华北理工大学
张建芳 主任医师 国家安监总局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

13:30-13:50 2008-2016 年平煤神马集团某煤矿煤工尘肺发病分析
姚三巧 教授 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13:50-14:10 煤业集团尘肺病的流行趋势和发病现状
秦天榜 主任医师 开滦职业病防治院
31

14:10-14:30 淮北矿业集团煤工尘肺未来发病趋势预测
韩科 华北理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4:30-14:40 休息
主持人：

李宝平 主任医师 北京煤炭总医院
姚三巧 教 授 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14:40-15:00

大容量全肺灌洗术风险防范及并发症处理
马国宣 主任医师 国家安监总局北戴河职业病防治院

15:00-15:20

倒班对男性钢铁工人正常高值血压、高血压的影响
高雪娟 华北理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5:20-15:50 自由发言
15:50-16:00 休息
16:00-17:00 中华预防医学会煤炭系统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全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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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9:00-17:0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社会医学分会

主

社会医学之理论与健康中国建设的实践

题：

地点：会议楼二层第 16 会议室

09:00-12:00 主旨报告
主持人：
09:00-09:30

李

鲁 教授

浙江大学

健康中国的理念与重点任务
代 涛 教授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政策与成效研究
雷海潮 教授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
从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动态谈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
10:00-10:30 的相关任务
卢祖洵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我国公共健康安全风险挑战与应对战略
10:30-11:00 选择
吴群红 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
09:30-10:00

11:00-11:30

社会医学教材发展
李 鲁 教授 浙江大学

11:30-12:00 交流与讨论
12:00-14:00 午餐
14:00-17:00 优秀论文交流
主持人：

卢祖洵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医疗保险影响了流动人口住院机构选择吗？--基于 2014 年
14:00-14:20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汪海琴 复旦大学
14:20-14:40

基层卫生发展的系统基模分析--基于山东省的三次调查结果
朱丽丽 潍坊医学院

互联网企业视频显示终端作业人员生命质量状况及影响因素
14:40-15:00 分析
宋孟娜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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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老年人抑郁、肥胖和功能损失的关系--基于 CHARLS
15:00-15:20 的实证研究
罗会强 四川大学
15:20-15:40

云南省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学员执业注册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李伟明 昆明医科大学/云南省全科医学培训中心

15:40-16:00

福建省医养结合现状及其可持续发展研究
梁 栋 福建医科大学

16:00-16:20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基于浙江和贵州的调查
王 锋 浙江大学

16:20-16:50 交流与讨论
16:50-17:00

总结
李 鲁 教授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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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13:30–17:20

地点：会议楼一层第 5 会议室

主办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承办单位：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社区处 中国疾病中心控烟办公室

主

慢病防控技术在社区的应用

题：

主持人：
13:30-13:40

吴
姜

静 处长
垣 主任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社区处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

开幕致辞
李新华 书记 中国疾控中心

13:40-14:20

英国全科医生制度与慢病防治
刘利群 副巡视员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司

14:20-14:50

控烟工作在社区进展
杨 焱 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

14:50-15:20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三减专项”在社区应用实践介绍
石文惠 副研究员，中国疾控中心

15:20-15:50

身体活动不足相关疾病负担及干预技术
陈晓蓉 副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

15:50-16:00

休息

主持人：

翟
肖

屹 研究员
琳 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社区处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

16:00-16:20

宜昌大数据助推慢病防控工作
徐 勇 主任 湖北省宜昌市疾控中心

16:20-16:40

宁波市慢性病“1+X”医防整合模式实践
李 辉 所长 浙江省宁波市疾控中心慢病所

16:40-17:00

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健康管理经验介绍
尹朝霞 副院长 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

17:00-17:20

总结
吴 静 处长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社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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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8:30- 16:0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促进与教育分会

承办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主

走进新时代 助力健康梦

题：

主持人：

陶茂萱 教授

地点：九号楼二层第 8 会议室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08:30-08:45 国家卫计委宣传司领导讲话
08:45-08:50 颁发优秀论文证书
08:50-09:10

健康行为指数研究及前瞻
苏 婧 教授 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

09:10-09:30

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 助力居民健康新生活
高国庆 博士 北京市怀柔区卫计委

09:30-09:50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健康教育
方 彤 主任记者 《健康报》科技编辑中心

09:50-10:00 休息
主持人：

郭浩岩 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政策研究与健康传播中心

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生活方式评价系统研究
陶茂萱 教授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健康促进医院实现医学核心价值
10:20-10:40
田向阳 博士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培训部
健康素养理念及推广实践
10:40-11:00
刘秀荣 主任医师 北京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0:20

中文修订版医患导向量表（CR-PPOS）的开发和应用—
11:00-11:20 —基于上海医疗机构的横断面研究
王 帆 博士 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
12:00-13:30 午餐
13:30-17:30 医院健康教育学组换届会议暨学术会议
13:30-16:00 慢性病风险干预学组换届会议暨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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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8:30-12:00

地点：会议楼二层第 12 会议室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心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

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主持人：

黄建凤 教授
范中杰 教授

08:30-08:50
08:50-09:1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空气污染对于北京市民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影响的研究
范中杰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房颤的预防与治疗
方丕华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09:10-09:30

我国心血管疾病流行现状及思考
刘 静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09:30-09:50

人工智能在医学中的应用
杨劲松 联和创始人 北京医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9:50-10:00 讨论
10:00-10:20 休息
主持人：

顾东风 教授
吴先萍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20-10:40

提高高血压防控的质量和速度，实现 2020 中国慢病防控目标
张新华 教授 世界高血压联盟

10:40-11:00

我国高血压患病率、防控现状及展望——全国第五次高血压调查
王增武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1:00-11:20

阿司匹林规范应用在心血管病一级预防中的地位
周晓阳 教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1:20-11:40

心血管疾病遗传因素的鉴定和风险预警
鲁向锋 副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1:40-12:00 讨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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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9:00-16:40

主办单位：

中国癌症基金会 国家癌症中心

承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

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主

题：

地点：会议楼二层第 15 会议室

肿瘤一级预防

09:00-09:10

领导致辞

09:10-12:00

大会特邀报告
主持人：马冠生 教授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罗娅红 主任医师 辽宁省肿瘤医院

09:10-09:40
09:40-10:10

全球肿瘤防控策略
Peter Boyle 国际预防研究所所长
中国肿瘤一级预防
赵 平 理事长 中国癌症基金会

10:20-10:50

肿瘤预防的流行病学基础
王 宇 副会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

10:50-11:00

休息

11:00-11:20

中国人群烟草流行趋势分析
姜 垣 副会长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11:20-11:40

HPV 疫苗与中国宫颈癌防控进展
赵方辉 副主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室

11:40-12:00

幽门螺杆菌与胃癌预防
张建中 副所长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

13:30-16:40

年会专题交流
主持人：孙 新 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所
张永贞 主任医师 山西省肿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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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3:50

我国大气污染及监测
赵淑莉 研究员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13:50-14:10

吸烟对我国男性肺癌组织学的影响
邹小农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10-14:30

开展病因学研究对高发区癌症预防控制有重要意义
丁建华 研究员 江苏省肿瘤医院流行病室

14:30-14:50

中国不同流行地区年轻人群乙型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分析
王富珍 副主任 中国疾控中心计免中心肝炎室

14:50-15:10

中国人群癌症经济负担：既往二十年系统评价证据的提示
石菊芳 副研究员 国家癌症中心

15:10-15:20

休息

15:20-15:40

吸烟与肺结节危险因素
贺宇彤 副主任

15:40-16:00

重庆基于数字化网络信息平台的肿瘤人群队列建设
雷海科 主任 重庆市肿瘤医院流行病学室

16:00-16:20

肿瘤预防案例-林县营养干预试验及随访研究
陈 汶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20-16:40

点评
点评人：张建枢 会长 北京市控烟协会
郑 莹 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肿瘤预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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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肿瘤防治办公室

11 月 19 日

09:00-12:0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主

糖尿病防控新策略--直击腹型肥胖

题：

地点：会议楼三层第 19 会议室

09:00-09:20 开幕式：主任委员及嘉宾致辞
主持人：

杨金奎 教 授
赖建强 研究员
吕朝晖 教 授

北京同仁医院内分泌科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

09:20-09:40

指南与临床实践-结合中国 2 型糖尿病指南谈几点认识
翁建平 教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

09:40-10:00

肥胖性高血糖和高血脂防控新进展
周迎生 教授 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10:00-10:20

肥胖的营养治疗新进展
包玉倩 教授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10:20-10:30 休息
主持人：

包玉倩 教 授
吴 静 研究员
彭定琼 教 授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社区处
民航总医院

10:30-10:50

专家一点通：骨质疏松治疗中的临床问题解析
邢小平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10:50-11:10

健康教育理论在改变膳食行为中的应用
田向阳 主任医师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指导与培训部

11:10-11:30

肌肉力量训练与防控腹型肥胖
李 然 副研究员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11:30-11:50

防控慢性病的核心：通过饮食控制胰岛素、瘦素的水平
石 英 会长 加拿大统一注册营养师协会

11:50-12:00 总结
40

11 月 19 日

08:30-13:0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

承办单位：

过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成立筹备组

主

过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成立暨首届学术大会

题：

地点：会议楼一层第 2 会议室

08:30-10:00 过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10:05-13:00 首届学术大会
主持人：

赵作涛 秘书长

过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开幕式致辞
10:05-10:15 孔灵芝 副会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
刘光辉 主任医师 过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10:15-11:15 哮喘与环境疾病的关系及其预防措施
黄啸谷 教授 中国台湾卫生研究院
11:15-12:00 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及其新进展
郑轶武 博士,丹麦爱尔开-阿贝优公司
12:00-13:00 生物样本库构建的起点：基本到整体规划的着眼点
王伟业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3:00-14: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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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8:30-12:0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学会

承办单位:

生命早期发育与疾病防控专业委员会成立筹备组

主持人：

马京梅 副研究员

08:30-08:50

地点：五号楼三层第 2 会议室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DOHaD 在中国
杨慧霞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8:55-09:15

从我国慢性病负担状况看生命早期防控的重要性
王临虹 教授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慢病中心

09:20-09:40

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及早期防控研究
王海俊 教授 北京大学妇幼卫生学系

09:45-10:05

生命早期营养与子代健康
汪之頊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0:05-10:20

休息

10:20-10:40

早期营养与神经系统发育
冯

10:45-11:05

大数据视角下的母婴健康与疾病防控
杨英 副研究员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

11:10-11:20

肠道菌群与宫内环境
马京梅 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25-11:35

表观遗传学在后代表型中的作用
闫 婕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40-12:00

多中心合作研究讨论

12:0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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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 月 19 日

13:00-18:10

地点：会议楼三层第 19 号会议室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

承办单位：

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成立筹备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

支持单位：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13:00-14:20 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美敦力专场卫星会
14:20-14:50

ICG 荧光引导的腹腔镜解剖性肝段切除
王宏光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4:50-15:00 茶歇
15:00-18:00 学术交流

主持人：

蔡建强
魏 来
吕 毅
陶开山
蔡守旺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5:00-15:20

健康中国目标下的肝胆胰疾病的防控
卢实春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5:20-15:40

重症肝病防控进展
段钟平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5:40-16:00

胆囊胆管肿瘤的预防之我见
姜小清 教授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16:00-16:20

早期肝癌切除术后复发的外科治疗策略的探讨
文天夫 教授 四川华西医院

16:20-16:40

胰腺疾病微创治疗与损伤控制
李 非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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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7:00
17：00-17:20
17：20-17:40

胰腺疾病外科术后并发症的预防
杨尹默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诊治
张太平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肝脏疾病谱的变迁与防治
贾继东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8:00-18:10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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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13:30-17:3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成人病（慢病）防治工作委员会

主

体成分与骨健康

题：

主持人：
13:30-14:15
14:15-15:00

米 杰 教授
王友发 教授

地点：会议楼二层第 10 会议室

首都儿科研究所
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

儿童维生素 D 与骨健康
陈晓波 主任医师 首都儿科研究所
儿童骨发育特点与代谢性骨病
万乃君 主任医师 北京积水潭医院

15:00-15:20 休息
15:20-16:10

体成分评估儿童肥胖的科学和实用价值
米 杰 教授 首都儿科研究所

16:10-16:40

儿童体成分和骨密度的评估方法及参照标准
刘军廷 助理研究员 首都儿科研究所

16:40-17:10 交流与讨论
17:10-17:30

从减重、减脂到体成份管理：如何成为一名合格体重管理师
何月蓉 主任 泰心健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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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8:30-12:0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

承办单位：

中西医结合预防与保健分会成立筹备组

主

中西合璧，共筑健康

题：

地点：六号楼一层第 1 会议室

08:30-10:00 中西医结合预防与保健分会成立大会
10:00-10:20 休息
学术研讨会
主持人

林胜友 主任医师 杭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
张业武 主任医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

10:20-10:50

健康老龄化理念与老龄政策的发展
杜 鹏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10:50-11:20

慢病干预策略与技术
马吉祥 主任医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
11:20-11:40
11:40-12:00

王晞星 教授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院长
程志强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
日本健康食品研发的现况
高明 教授 日本武庫川女子大学
中医养生与保健
李佩文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首席专家

12:0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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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13:00-17:3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旅行卫生委员会

承办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支持单位：

上海联合赛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主

旅行卫生的新挑战和新实践

题：

主持人：

李中杰 研究员
庄亚儿 研究员

地点：会议楼一层第 3 会议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13:15-13:40

病毒性出血热跨境防控
王世文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

13:40-14:05

流动人口变动趋势分析
庄亚儿 研究员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14:05-14:30

基于全球疫情监测评估，构建口岸精准检疫体系
韩 辉 副研究员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14:30-14:45 休息
14:45-15:10

我国口岸国际旅行医学咨询工作的现状及展望
田 睿 主治医师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15:10-15:35

旅行者腹泻的风险分析和预防措施
徐 沁 副总裁 上海联合赛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5:35-16:00

霍乱的全球流行和病原传播
卢 昕 副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6:00-17:30 旅行卫生委员会换届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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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9:00-17:00

地点：六号楼二层第 2 会议室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卫生应急分会

承办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

加强卫生应急准备 提升全球紧急公共卫生行动能力

题：

主持人：
09:00-09:30

李

群 主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应急中心

开幕式
杨维中 主任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卫生应急分会

09:30-10:10

中国卫生应急进展与展望
许树强 主任 国家卫生计生委应急办

10:10-10:40

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杨洪伟 副主任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10:40-11:00 休息
11:00-11:30

应急准备和应急决策国际经验分享
冯子健 副主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30-12:00

世卫组织国际医疗队认证对我国卫生应急队伍建设的启发
劳炜东 主任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应急医疗管理办公室

12:00-13:30 午餐
13:30-14:00

全球卫生安全与公共卫生援助
王晓春 主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

14:00-14:30 地方卫生应急规范化建设经验交流
14:30-15:00

国际卫生条例联合外部评估(JEE)
许 真 副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中心

15:00-15:30

中国疾控中心 EOC 介绍
金连梅 副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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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50 休息
15:50-16:10

优秀论文报告 1：2004-2012 年黑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网络报告食物中毒事件调查报告质量评价

16:10-16:30

优秀论文报告 2：广西边境地区县级医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能力调查

优秀论文报告 3：A meta-analysis of the success rates
of heartbeat restoration within the platinum 10 min
16:30-16:50
among outpatients suffering from sudden cardiac arrest
in China
16:50-17:00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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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8:30-16:00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石油系统分会

支持单位：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心医院

主

全周期健康理念与实践

题：

主持人：
08:30-10:30

姜

杉 主任委员

地点：九号楼一层第 15 会议室

中华预防医学会石油系统分会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
庄 宁 副司长 国家体制改革司

10:30-12:00 职业健康管理的进展
王 生 研究员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2:00-13:30 午餐
13:30-13:50

风险评估在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中的应用
侯广庆 主任 大庆油田职业病防治所

13:50-14:10 肿瘤治疗理念的变迁与思考
齐秀恒 主任医师 中石油中心医院肿瘤科
14:10-14:30 中国石油海外健康管理业务实践与展望
张雪军 副主任 中石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中心评价科
14:30-14:50 血清光抑素 C 在百草枯中毒所致急性肾功能损伤早期诊断
意义的临床研究
孙秀玖 主任医师 吉化总医院职业病科
14:50-15:10 发挥职工医院优势，做好员工健康管理
李继光 副主任医师 中石油中心医院健康管理科
15:10-15:30 叙事护理的探索与实践
李 春 主任医师 中石油中心医院
15:30-16:00 会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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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09:00-12:00

地点：会议楼一层第 3 会议室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全球卫生分会

承办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主

全球卫生视角下的传染病防治实践

题：

主持人：

周晓农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09:00-09:25

锥虫病等输入性风险评估
刘 琴 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

09:25-09:50

输入性疟疾和非洲疟疾流行关系
夏志贵 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

09:50-10:20 休息
10:20-10:45

全球卫生咨询服务能力的现状和挑战
向 浩 教授 武汉大学

10:45-11:10

WHO 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合作机制
Fabio Scano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

11:10-11:35

“一带一路”与全球卫生发展--中国卫生研发的机遇与挑战
黄旸木 博士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1:35-12:00

全球卫生学科发展方向
任 苒 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

12:0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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