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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标记免疫分析专业委员会 2019 年学术会议日程 

 

 

 

时间 内容 嘉宾 主持人

15:00-15:15 开展仪式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领导 、特邀嘉宾

15:15-15:30 北京中检安泰诊断科技有限公司

15:30-15:45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45-16:00 苏州翊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00-16:15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15-16:30 深圳市锦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30-16:45 天料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6:45-17:00 南京诺唯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时间：2019年6月27日（15:00-17:00）  地点：一楼和合厅主席台

新产品发布会

颜光涛、李红梅、敬   华、徐国宾、黄   颖、荫   俊、

胡成进、陈建魁、 伍  勇、张云林、王欣茹、王昌敏、

哈小琴、赵美萍、程义壮、马越云、秦   雪、林英辉、

姚见儿、邢力策、伍严安、张京成、陈万涛、顾  敏、

李立新、刘向祎、张贺秋、伦立民、伏建峰、陈宝荣、

胡成进、郭建巍、邓   芳、陈军浩、张   岩、王丕明、

梁红萍、赵   超、袁   军、黄华艺、方   芳、王占科、

夏剑波、王   辉、石   珊、黄   晶、黄   颷、韩   波、

程歆琦、孙旭东、李晓颜、赵利霞、唐玲丽、吴   俊、

吴东平、焦路阳、童海江、王   萍、廖   杰、王   军、

安   成、卢国强、唐   波、张建新、刘大标、彭新国

陈建魁

王海滨

开展仪式及新产品发布会

时间 地点 内容 演讲嘉宾

17:00-18:00 一楼和合厅 江苏泽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卫星会

企业卫星会

   时间：2019年6月27日（17:00-18:00）

19:30-20:30 一楼和合厅 “同心鉴”-中元标记免疫分析学术沙龙

标记免疫分析专业委员会学术沙龙

时间：2019年6月27日（19:3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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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报告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

8:30-8:40 开幕式欢迎词

颜光涛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标记免疫分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医学检验中心研究员

8:40-8:50 致大会开幕词

王成彬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医学检验中心主任

8:50-9:30 科技创新与医学发展
詹启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

9:30-10:10

10:10-10:50 蛋白质组学和精准医学
张玉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0:50-11:30
冷静研判正确梳理IVD产业现状及

未来

宋海波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医学检验产业分会会长

王欣茹

胡成进

开幕式、大会报告

时间：2019年6月28日（8:30-11:30）  地点： 一楼姑苏厅

合影+展台参观+茶歇

李红梅

敬  华

时间 地点 内容 演讲嘉宾

12:00-14:00 吴逸吴怡厅 雅培公司卫星会

12:00-14:00 吴歌吴憩厅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卫星会

12:00-14:00 吴语厅A 潍坊市康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卫星会

12:00-14:00 吴语厅B 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卫星会

12:00-14:00 碧螺厅 滨松光子学商贸（中国）有限公司卫星会

  企业卫星会

 时间：2019年6月28日（12: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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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报告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

14:00-14:30 题目待定

徐国宾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检验科主任、

北京医学会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

14:30-15:00 心血管迈向精准医学时代

周  洲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实验诊

断中心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心血管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

15:00-15:30 感染疾病的二代测序挑战与机遇
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

15:30-15:50

15:50-16:20
CRP, PCT, IL-6, NGAL和CEP-1在

脓毒症诊断及预后中的价值

崔丽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检验科主任、

临床实验室质控中心主任

16:20-17:00

茶  歇

优秀青年论文报告

时间：2019年6月28日（14:00-17:00）  地点：吴逸吴怡厅

李立新

刘向祎

郝   铁

分子诊断论坛

时间 报告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

14:00-14:30 神经递质与偏头疼

于生元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经内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神内分会副会长

14:30-15:00
神经免疫疾病抗体检测更立新神经

系统疾病的诊断

邹丽萍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儿内科主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儿童医学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常委

15:00-15:30 心脏新三项的建议

许俊堂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北京医师协会医学

检验专科医师（技师）分会常务理事

15:30-15:50

15:50-16:20 心脏标记免疫指标的临床分析

宋康兴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

16:20-17:00 全科医学与危重病救治

杜捷夫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急诊科/老年心内科主任医

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

神经心脑血管疾病论坛

时间：2019年6月28日（14:00-17:00）  地点：吴歌吴憩厅

茶  歇

伦立民

陈宝荣

陈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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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报告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

14:00-14:30
用于科研和诊断的参照标准品—-

细胞核酸蛋白分子的另一面

杨淑伟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联合创始人

14:30-15:00 新一代荧光标记物质的现状与展望

罗  阳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特聘教授、

世界华人检验与病理医师协会康复专委会副主委

15:00-15:30
天然与重组抗原原料在免疫诊断试

剂中的运用探讨

何良修

ACTHTEAM, LLC （美国芝加哥）创立者、总裁

中美歆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立者

15:30-15:50

15:50-16:20
新荧光粒子和检测技术在流式免疫

分析、免疫组化和POCT上的应用

王永强

博士 Ocean NanoTech 公司总经理、中国医疗器械协

会检测器材原料及元部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

16:20-17:00 优秀青年论文报告

茶  歇

IVD原材料论坛

时间：2019年6月28日（14:00-17:00）  地点：吴语厅A

李   艳

郭建巍

夏剑波

时间 报告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

14:00-14:30 分子诊断IVD设备发展

蔡  强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主任、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应用技术合作中心副主任

14:30-15:00
微流体在POCT领域的技术难点和

商品化瓶颈

黄  鹤

国家万人计划专家、嘉兴凯实生物创始人、

国内IVD 第三方仪器平台的领跑者

15:00-15:30 高性能医疗器械的研发与制造综述
罗峥嵘

高级工程师、广州沃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15:30-15:50

15:50-16:20
面向体外诊断未来需求的新型光电

探测器

赵  强

滨松光子学商贸（中国）有限公司光电探测器产品技术

负责人、中国光学学会光电专业技术委员会委员

16:20-17:00

IVD设备论坛

时间：2019年6月28日（14:00-17:00）  地点：吴语厅B

马越云

方    芳

韩   波

茶  歇

优秀青年论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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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路演项目 报告人 参与讨论的投资单位

14:00-14:15 电化学发光
秦  军

北京联众泰克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王  博

北京煜森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4:15-14:30 生物质谱的国产化开发与应用
李  磊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齐  菲

苏州协同医疗健康基金会

14:30-15:30
崔  辰

浙江华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30-15:50
张  鹏

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50-16:05 流式荧光仪器
黄  鹤

嘉兴凯实生物创始人

施振业

上海恩垒投资公司

16:05-16:20
张  超

杭州励迪可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6:20-17:00
盛  飞

上海国和创新医疗投资基金

茶  歇

讨  论

待  定

路演及IVD投资论坛

时间：2019年6月28日（14:00-17:00）  地点：碧螺厅

主持人：颜光涛、张  楠、荫   俊、黄   颖

讨  论

晚餐  时间：2019年6月28日（18:00-20:00 ）地点：香山酒店宴会厅

时间 报告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

20:00-20:20 专委会省级工作委员会情况汇报 孙桂荣、程义壮

20:20-20:40 专委会工作总结、明年工作计划 颜光涛

20:40-21:00 专委会调整、选举常委，增补委员 敬  华

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时间：2019年6月28日（20:00-21:00）  地点：吴逸吴怡厅

尹碧桃

荫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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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报告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

8:30-9:00
化学发光技术在感染性疾病检测中

的问题与对策

关秀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主任、黑龙江省医

学会检验分会主任委员

9:00-9:30
妇科肿瘤盆腔淋巴结转移风险因素

分析

孙桂荣

青岛大学医学部临床检验诊断学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

会检验医学分会临床免疫学组委员

9:30-10:00
血液蛋白质组与免疫性疾病的精准

医学研究

于晓波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蛋白质

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中国蛋白

质组专业委员会青委会主任委员

10:00-10:20

10:20-10:50
GP73调控巨噬细胞极化的作用

机制

杨晓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检验科主任、武警部队艾滋

病确认实验室主任、武警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0:50-11:20

茶  歇

优秀青年论文报告

李永哲

韩晓芳

谢小兵

免疫论坛

时间：2019年6月29日（8:30-11:20）  地点：吴逸吴怡厅

时间 报告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

8:30-9:00
HBx蛋白在HBV相关HCC的发病机

制研究

成  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

肝病中心主任、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9:00-9:30 甲状腺癌血清标志物临床应用
李智勇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

9:30-10:00
前列腺癌筛查及风险预测模型研究

进展

闫存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青年委员

10:00-10:20

10:20-10:50
肾脏病诊断学标记物的进展和临床

应用

王  涌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肾病科副主任医师

10:50-11:20

肿瘤论坛

会议时间：2019年6月29日（8:30-11:20）  会议地点：吴语厅A

茶  歇

优秀青年论文报告

刘文恩

程歆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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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报告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

8:30-9:00 质谱免疫测试

刘虎威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中国化学会色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9:00-9:30 POCT：从免疫到分子

蒋兴宇

南方科技大学/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讲席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9:30-10:00
基于微流控的POCT细胞检测与分

型

周  蕾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研

究员、全军生物药制造和剂型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10:00-10:20

10:20-10:50 NIH质谱应用情况

陈  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检验师、

首都医科大学讲师

10:50-11:20 量子点荧光免疫技术及其展望
牛英波

南京诺唯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

会议时间：2019年6月29日（8:30-11:20）  会议地点：吴语厅B

茶  歇

胡川闽

鲁辛辛

质谱与新技术论坛

时间 内容 嘉宾 主持人

11:30-11:50 新增常委、委员颁发聘书
颜光涛、刘虎威、敬  华、李永哲、徐国宾、荫  俊、

黄  颖、关秀茹、韩晓芳

11:50-12:00 大会总结闭幕

颁发证书及闭幕式

时间：2019年6月29日（11:30-12:00）  地点：和合厅主席台

王占科

刘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