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支机构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第二十一次全国职业病防治学术交流
大会

学术年会 湖南长沙 2017年10月

职业健康风险评估与实践培训班 培训活动 山东青岛 2017年6月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分会2017年常委会
会议

组织活动 待定 2017年1月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分会2017年常委扩
大会

组织活动 湖南长沙 2017年10月

流行病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第四次常
委会

组织活动 上海 2017年5月12日

流行病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第五次常
委会

组织活动 苏州 2017年12月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导论与简史培训
班

培训活动 合肥 2017年8月20-22日

华东地区第十三次流行病学学术研讨
会暨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专
题学术研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上海 2017年5月12-14日

2017年全国传染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
暨第十届晋冀鲁豫流行病学学术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张家口 2017年8月

全国艾滋病学术大会流行病学论坛 国内学术会议 广州 2017年10月

2017年中华预防医学会儿少卫生学会
常务委员会议

组织活动 湖北武汉 2017年4月

2017年全国儿童青少年健康论坛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11月

2017年全国学生主要疾病防控适宜技
术继续教育培训

培训活动 待定 2017年8月

2017年健康知识进校园活动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5月

食品卫生分会常委会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9月

食品卫生分会换届会议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9月

食品卫生分会学术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9月

食品安全技术支撑培训 培训活动 北京 2017年5月

食品安全进社区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4月

食品安全进校园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10月

环境卫生分会换届会议暨学科发展研
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5月

中国环境与健康大会 国内学术会议 深圳 2017年8月

环境卫生分会青年委员会换届会议暨
环境与健康R软件培训班

培训活动 深圳 2017年8月

2017年中华预防医学会分支机构工作计划表

计划活动共计267项，其中：【学术年会】36项、【国内学术会议】54项、【国际学术会议】1项、【培训活动】61项、【
科普活动】44项、【科技咨询】6项、【组织活动】54项、【其他】11项

1.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分会

2.流行病学分会

3.儿少卫生分会

5.环境卫生分会

4.食品卫生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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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环境卫生分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暨环境
与健康GIS软件培训班

培训活动 镇江 2017年11月

环境卫生学杂志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 北京 待定

卫生毒理分会第五届委员会议暨毒理
学学术研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待定 待定

关于外源化学物安全性评价的培训 培训活动 待定 待定

2017（第三届）毒性测试替代方法与
转化毒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南京 2017年7月

卫生毒理学分会常务委员会议 组织活动 南京 2017年7月

环境污染与健康科普宣传 科普活动 待定 待定

2017年全国公共卫生管理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 哈尔滨 待定

公共卫生管理分会全国市级疾控机构
学组第四届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 吉林省延吉市 2017年9月10日

公共卫生管理分会全国县级疾控机构
学组二届四次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 河南洛阳 2017年10月

公共卫生管理分会基层公共卫生管理
学组2017年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 待定 待定

卫生事业管理分会青年委员会换届暨
学术论坛

组织活动 上海 2017年5月8日

卫生事业管理分会常委会会议 组织活动 上海 2017年3月15日

卫生管理学科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
用研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山东 2017年8月15日

第二届卫生事业管理分会青年学者沙
龙暨学术研讨会

培训活动 济南 2017年4月18日

第十三届全国卫生管理院长（系主
任）论坛

培训活动 桂林 2017年8月16日

公共卫生体系相关理论与知识宣传 科普活动 上海 2017年9月2日

寄生虫分会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 广州 待定

健教试点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 上海 全年

疟疾日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 上海 2017年4月26日

社会医学分会常委会工作会议 组织活动 杭州 2017年10月下旬

全国社会医学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 北京 2017年10月下旬

社会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学术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深圳或宁波 2017年11月中旬

留守儿童父母亲子交流科普宣传 科普活动 浙江和贵州 2017年7-8月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者技能培训 培训活动 浙江衢州 2017年4月下旬

11.卫生工程分会 实验室环境安全研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广西 2017年5月

10.社会医学分会

5.环境卫生分会

8.卫生事业管理分会

7.公共卫生管理分会

9.医学寄生虫分会

6.卫生毒理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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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12.生物制品分会 2017中国生物制品年会 学术年会 成都 待定

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换届会 组织活动 待定 待定

2017年杀虫药械学组学术交流及学组
换届会

组织活动 待定
2017年10月底或11月

初

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蚊虫学组学术
交流会

国内学术会议 南京 2017年5月

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蝇类防制学术
研讨会暨蝇类学组会议

学术年会 海口或腾冲 2017年5月或7月

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蝇类鉴定技术
培训班

培训活动 海口 2017年5月

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第八届全国鼠
类及体表寄生虫学术研讨会

学术年会 待定 待定

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第十三届有害
生物管理PCO论坛

学术年会 待定 待定

公共卫生教育分会四届4次全体会议 组织活动 南京 2017年8月

筹建疾控教育学组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6月

公共卫生人才发展战略研究研讨会 科技咨询 北京 2017年4月

15.消毒分会
 2017年中华预防医学会消毒分会常委
会

组织活动 待定 2017年4月

第十四届妇女保健学术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湖南 2017年10月

更年期大会 国内学术会议 郑州 2017年8月

宫颈癌防控高级研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浙江 2017年5月

乳腺疾病防治专题讨论会 国内学术会议 西安 2017年5月

乳腺疾病防治进展讨论会 国内学术会议 长春 2017年10月

儿童保健分会中国儿童保健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 山东 2017年10月

儿童保健分会ABCD快乐育儿法培训班 培训活动 北京 2017年3月

儿童保健分会儿童疾病综合管理学习
班

培训活动 待定 2017年7月

儿童保健分会婴幼儿喂养与营养学习
班

培训活动 北京 2017年6月

儿童保健分会新生儿早期发展评估筛
查技术培训班

培训活动 上海 2017年11月

儿童保健分会儿童视觉发育及弱视斜
视防治研讨班

培训活动 山东 2017年10月

儿童保健分会儿童听觉保健适宜技术
培训班

培训活动 山东 2017年10月

儿童保健分会常委会会议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9月

儿童保健分会“儿童早期营养”专题
系列讲座

科普活动 待定 待定

17.儿童保健分会

13.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

14.公共卫生教育分会

16.妇女保健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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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18.微生态学分会 第17届全国微生态学学术会议 学术年会 杭州 2017年9月

卫生检验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 其他 北京 2017年6月

职业卫生空气检测标准修订技术交流
会

组织活动 武汉 2017年8月

生活饮用水检验技术学术交流会 国内学术会议 待定 2017年11月

2017年中国生物统计知识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 广州 待定

2017年中国生物统计年会 学术年会 武汉 2017年9月

第三届青年统计论坛 学术年会 待定 2017年11月

生物统计分会2017年常务委员会工作
会

组织活动 武汉 2017年9月

2017年中国生物统计系列培训 培训活动 武汉 2017年9月

21.预防医学信息专业委员会
预防医学信息专业委员会第二十七届
学术交流会

学术年会 宁夏兰州 2017年8月23-25日

第26次全国医院感染学术年会暨第13
届SIFIC2017年联合会议

学术年会 长沙 2017年6月

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培训班 培训活动 待定 待定

放射卫生专业第四届委员会第13次常
委会议

组织活动 云南普洱 2017年3月

放射卫生专业第四届委员会第14次常
委会议

组织活动 黑龙江牡丹江 2017年7月

核科学科普宣传 科普活动 新疆 2017年10月

放射卫生前瞻性研究论坛 国内学术会议 青海张掖 2017年5月

放射损伤检测与救治研讨（一） 培训活动 青岛 2017年10月

放射损伤检测与救治研讨（二） 培训活动 潍坊 2017年12月

口腔卫生保健学术年会 国内学术会议 上海 2017年10月

口腔卫生保健专业委员会常委会 组织活动 广州 2017年3月

920爱牙日活动 科普活动 上海 2017年9月

规范化口腔健康教育培训 培训活动 深圳 2017年6月

编辑专业委员会2017年常委会 组织活动 济南 2017年7月

编辑专业委员会2017年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 济南 2017年7月

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编辑培训班 培训活动 济南 2017年7月

26.卫生保健分会
卫生保健分会换届选举暨“健康中国
”研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湖北武汉 2017年10月

25.编辑专业委员会

19.卫生检验专委会

23.放射卫生专业委员会

24.口腔卫生保健专业委员会

20.生物统计分会

22.医院感染控制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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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第二届健康管理学科论坛 学术年会 浙江杭州 2017年10月

健康管理高峰论坛（U20） 国内学术会议 四川重庆 2017年10月

慢性病防控能力培训班 培训活动 京外 2017年8月

营养与慢性病防控能力培训班 培训活动 重庆 2017年7月

慢病分会换届暨学术交流年会 学术年会 北京 2017年3-5月

健康促进与教育分会换届暨学术交流
会

其他 宣武医院 第二季度

健康促进与教育分会学术年会 国内学术会议 待定 第三季度

创新医学科普专题研讨会 培训活动 待定 第三季度

健康促进与教育分会实践基地建立 其他 北京怀柔 待定

健康教育大讲堂、科普讲座 科普活动 宣武医院 待定

相约健康，你我同行系列科普讲座 科普活动
全国总工会老

干部局
待定

送医送健康老年保健咨询义诊 其他 社区、养老院 待定

健康促进与教育分会常委会会议 组织活动 北京 第二季度

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伤害监测学术交
流及培训活动

培训活动 北京 2017年7-10月

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伤害预防控制学
术交流大会

国内学术会议 呼和浩特 2017年7月27-28日

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跌倒预防优秀科
普作品征集

科普活动 上海 2017年7-10月

自杀预防研究新进展暨中华预防医学
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自杀干预学组
学术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济南 2017年5月19-22日

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妇女与老年伤害
研究学组换届及学术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武汉 2017年10-11月

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伤害防制会议 培训活动 深圳 2017年10-11月

2017年自由基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学
术交流会议

学术年会 河南新乡 待定

2017年自由基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全
委会会议

学术年会 河南新乡 待定

全国职业病高级医师培训班 培训活动 北京 2017年6月

农村改水改厕专业委员会常委会会议 组织活动 待定 第四季度

农村改水改厕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 待定 第三季度

农村饮水安全教育培训班 培训活动 待定 第二季度

农村安全环境健康教育材料编写 科普活动 北京 全年

30.自由基预防医学专业委员
会

28.健康促进与教育分会

27.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分会

26.卫生保健分会

29.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

31.农村改水改厕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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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健康风险评估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青年
委员会学术年会

国内学术会议 成都 2017年6月

健康风险评估技术与应用培训班 培训活动 北京 2017年9月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标准研讨专家会议 科技咨询 北京 2017年5月

健康管理与心脏康复讲习班 培训活动 全国
2017年3、4季度各一

期

健康管理与健康评估发展年会 学术年会 北京 2017年10月

旅行卫生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7月

旅行卫生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7月

境外输入性传染病学术交流活动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7月

旅行卫生知识培训活动 培训活动 北京 2017年9月

旅行健康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10月

“营养与疾病预防”2017年培训活动 培训活动
北京、宁波、
重庆、青岛

2017年4月、5月、6月
、7月

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分会换届会暨
学术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11月

生物安全与防护装备分会常委会会议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5月

2017年全国生物安全技术与装备学术
研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南宁 2017年8月

精神医疗社会工作暨康复服务研讨班 培训活动 上海 2017年6月

精神疾病预防康复新进展学术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上海 2017年9月

第21次全国职业病防治学术交流大会 学术年会 长沙 2017年10月18-22日

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会会议 组织活动 上海 2017年4月初

第21次全国职业病防治学术交流大会
筹备会及征文审稿会

国内学术会议 南昌 2017年9月中旬

职业病专业委员会第五届换届会议 组织活动 长沙 待定

“中毒事件应急处置及患者救治”培
训班

培训活动 长沙 2017年10月18-22日

有毒生物科普展 科普活动 天坛公园 待定

国境卫生检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2月

旅行健康平台随医行APP 科普活动 山东 2017年2月

网上发布旅行者需要关注的全球传染
病疫情信息

科普活动 北京 全年

国境卫生检疫专委会换届会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10月

39.国境卫生检疫专业委员会

32.健康风险评估与控制专业
委员会

35.生物安全与防护装备分会

34.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分
会

37.职业病专业委员会

36.精神卫生分会

33.旅行卫生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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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2017年度国际旅行医学大会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5月

专业技术人员业人员培训 培训活动 北京 2017年6月

突发化学中毒应急救援与临床救治护
理策略研讨会

培训活动 南京市 2017年6月

职业病与化学中毒救治研讨会 学术年会 南京市 2017年8月

高血压职业人群的自我管理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 南京市 2017年10月

中国石化职业健康工作会议 组织活动 待定 待定

石化系统分会工作会议暨换届会议 组织活动 北京 待定

职业病调查项目 其他 全国 2017年2-12月

《石油石化职业健康》编辑会议 其他 北京 全年

42.铁路系统分会 铁路运营食品安全学术研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铁路疗养院 2017年9月

煤炭系统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常委会议 组织活动 待定 2017年8月

煤炭系统分会职业健康促进与健康教
育学组筹备会议

组织活动 唐山 2017年3月

煤炭系统分会第三届委员会换届会议 组织活动 待定 2017年8月

煤炭系统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委会议 组织活动 待定 2017年8月

煤炭系统分会第五届学术交流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待定 2017年8月

煤炭系统分会职业病学学组第六次学
术交流活动

培训活动 待定 2017年8月

煤炭系统分会职业心理健康学组第三
次学术交流活动

培训活动 待定 2017年8月

石油系统分会工作会议 组织活动 廊坊 2017年1月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活动 科普活动 廊坊 2017年4月

员工心理压力疏导辅导班 培训活动 廊坊 2017年8月

石油系统分会第十三届学术交流会 学术年会 吉林 2017年11月

第九届中国循证与转化医学高峰论坛 国内学术会议 开封 2017年5月17-19日

第六届心血管病指南与临床论坛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11月4-5日

循证预防专委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
常委会

组织活动 开封 2017年5月19日

系统评价/meta分析初级培训班 培训活动 开封 2017年5月18日

心血管疾病健康科普讲座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10月21日

44.石油系统分会

39.国境卫生检疫专业委员会

45.循证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

41.石化系统分会

40.化工系统分会

43.煤炭系统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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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卒中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缺血新卒
中规范化诊疗走基层

培训活动 待定 2017年8月

世界卒中日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 待定 2017年10月29日

卒中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委会、
全委会

组织活动 厦门 2017年12月2日

卒中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第
三次学术年

学术年会 厦门 2017年12月3日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neurology and epidemiology(ICNE)

国际学术会议 厦门 2017年12月4日

第六届中国出生缺陷防控论坛 国内学术会议 待定 2017年8月

出生缺陷防控专业委员会常委会 组织活动 成都 2017年5月

优生优育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 待定 2017年8-9月

出生缺陷防控培训班 培训活动 待定 2017年5-6月

2017中国慢病大会老年病分会场 国内学术会议 待定 待定

世界痴呆日义诊 科普活动 宣武医院 2017年9月21日

2017年老年病预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
会

学术年会 待定 待定

低氧预适应训练仪推广培训 培训活动 待定 待定

2017年中国慢性病大会肿瘤预防与控
制分会场

国内学术会议 待定 待定

肿瘤预防与控制专委会工作会 组织活动 待定 待定

肿瘤预防与控制基骨干培训班 培训活动 安庆 2017年3月28日—31日

肿瘤防治与控烟干预培训班 培训活动 待定 待定

肿瘤防治宣传-戒烟咨询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4月

中国心脏病大会2017 心血管病防控峰
会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8月

中国心脏病大会2017 心血管基础医学
峰会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8月

中国心脏病大会2017 预防心脏病分会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8月

中国慢性病大会2017 心血管病防控分
会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待定

心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委会
（扩大）会议

组织活动 北京 待定

筹备撰写中国ASCVD风险预测指南 科技咨询 北京 2017年2-12月

ASCVD风险预测工具推广应用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2-12月

编撰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6 科技咨询 北京 2017年1-6月

51.心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
员会

50.肿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
会

48.老年病预防专业委员会

46.卒中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
会

47.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专业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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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糖尿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2017年
学术年会暨全体委员会

学术年会 上海 2017年7月8-9日

糖尿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倡议书 科技咨询 北京 2017年11月

2017年联合国糖尿病日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11月14日

糖尿病规范诊疗基层培训 培训活动 北京 2017年4月-10月

糖尿病管理学术沙龙 培训活动 北京 2017年4月-10月

2017中国健康传播大会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12月

健康传播分会常委会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9月

预防和急救心梗科普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12月

心脏年龄及心血管疾病负担科普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12月

关爱骨骼健康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12月

2017年度TOP10健康误区盘点与解读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12月

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 培训活动
北京及重点城

市
2017年5月

2017中国健康科普大赛 科普活动 北京 待定

2017中国慢病信息大会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待定

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赛 科普活动 腾冲市 待定

肛肠病防控分会年会 学术年会 北京 2017年9月

肛肠病预防诊疗新技术学习班 培训活动 北京 2017年5月

便秘的预防及治疗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6月

常见肛肠病预防策略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10月

骨与关节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第
二次全委会（常委会）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4月13日

第二届骨与关节病预防与控制学术会
暨第三届积水潭骨科新进展研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4月14日

地方义诊活动 科普活动 待定
2017年6月（一期）、

9月（二期）

健康保险专业委员会常委会 组织活动 济南 2017年4月

健康保险专业委员会2017年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 广西桂林 2017年7月

中国平安养老险健康管理培训班 培训活动
桂林、南宁、
杭州、宁波

2017年10-12月

健康评估、健康保险和健康精算模型
推介会

科普活动 济南 2107年11月

54.肛肠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
员会

56.健康保险专业委员会

53.健康传播分会

55.骨与关节病预防与控制专
业委员会

52.糖尿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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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出版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2017年
健康风险评估重点号

其他 济南 2017上半年

出版中华预防医学杂志健康保险及精
算重点号

其他 北京 2017下半年

第四届生殖健康学术研讨会 学术年会 郑州 2017年3月25-27日

高龄孕产妇困惑现场答疑 科普活动 北京顺义 2017年5月6-7日

第一届妇科微创手术无瘤操作规范及
技术培训班

培训活动 合肥 2017年9月15-17日

生殖健康分会一届2次常务委员会议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11月25日

呼吸病预防与控制分会常务委员会会
议

组织活动 北京 待定

呼吸病预防与控制分会第一届学术年
会

学术年会 北京 2017年7月

慢性呼吸疾病规范诊治学习班 培训活动
北京、大连、
昆明、兰州

2017年3、6、9、12月

2017年世界慢阻肺日、世界哮喘日、
世界睡眠日、世界肺功能日、世界无
烟日等主题宣传活动

科普活动 全国多省市 待定

全科医师呼吸病专项培训 培训活动 待定 待定

县级医院呼吸实用技术专项培训 培训活动 待定 待定

中英基层呼吸疾病防治与全科医学论
坛

国内学术会议 待定 待定

糖尿病足综合预防与治疗系列研讨会
（三期）

国内学术会议
广州、北京、

大连

2017年4月14—16日
2017年5月5—7日
2017年6月9—11日

压疮及难愈合创面综合治疗研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杭州 2017年5月11—15日

组织感染与损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
会常委会会议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5月

糖尿病足预防与控制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7月15—16日

筹备成立青委会及学组 组织活动 北京 全年

第一期全国疫苗与免疫青年人才托举
项目新疫苗免疫策略文献综述汇报会

培训活动 深圳 2017年3月

第二期全国疫苗与免疫青年人才托举
项目培训班

培训活动 待定 2017年7月

疫苗与免疫分会常委会会议 组织活动 待定 2017年4月

第一届全国疫苗和免疫研讨会 学术年会 待定 2017年10月

全国省市级疾控免疫规划研讨会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成都、
广州、杭州

2017年1-6月（5期）

提高基层预防接种规范能力教材编写
研讨会

其他 待定 2017年3月

提高基层预防接种规范能力省级科所
长培训班

其他 待定 2017年3-6月

提高基层预防接种规范能力师资培训
班

培训活动 待定 2017年3-6月（7期）

60.疫苗与免疫分会

59.组织感染与损伤预防与控
制专业委员会

57.生殖健康分会

56.健康保险专业委员会

58.呼吸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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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提高基层预防接种规范能力基层培训
班

培训活动 待定
2017年3-12月（12

期）

编撰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相关疫苗应用
技术专家共识

其他 待定 2017年1-6月

2017年疫苗和免疫新进展论坛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2月

预防接种日宣传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 北京 2017年4月

肝炎日宣传活动 科技咨询 待定 2017年7月

全球卫生分会常委会会议 组织活动 北京 2017年4月

北大全球卫生联盟合作学术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北京 2017年9月

西安交大合作学术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西安 2017年12月

全球卫生培训班 培训活动 西安 2017年12月

全球卫生科普健康教育 科普活动 网络平台 2017年9月

60.疫苗与免疫分会

61.全球卫生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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