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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辞 

各位国内外嘉宾，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主办，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承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全国结核病医

院联盟、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研究和培训合

作中心、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协办的“2019 年全国结核病

学术大会”将于 2019 年 6月在江苏苏州举行。谨代表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向各位在结核病防治工作中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诚挚邀请您参加

2019年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 

作为全球 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中国结核病防治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更存在众多机遇。实现 2035 年全球“终止结核病”目标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

这一代人手中，历史赋予的使命任重道远，我们既要仰望星空，志存高远，更要

脚踏实地，努力耕耘。 

为了我国结核病规划目标的实现，我们结核病医疗机构、结防机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以及众多综合医疗机构、科研机构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一方面，我

们需要进一步规范结核病诊疗和管理，提高防治工作质量，特别是在比较薄弱的

病原学诊断、耐药结核病筛查、规范治疗管理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

还要不断加强我们近年来建立起来的新型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完善其中衔接不

够顺畅的环节，充分发挥三位一体的合作优势；同时，在新诊断技术、新药物、

新管理手段的开发、研究、推广方面，我们也要快马加鞭，让新技术惠及更多结

核病患者。 

要实现防控目标，还需要综合医疗机构的积极参与。综合医疗机构是绝大多

数结核患者的首诊机构，在结核患者的早期发现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在结核病



合并疾病的诊疗方面也具有先天优势。综合医疗机构同样是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

的重要力量，需要互相学习、借鉴和并肩战斗。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已经成立 82 年。80 多年来，分会一直秉承 “传

承、创新”精神，立足我国结核病防治领域的焦点问题，搭建全国乃至国际结核

病医学领域的交流平台，促进结核病防治新策略、诊疗新进展、管理新手段的交

流，增强全社会参与结核病防治的意识，促进结核病诊疗防治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本届大会以“结核病诊疗：规范、精准、融合”为主题，就是希望促进结核病与

多学科的融合，希望广大结核病诊疗机构、结防机构和综合医疗机构携手努力，

促进当前结核病诊疗的规范化建设，促进以精准医疗为导向的新技术新方法的研

究和推广，全面推动防治工作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为实现结核病防控目标而

贡献力量。 

今年恰逢建国 70 周年，结核病学分会在国家卫健委、中华医学会以及各级

卫生行政部门关怀下，在结防机构和综合医疗机构支持下，在大家共同参与下不

断发展和成长。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强大、融合、开放的结核病学分会一定会不

辱使命，为我国结核病控制工作的春天贡献我们更多的力量。 

苏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长江

三角洲城市群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苏州具有 2500年历史，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作为历史名城，苏州不仅保留有“小桥流水、粉墙黛

瓦、古迹名园”的独特风貌，同时在与时俱进中不断赋予创新以新的内涵,使苏

州发展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苏州的城市精神是“崇文、融和、创新、致远”。

本次大会在苏州举办，我们希望借助苏州的城市精神，为我国的结核病防治工作

呐喊、助威！  

众人同心，其利断金。让我们携起手来，同心同德，一起努力致力于一个没

有结核病的世界！ 

2019年 6月，美丽的苏州欢迎您！2019 年学术大会欢迎您！  

 

李亮  

大会主席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各位国内外嘉宾，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结核病是我国主要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为了应对这一严峻威胁，交流结核

病诊疗新研究成果及技术，促进结核病防治工作质量的提高，中华医学会结核病

学分会定于 2019年 6月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 2019年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本次

大会的主题是：“结核病诊疗：规范、精准、融合”。届时将有超过 2000 余名

学者和嘉宾参加会议。诚邀您莅临大会。 

会议有关事宜如下：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承办：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协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北京结

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全国结核病医院联盟、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

心、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研究和培训合作中心 

 

二、组织结构 

大 会 顾  问：  端木宏谨  王撷秀  傅  瑜  肖和平   

大会指导委员会：刘志敏    李登瑞  梅  建  闫世明   綦迎成  

大会名誉主席：  饶克勤    高  文  许绍发  谭伟良 

大 会 主  席：  李  亮    

大会执行主席：  唐神结  

大会副主席： 

吴  琦  谭守勇  杜  娟  卢水华  卜  秋  程军平  易  星  艾开兴   

刘锦程  王卫华  朱同玉  秦敬民  蔺  刚  刘永煜  吴树才  于景来   

大会秘书长 ：杜  建 

组织委员会   

主  任：吴  琦  

副主任：程军平  易  星  刘锦程  艾开兴  彭  鹏  刘永煜  秦敬民   

蔺  刚  陈效友  朱同玉  闵奇萍  鞠秀婷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卫忠  于艳玲  于景来  马冬春  马振亚  马淑焕  王  琳（福州） 

王晓林  牛国强  牛晨霞  邓晓军  平措扎西        史保生  厍启录   



刘  勇  刘  磊  刘玉琴  刘永清  刘忠达  刘建西  刘建雄  池祥波   

许  琳  许  斌  纪滨英  严晓峰  杜映荣  李晋保  杨  励  杨枢敏  

杨国儒  肖芙蓉  吴锋耀  何金戈  余卫业  张  义  张广宇  张天华   

张红光  张宗德  张定宇  陆  伟  陆敬儒  陈金涛  陈振怀  陈海峰   

陈雪融  苑  星  范月玲  林淑芳  周  汉  周  菁  周  锐  郑绪鹏   

宗佩兰  郝  明  侯双翼  姜  岩  徐  侃  徐  麟  徐立民  高  飞   

郭永芳  唐海宁  谢朝辉  雷后兴  解忠义  褚衍友   

学术委员会   

主  任：唐神结  

副主任：谭守勇  杜  娟  卢水华  张  雷  毕利军  吴树才  吴妹英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卫民  马远征  王仲元  王秀华  王晓萌  王甦民  王锁柱  王霞芳 

邓云峰  申阿东  田  明  吕平欣  朱  敏  刘  刚  刘晓清  孙  鹏   

李  波  李  勇  李  琦  李文慧  李发斌  李国保  李明武  杨红雨  

时国朝  吴桂辉  吴智龙  沙  巍  沈  鑫  宋言峥  初乃惠  张  侠   

张  峣  张  慧  张文宏  张建平  张海青  陈力舟  陈步东  范  琳   

罗  萍  金  锋  周  琳  赵  红  赵  俊  赵雁林  段慧萍  侯代伦   

秦世炳  徐凯进  徐金田  高  谦  高孟秋  高绪胜  高微微  郭述良   

郭爱敏  黄海荣  梅早仙  董永康  谢长俊  谢本维  路希维  詹爱琴   

阚晓宏  谭耀驹  操乐杰  薛爱华 

秘书处   

主  任：刘宇红 

副主任：逄  宇  侯代伦  段鸿飞  许琴英  刘  晓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可鑫  马  艳  马皎洁  王  洁  王  琳（上海公卫）      王玉峰   

王红红  占  颖  丛  林  宁宇佳  邢志珩  师  宪  吕晓亚  朱  坤   

刘  芳  刘一典  许丽丽  孙  维  苏碧仪  李  云  李  丽  李  静   

李一诗  李大伟  李海霞  肖  华  肖  莉  张立杰  张彤群  陈  梓   

岳淑敏  柯  学  弭凤玲  姚  岚  姚宇峰  高  岩  高静韬  唐佩军   

崔金龙  康万里  彭  勃  程丽丽  舒  薇  谢仕恒  熊  瑜     

 

三、时间和地点 

1. 会议时间：2019年 6月 12-16日；12下午及 13日全天报到；13日会前

培训、青年论坛、分会常委会及全体委员大会等日程；14、15日正式会议；16

日撤离。具体内容见“五、简要日程”。 



2. 会议及报到酒店：江苏省苏州市凯宾斯基大酒店，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苏州工业园区国宾路 1号，(0512)62897888。 

3. 报到：请在会议酒店办理报到手续。如已提前缴纳注册费或房费，也可

以直接去预定的住宿酒店办理入住再到会议酒店办理报到手续。报到时请携带

个人身份证，注册费减免地区参会代表及研究生参会代表请携带相关证件。 

 

四、食宿 

会务组为参会代表以优惠价格预订了饭店，预订者需到会议网站上预订住房。

只有已经缴纳注册费及首日住房定金的代表的预订才有效。没有事先缴纳注册费

及住房定金的代表，会务组将不保证提供房间。会务组将根据预订先后顺序及房

源情况安排住房，尽可能考虑代表要求，但不保证预订房型。请登录会议网站查

看酒店情况并预定住房。 

1.凯宾斯基大酒店（主会场）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苏州工业园区国宾路 1 号） 

2.维景国际酒店（与主会场距离 5公里）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金鸡湖大道 1355 号） 

3.苏州福朋喜来登大酒店（与主会场距离 10.5公里）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 8 号） 

4.苏州观园琉苏酒店（与主会场距离 9.8 公里）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翠微街 168 号） 

5.沃姆精品酒店（与主会场距离 4.5公里）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水坊路 36 号星尚邻里 16 栋 F1） 

 

 

 

 

 

 

 

 

 

 

 

 



五、简要日程 

 

2019 年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日程框架 

6 月 12 日 

下午 
报到 

6 月 13 日 

上午 

报到 

会前培训 青年论坛 
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研

讨会 

专业委员会 

工作会议 

6 月 13 日 

下午 

《中国结核病年鉴（2019）》编辑启动会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工作会 

互联网医院研讨会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建国 70 年优秀人物颁奖活动 

6 月 14 日 

上午 

开幕式 

大会报告 

论文

交流 

6 月 14 号 

下午 

诊疗 

专场 

检验 

专场 

影像 

专场 

护理 

专场 

骨科 

专场 

临床试验

专场 

儿童 

结核病 

专场 

介入 

专场 

结核病诊

疗新技术

新产品 

专场 

6 月 15 号 

上午 

诊疗 

专场 

基础 

专场 

结脑 

专场 

重症 

专场 

胸外科 

专场 

预防控制 

潜伏感染

专场 

综合医疗 

机构专场 

介入 

手把手 

培训 

结核病诊

疗新技术

新产品 

专场 

6 月 15 日 

下午 

大会报告 

闭幕式 

 

六、学分 

参会人员将获得国家级继续教育 I类学分。 

 

七、收费 

1. 收费标准： 

注册费：1500 元/人（含资料）。 

研究生、西藏、新疆地区参会代表会务费为 1000元/人。 

优惠人员请携带相关证件。 

免费人员：特邀领导及特邀专家；相关活动部分获奖人员；媒体工作人

员；重要合作伙伴部分工作人员。 

2. 提前注册 



欢迎提前注册缴费，以收到会务费时间为准，享受如下注册优惠：  

2019年 5 月 20日后及现场收费：1500元； 

2019年 5 月 20日前注册并缴费：1400元； 

2019年 4 月 30日前注册并缴费：1300元； 

2019年 3 月 31日前注册并缴费：1200元。 

3. 企业工作人员代表注册费用：500 元，含餐券，不含资料。 

4. 缴费方式 

会议只接受在线支付和现场支付 

在线支付：中华医学会联合首信易支付平台，目前已经开通注册费网银

在线支付功能。登录大会网站 http://tb2019.tiemeeting.com ，点“参

会注册”按钮，按照提示进行网银在线交费。选择前期优惠注册类型的

个人代表，请在网上参会注册选定注册类型后，在“支付方式”处选择

“在线支付”方式，再选择您的发卡银行（您的银行卡需要开通网上银

行功能，信用卡则可直接使用），按照网页提示进行注册费的网上支付

操作。 

现场交费：您如果在 5月 31日前尚未通过网站注册，或只提交注册表

而未付注册费，请直接到大会注册现场办理缴费注册手续。 

5. 交通费、住宿费自理，会议期间就餐由大会统一安排。 

6. 大会提供正式发票。 

 

八、在线注册 

登录 http://tb2019.tiemeeting.com 提前进行在线注册并缴费；参会时，

请您携带本人身份证到签到并领取资料，办理入住手续。 

 

 

 

 

 

 

 

 

 

 

 

 



九、联系方式 

分会联系人： 

肖  华：18516846350，18516846350@163.com； 

马皎洁：18501319183，mmjiaojie@126.com； 

朱  坤：18514477373，zhukun@tb123.org； 

岳淑敏：13641302990，yueshumin@tb123.org； 

杜  建：jdu-sdu@163.com。 

网站注册技术人员： 

邵文秀，010-69251615-105，15001135330；E-mail：cmatb18@126.com；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鞠秀婷  电话：010-8515 8495             

 E-mail：juxiuting@cma.org.cn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北关大街 9号院一区，邮编：101149。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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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主会场交通图 

 

 

 

苏州-凯宾斯基大酒店（主会场）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苏州工业园区国宾路 1号。 

 



日期 主题 主持
6月12日

下午
报到 14:00 21:00 岳淑敏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30 8:50 刘宇红
8:50 9:20 我国推行结核病诊疗规范化的重要性 李亮 北京胸科医院
9:20 9:50 抗结核治疗药物 卢水华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9:50 10:20 结核病化学治疗方案 唐神结 北京胸科医院

10:20 10:30
10:30 11:00 重大科技专项课题缩短疗程的化疗方案治疗MDR-TB的研究进展 李琦 北京胸科医院
11:00 11:30 抗结核治疗不良反应处理 高孟秋 北京胸科医院
11:30 12:00 结核病合并症及并发症的处理 徐金田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12:00 12:30 特殊人群结核病的治疗 谭守勇 广州市胸科医院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课题会 8:30 10:30 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MDR-TB化疗新方案多中心大样本研究 ”课题研讨会

李 琦 北京胸科医院 高静韬

课题会 10:30 12:30 复治肺结核治疗高剂量方案的推广应用课题实施进展会 高微微 北京胸科医院 马艳
讨论会 9:30 11:30 王秀华

内容 主委/组长

8:30 9:30 儿童结核病专业委员会 申阿东
8:30 9:30 临床流行病和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 刘晓清
8:30 9:30 影像专业委员会 侯代伦/陈步东
8:30 9:30 重症专业委员会 李国保
8:30 9:30 胸外科专业委员会 宋言峥/金锋
8:30 9:30 护理专业委员会 王秀华/赵俊
9:30 10:30 基础研究专业委员会 毕利军/黄海荣
9:30 10:30 骨科专业委员会 马远征
9:30 10:30 呼吸内镜专业委员会 郭述良/丁卫民
9:30 10:30 临床试验专业委员会 刘宇红/范琳
9:30 10:30 结核性脑膜炎专业委员会 张文宏

10:30 11:30 检验专业委员会 谭耀驹/邓云峰
10:30 11:30 病理专业委员会 张海青
10:30 11:30 基础学组 毕利军
10:30 11:30 预防控制学组 刘宇红
10:30 11:30 临床学组 张雷
11:30 12:30 青年委员会 逄宇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30 8:45 “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解读 顾瑾 上海市肺科医院
8:45 9:00 结核病与原发免疫缺陷 李涛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9:00 9:15 适合中国特色的耐多药结核病超短程方案思考——规范、精准 熊瑜 山东省胸科医院
9:15 9:30 细胞因子诱导的自然杀伤细胞用于耐药结核治疗的个案报道 徐骏驰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会前培训

工作会

青年论坛暨

陈雪融
朱敏

段慧萍
李波

休   息

卢水华
李亮

唐神结
吴琦

谭守勇
杜娟

卢水华
李亮
吴琦

唐神结
杜娟
李亮

唐神结
卢水华
谭守勇
杜娟

内容

报到

李亮

侯代伦
章志华

2019年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日程
6月12-16日 江苏苏州   凯宾斯基大酒店

专业委员会会议

6月13日
上午

结核健康教育书稿讨论会

主管

6月13日
上午

时间

时间
开幕式

时间

时间

时间



9:30 9:45 婴幼儿结核病的临床与特征及住院疗效单因素、Logistic多因素分析 杨汝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9:45 10:00

10:00 10:15 超声分散技术处理痰标本的效果评价研究 田鹏 山东省胸科医院
10:15 10:30 双向蛋白组芯片策略用于鉴定结核与宿主相互作用的研究 吕翎娜 北京胸科医院
10:30 10:45 不同性状痰样本对抗酸菌涂片及MGIT960液体培养结果影响分析 许鑫鑫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10:45 11:00 喹诺酮暴露对结核病实验室诊断的影响分析 唐佩军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11:00 11:15 穿刺组织标本用于结核病诊断效能评价 张春蕾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11:15 11:30 粪便标本用于重症肺结核患者的诊断研究 刘荣梅 北京胸科医院

日期 主题 题目 主持
13:00 13:50 《中国结核病年鉴（2019）》编撰启动会 唐神结
14:00 15:00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七次常委会暨2019年第二次党小组会议
15:10 16:10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大会
16:20 17:20 互联网医院研讨会
17:30 19:00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建国70年优秀人物颁奖活动 李亮

日期 主题
6月13-15日 论文交流 8:00 18:00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7:30 8:00 苏州五院短片、互联网医院短片 程军平
8:00 9:00 开幕式 唐神结
9:00 9:20 创新和融合，迎接结核病防治新时代 李亮 北京胸科医院
9:20 9:50 待定 陈润生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9:50 10:10

10:10 10:25
10:25 10:40 互联网医院启动活动 刘志敏 北京结核病诊疗创新技术联盟
10:40 10:55 2018版结核病年鉴发布仪式 吴琦 天津市海河医院
10:55 11:05 中国第一个含贝达喹啉方案治疗耐多药结核病队列的早期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发布 高孟秋 北京胸科医院
11:05 11:10 第二批NDIP扩展单位名单、第二批NDIP国家级示范中心名单宣布 李亮 北京胸科医院
11:10 11:40 便携式生物传感器在疾病检测中的应用 陈颉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11:40 12:10 耐药结核病治疗专家共识解读 唐神结 北京胸科医院
12:10 12:30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50 耐多药结核病短程化疗研究 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50 14:10 肺部感染对肺结核发现与治疗的影响 谭守勇 广州市胸科医院
14:10 14:30 孤立性肺结节的诊治策略 黄文杰 南部战区总医院
14:30 14:50 气管支气管结核与耐多药肺结核相关性探讨 邝浩斌 广州市胸科医院
14:50 15:00 四川地区耐多药肺结核患者临床患病情况与耐药发生的相关性研究 杨铭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15:00 15:10 吡嗪酰胺经验性治疗回顾性研究 熊瑜 山东省胸科医院
15:10 15:20 MTB73在耐多药肺结核中表达及与左氧氟沙星及卷曲霉素联合治疗效果的关系 于丹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15:20 15:35
15:35 15:50
15:50 16:00 基于全基因组水平探究一线结核药物所致肝功能损害的易感性 贺建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00 16:10 采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石蜡包埋组织标本诊断耐药结核病的的研究 宋婧 北京胸科医院
16:10 16:20 76例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曾令武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16:20 16:30 常见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的临床特征及药敏试验结果分析 楼海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30 16:40 重庆市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对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的药物敏感性研究 罗明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16:40 17:00 菌阴肺结核诊断流程的思考 吴妹英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17:00 17:20 复治菌阳肺结核治疗成功后对再次复发肺结核的危险因素分析 高微微 北京胸科医院
17:20 17:40 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联合使用的最新数据分享 刘宇红 北京胸科医院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50 结核分枝杆菌全基因组测序在结核病精准治疗中的应用 高谦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纪滨英
王仲元

青年论坛暨
青年研究者
科研交流会

工作会

单位

逄宇
顾瑾

休  息

杜建

内容
在交流区域电脑展示

许绍发
高文

时间

时间

杜建

交流讨论—抗结核药物一致性评价

6月13日
上午

6月13日
下午

6月14日
上午

6月14日
下午

主会场

诊疗专场

时间

时间

时间

休息

休息

高飞
张义

杜鹃
易星

交流讨论—结核病细菌学检查的价值

交流讨论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13:50 14:20 今后的结核患者检测 森亨 日本结核病研究所
14:20 14:40 结核病实验室诊断最新进展 谭耀驹 广州市胸科医院
14:40 15:00 二代测序法结核耐药基因检测试剂的质量评价和国家参考品研制 石大伟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15:00 15:15 GeneXpert MTB/RIF在结核性心包炎诊断及利福平耐药检测中的应用 胡旭 河北省胸科医院
15:15 15:30 Xpert MTB/RIF Ultra在各种类型结核病中应用价值的临床评估 王桂荣 北京胸科医院
15:30 15:45 超氧化物歧化酶在结核性胸腔积液与恶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研究 吴艳华 山东省胸科医院
15:45 16:00 基于流式液相蛋白技术体外定量检测γ-干扰素体系的建立与评估 杨永辉 河北省胸科医院
16:00 16:15
16:15 16:30 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患者外周血免疫细胞改变及其临床意义 宋华峰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16:30 16:45 非标记定量蛋白质组学鉴别结核性胸腔积液和恶性胸腔积液特异蛋白分子标识的研究 潘丽萍 北京胸科医院
16:45 17:00 质谱技术在分枝杆菌菌种鉴定中的临床研究 张丽霞 天津市海河医院
17:00 17:20 结核病实验室认证认可规范 邓云峰 山东省胸科医院
17:20 17:40 2018年全国结核病实验室室间质控结果 逄宇 北京胸科医院
17:40 18:00 利用新型可递送自主发光元件的温敏性噬菌体快速检测活分枝杆菌及其药物敏感性 张天宇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所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50 重视CT引导下肺结核穿刺活检的临床价值 周新华 北京胸科医院
13:50 14:10 血行播散性肺结核影像学诊断与鉴别 柳  澄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14:30 14:50 肺结核人工智能（AI）诊断模型研究进展 侯代伦 北京胸科医院
14:50 15:10 尘肺合并肺结核影像学诊断与鉴别 陈步东 北京地坛医院
15:10 15:20 腹膜结核与腹膜癌的影像诊断及鉴别 孙小丽 北京世纪坛医院
15:20 15:30 能谱CT成像对磷酸二氢钙,一水粉末和晶块的分析研究 李  敏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15:30 15:40 耐多药肺结核与药物敏感性肺结核患者肺部空洞的CT特征分析 吴吉丽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15:40 15:50 艾滋病并发急性血型播散性肺结核的临床表现及CT影像学特点 李春华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15:50 16:05
16:05 16:15 流感病毒性肺炎的CT影像与临床 邢志珩 天津市海河医院
16:15 16:25 31例不典型影像表现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的误诊分析 李芳 北京胸科医院
16:25 16:35 脊椎结核与布病脊柱炎临床影像学及病理学表现比较 杨新明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6:35 16:45 肺结核胸部X线自动筛查的深度卷积网络新方法研究 曹  盼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16:45 17:05 肺结核合并假性动脉瘤影像学诊断 杨  瑞 河南省胸科医院
17:05 17:25 HIV合并肺结核影像学诊断与鉴别 施裕新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7:25 17:45 超声引导经皮肺穿刺技术临床应用 王茵 上海市肺科医院
17:45 18:05 不同病理类型气管支气管结核的影像学特征 曾  谊 南京市第二医院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50 王秀华
13:50 14:20 全球结核病护理新理念及新形势 Carrie Tudor 国际护士会
14:20 14:50 结核病防控进展 蔡虻 北京医院
14:50 15:05 护理相关创新保护与转化经验分享 张洪静 北京胸科医院
15:05 15:20 医技护联合干预模式下提高肺结核患者痰标本送检合格率的探索与实践 吴荣珍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15:20 15:35 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管理 陈晓凤 北京胸科医院
15:35 15:45
15:45 15:55 延续护理干预对耐药结核病患者康复的影响 杨风勤 新疆胸科医院
15:55 16:05 鼻肠管在重症结核病患者中的应用 张春霞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16:05 16:15 多学科合作在肺结核大咯血患者中的应用 黄金鹏 杭州中心医院
16:15 16:25 结核患者延续护理APP的开发与应用 鲁敏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25 16:35 气道管理方案在肺结核合并呼吸衰竭患者中的应用 王秀军 北京胸科医院
16:35 16:45
16:45 16:55 门诊综合关怀措施对耐多药肺结核患者心理干预效果评价 左颖萍 武汉市肺科医院
16:55 17:05 失效模式及效应分析在预防住院结核病患者跌倒中的应用 王超 天津市海河医院
17:05 17:15 对176例全球基金耐多药肺结核项目病人实施个性化护理的体会 刘心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刘玉琴
罗萍

黄淑敏
鲍美娟

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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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前
吴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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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 17:45 影像学在结核病患者静脉治疗管理中的应用 侯代伦 北京胸科医院
17:45 18:15 国际护士会《耐药结核治疗副作用管理护理指南》解读 郭爱敏 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42 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骨结核诊疗融合发展及指南编写工作 马远征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13:42 13:54 脊柱感染性疾病的鉴别诊断与手术指征 秦世炳 北京胸科医院
13:54 14:06 脊柱结核微创手术进展与技术局限性 董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06 14:18 单纯后路、单纯前路或前后联合入路治疗成人胸椎结核的中期疗效分析 张宏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脊柱外科
14:18 14:30  前路手术治疗颈胸段你脊柱结核的临床效果多中心研究 许建中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30 14:40
14:40 14:46 后柱截骨、悬臂梁技术及牵引矫正联合前路植骨融合治疗重度胸腰椎结核性后凸 买尔旦·买买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46 14:52  横突钢板固定、椎板融合及前路病清、植骨治疗上胸椎结核的疗效观察 庄宏达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14:52 14:58 后路阶梯微创手术与后路开放融合手术治疗胸椎脊柱结核的对比研究 步荣强 北京裕和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
14:58 15:04 3D打印模拟结合田氏骨刀在脊柱外科手术中的应用 马原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15:04 15:10 后路椎弓根钉棒系统治疗胸腰椎结核的并发症及应对策略 王中吉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15:10 15:16 HIV/AIDS合并脊柱结核手术疗效及预后分析 钱南平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15:16 15:26
15:26 15:32 胸腰椎结核后路手术治疗策略 张绍昆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脊柱外科
15:32 15:38 同一体位下OLIF联合后路内固定治疗腰椎感染 张泽华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38 15:44 脊柱结核后路手术：适应症和手术技术 盛伟斌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44 15:50 一期后路保留脊柱后柱结构椎弓根钉内固定植骨融合术治疗胸椎结核的 疗效分析 柳盛春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15:50 15:56 短节段固定病椎植入短椎弓根钉治疗脊柱结核359例的应用体会 李兆鹏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15:56 16:02 三种手术方法治疗儿童脊柱结核的临床疗效 梁卫东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02 16:12
16:12 16:18 利福平/β-磷酸三钙/新型聚（己内酯）-b-聚（丙交酯-co-乙交酯）缓释材料制备 李大伟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16:18 16:24 数字技术在腰椎结核斜前方入路椎间融合手术规划中的应用价值 赵明伟 青岛市胸科医院
16:24 16:30 3D打印技术在人工髋关节置换一期治疗活动期髋关节结核中应用研究 王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16:30 16:36 脊柱结核的围手术期处理策略（附402例分析） 刘丰胜 河北省胸科医院
16:36 16:42 一期前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治疗小儿颈椎结核 普拉提·买买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42 16:48 胸腰椎结核术后疗效欠佳的处理 张强 广州市胸科医院
16:48 16:58
16:58 17:04 非典型胸腰椎结核的临床诊断和手术治疗 李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7:04 17:10 腰骶椎结核前路手术风险评估 宋洁富 山西省人民医院
17:10 17:16 脊柱结核术前不同化疗时间对手术安全性及预后的研究 郭海龙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16 17:22 利用椎间孔镜治疗脊柱结核体会 唐国柯 中南大学湘附属株洲医院
17:22 17:28 小切口技术在胸腰椎结核前路手术中的应用疗效分析 施建党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17:28 17:34 胸腰段脊柱结核的手术治疗 邢文华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7:34 17:44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50 儿童潜伏结核感染专家共识解读 申阿东 北京儿童医院
13:50 14:10 儿童结核性脑膜炎临床特点及病例分享 许红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4:10 14:30 儿童肺结核与其他肺部疾病的鉴别诊断 徐保平 北京儿童医院
14:30 14:50 疑难、非典型儿童结核病临床病例分享 王艳春 昆明市儿童医院
14:50 15:10 儿童结核病临床诊断存在的问题 郑湘榕 湘雅医院
15:10 15:30 儿童结核病临床典型病例分享 李曦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15:30 15:45
15:45 16:05 关注原发免疫缺陷患儿BCG接种问题 曾玫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6:05 16:25 合并原发免疫缺陷的卡介苗播散诊断思路 卢根 广州妇女儿童医院
16:25 16:45 儿童肺结核影像学特点及与常见肺部疾病鉴别 段晓岷 北京儿童医院
16:45 17:00 132例藏族儿童结核病临床分析 刘海燕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17:00 17:15 结核性脑膜炎评分系统在儿童结核性脑膜炎与化脓性脑炎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张同强 天津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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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讨论嘉宾 郑秋坚 陈前芬 索南昂秀 罗春山 鲍锐 江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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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
地理下提

讨论（讨论嘉宾  杜向阳 陈勇 董友 王文璋 鲍玉成 董伟杰）



17:15 17:30 三种分子生物学方法联合检测胃液诊断儿童肺结核的研究 王莲芝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17:30 17:45 婴幼儿（3岁以下）肺结核的CT影像学特点 方伟军 广州市胸科医院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3:50 待定 待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13:50 14:20 Nix-TB临床试验进展：治疗XDR-TB和难治性MDR-TB解决方案 Sandeep Juneja TB Alliance
14:20 14:40 CTCTC/NDIP进展 刘宇红 北京胸科医院
14:40 15:00 25例含贝达喹啉方案治疗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短期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吴桂辉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15:00 15:10 湖北地区贝达喹啉治疗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金武 武汉市肺科医院
15:10 15:20 莫西沙星联合卷曲霉素治疗耐多药肺结核的系统评价 阮军 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
15:20 15:30 糖皮质激素在气管支气管结核中的应用进展 杨松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15:30 15:35 第三批CTCTC青年研究者培训项目入选名单宣布 刘宇红 北京胸科医院
15:35 15:50
15:50 16:00 结核病免疫治疗临床研究 胥萍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16:00 16:10 结核病患者伴血液系统指标异常的现况调查及治疗后随访研究 陈裕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16:10 16:20 重组结核分枝杆菌CFP10-ESAT6变态反应原（RP22）的Ⅰ期临床研究 夏露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6:20 16:30 联合检测白介素27和ADA对结核性胸膜炎应用价值探讨 吴迪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16:30 16:50 结核病的营养研究与科研设计 沈生荣 浙江大学
16:50 17:10 结核病临床试验质量控制 陈姝 FHI360
17:10 17:30 结核病疫苗研究新进展 徐苗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17:30 17:50 耐多药结核病临床研究与设计 范琳 上海肺科医院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30 14:10 气管支气管结核的治疗进展 傅瑜/丁卫民 北京胸科医院
14:10 14:35 胸膜结核的精准诊断与鉴别诊断 王洪武 应急总医院
14:35 15:00 肺结核的精准介入诊断 王晓平 山东省胸科医院
15:00 15:25 儿童气管支气管结核介入诊治 焦安夏 北京儿童医院
15:25 15:40 不同介入治疗方法治疗炎症侵润型气管支气管结核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郭春辉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15:40 15:55 经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巨大溃疡型支气管结核5例临床分析 蔡华锋 西安市胸科医院
15:55 16:10
16:10 16:25 超声支气管镜引导针吸活检术在纵膈淋巴结核的诊断价值及应用 杨俊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胸科医院
16:25 16:40 结核性中心气道狭窄临时置入金属支架后并发症与内镜随访频率的相关性研究 周霞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16:40 16:55 虚拟导航支气管镜在支气管结核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程丽平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55 17:20 结核介入中心的建设规范 吕莉萍 安徽省胸科医院
17:20 17:45 耐多药结核病介入治疗进展 孙鹏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17:45 18:10 大咯血的多学科融合救治 郭述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日期 主题
6月14日

下午
新技术新产

品专场
13:30 18:00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20 待定 陈效友 北京胸科医院
8:20 8:40 NTM肺病优化治疗策略 沙巍 上海市肺科医院
8:40 9:00 我国贝达喹啉临床使用经验 高孟秋 北京胸科医院
9:00 9:15 结节性红斑与结核病相互关系 严晓峰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9:15 9:30 抗结核药物致肝损伤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 纪滨英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9:30 9:40 69例无症状肺结核患者的实验室与影像学检查结果分析 杨江华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9:40 9:50 经内科胸腔镜术诊治575例结核性胸膜炎患者回顾性分析 徐玉荣 山东省胸科医院
9:50 10:05

10:05 10:15 150例胸水抗酸杆菌培养阳性结核性胸腔积液ADA数据分析 张晶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10:15 10:25 含卷曲霉素方案治疗耐多药肺结核疗效分析 李笑楠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10:25 10:40 精准治疗vs经验性治疗-CT引导下穿刺活检在肺结核诊断治疗中的应用 周震 北京胸科医院
10:40 11:00 市级结核病医院远程医疗的探索实践 张建平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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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11:20 “成人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临床规范应用专家共识”解读 张智健 解放军总医院
11:20 11:40 肺结核病的康复医疗现状和进展 林明贵 清华长庚医院
11:40 12:00 耐药结核病病理学诊断进展 车南颖 北京胸科医院
12:00 12:40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20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与宿主泛素系统 刘翠华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8:20 8:40 结核分枝杆菌毒素-抗毒素系统的鉴定与功能研究 张俊杰 北京师范大学
8:40 9:00 非传统T细胞在抗结核免疫中的调节机制 程小星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9:00 9:20 基于EN-ARMS-PCR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异烟肼耐药基因的效率评价 吴树才 河北省胸科医院
9:20 9:30 肺结核患者IGRAs阴性与外周血Vγ2Vδ2 T细胞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闫丽萍 上海市肺科医院
9:30 9:40 临床结核分枝杆菌中RskA不同表达模式对其体内生存力和致病力的影响分析 刘鼎乾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9:40 9:55
9:55 10:05 青蒿琥酯联合碳青霉烯类药物对耐药结核分枝杆菌抗菌活性研究 马小华 长沙市中心医院

10:05 10:15 中国西部汉族人群肺结核感染风险与维生素D受体基因多态性关系分析 徐少华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医院
10:15 10:35 结核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占俊玲 中国医科院动物所
10:35 10:55 结核分枝杆菌基因表达调控和基因功能研究 周亚凤 佛山大学
10:55 11:15 全国结核病耐药性基线调查357株耐多药结核杆菌分子流行病学和基因组学研究 陈非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
11:15 11:35 针对结核分枝杆菌RNA聚合酶的机制研究和抑制剂发现 张余 中科院上海植生所
11:35 11:55 结核潜伏感染的研究进展 张宗德 北京胸科医院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20 中国中枢神经系统结核诊治指南发布 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8:20 8:40 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病的临床类型探讨 关鸿志 北京协和医院
8:40 8:55 头颅MR增强扫描在急性血行播散性肺结核患者中筛查结核性脑膜炎的价值 黄麦玲 北京胸科医院
8:55 9:10 重症结核性脑膜炎诊治探讨 韩利军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9:10 9:25 2010-2017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枢神经系统结核感染队列研究 周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9:25 9:40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影像诊断策略 黎  元 华山医院放射医学
9:40 9:55 结核性脑膜炎鉴别诊断策略 冯国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9:55 10:10 中国结核性脑膜炎临床诊疗现状分析：全国50家三甲医院调查报告 张琪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10 10:25
10:25 10:40 从不明原因发热病例中发现结脑 刘  钢 北京儿童医院
10:40 10:55 颅内结核影像学分型与诊断进展 侯代伦 北京胸科医院
10:55 11:10 HIV阴性结核性脑膜炎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唐佩军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11:10 11:25 抗结核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在结脑中的应用 陈澍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25 11:40 狼疮合并结脑与狼疮脑病鉴别诊断 郑立恒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11:40 11:55 利奈唑胺治疗危重结核性脑膜炎的效果分析及对患者脑脊液NGF及其受体的影响研究 朱烽烽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12:00 13:00 结核性脑膜炎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处理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30 结核病机械通气模式选择和精细化参数调整 李国保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8:30 8:50 肺结核机械通气患者的营养治疗 柯学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8:50 9:10 脓毒性休克的液体复苏以微循环为导向：YES 吴文娟 武汉金银潭医院
9:10 9:30 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救治中ECMO的经验分享 李锋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9:00 9:20 血行播散性肺结核与DAD/ARDS 陈瑛 河南胸科医院
9:20 9:40 ICU如何应对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 孙文青 山东胸科医院
9:40 9:55
9:55 10:15 重症肺结核出现咯血的高危因素合并慢性肺真菌病的临床识别 孙德斌 沈阳胸科医院

10:15 10:35 肺结核大咯血的介入治疗 徐培水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10:35 10:55 经腰大池引流管持续ICP监测技术在重症结脑抢救中的意义 买尔旦 新疆胸科医院
10:55 11:15 结核病合并慢性肾脏病患者营养管理与治疗 林霏申 南京市第二医院
11:15 11:35 特利加压素在脓毒血症中的应用 孟伟民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11:35 11:55 血浆置换联合持续血液滤过治疗 抗结核药物所致多器官功能损伤1例讨论 张金荣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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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20 3D打印技术在胸壁重建中的应用进展与展望 李小飞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8:20 8:40 肺结节外科处理 毛友生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
9:00 9:20 欧洲耐多药肺结核外科共识 宋言峥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9:20 9:40 脓胸诊断和治疗策略进展 金锋 山东省胸科医院
9:40 10:00 Xpert MTB/RIF 检测技术在肺结核及耐药结核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王子彤 北京胸科医院

10:00 10:15
10:15 10:25 微创理念在复杂结核性脓胸外科治疗中的建议 崔超 天津市海河医院
10:25 10:35 基于电子胸腔镜技术的肺结核外科治疗 李辉 河北省胸科医院
10:35 10:45 腹盆腔结核诊治策略 陈其亮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10:45 10:55 不同抗痨阶段的手术病理标本各类结核病原学阳性率比较及临床意义分析 刘小玉 武汉市肺科医院
10:55 11:05 单孔胸腔镜下严重肋间隙狭窄的脓胸患者全纤维板剥脱术 周逸鸣 上海市肺科医院
11:05 11:15 介入栓塞加肺叶切除术在顽固性咯血患者治疗中的作用 朱建坤 山东省胸科医院
11:15 11:25 利用房间隔缺损封堵器封堵结核性支气管胸膜瘘的应用研究 刘家杰 广州市胸科医院
11:25 11:35 早期手术清除胸水及分隔治疗结核性胸膜炎疗效分析 白峰 河北省胸科医院
11:35 11:45 外科手术在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治疗的作用探讨 陈品儒 广州市胸科医院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20 流行病学调查在结核病控制中的作用 端木宏谨 北京胸科医院
8:20 8:40 再论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 贺晓新 北京市结核病控制所
8:40 9:00 学校结核病疫情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处置专家共识解读 沈鑫 上海市疾控中心
9:00 9:10 武汉市2018年学生流行特征和学校聚集性疫情现况分析 李月华 武汉市肺科医院
9:10 9:20 2017年山东省学校结核病防控现状调查分析 王仕昌 山东省胸科医院
9:20 9:30 天津市肺结核短程督导治疗期死亡危险因素的回归分析 谢祎 天津市海河医院
9:30 9:40 耐多药结核病发病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 邱倩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9:40 9:50 新疆肺结核流行特征及空间聚集性分析 贺湘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胸科医院
9:50 10:05

10:05 10:15 青藏高原肺结核合并真菌感染患者的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耐药率分析 白雪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10:15 10:35 结核病潜伏感染的诊断与免疫干预 范小勇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0:35 11:05 日本结核潜伏感染的干预政策和现状 森亨 日本结核病研究所
11:05 11:25 老年结核病潜伏感染的预防研究 高磊 中国医科院病原所
11:25 11:45 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预防性服药研究进展 张慧 中国疾控中心
11:45 12:05 结核潜伏感染的干预，十字路口的历史选择 卢水华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8:00 8:20 慢阻肺与肺结核 杜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8:20 8:40 不孕症与结核 盖晓燕 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
8:40 9:00 疑难病例多学科讨论 王建军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9:00 9:20 肺外结核病的鉴别诊断 彭  劼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9:20 9:40 国际肺曲菌病诊疗指南解读 朱丽萍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9:40 9:55 监狱结核病防治经验介绍 张硕 内蒙古第四医院
9:55 10:05 易误诊为乳腺结核的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的临床病理特征（附31例分析） 刘启梁 武汉市肺科医院

10:05 10:20
10:20 10:30 深圳市慢性肾病患者并发结核病状况调查分析 邓国防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10:30 10:40 98例结核病合并视功能损伤的临床分析 薛卉 天津市海河医院
10:40 10:50 烟草暴露对肺结核痰菌及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 冯燕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50 11:00 武汉市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治愈5-8年后生命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坚杰 武汉市肺科医院
11:00 11:15 肝损伤多学科病例讨论 李涛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1:15 11:30 抗结核药物肝损伤的诊断 张侠 南京第二医院
11:30 11:50 抗结核药物肝损伤的治疗 初乃惠 北京胸科医院
11:50 12:10 基于DRGs的医院质量管理评价体系研究 陈先祥 武汉市肺科医院

日期 主题

休息

刘建雄
刘永煜

周琳
林淑芳

秦敬民
余卫业

休息

肖芙蓉
徐凯进

休息

徐金田
时国朝

张雷
徐侃

胸外科专场

预防控制潜
伏感染

6月15日
上午

时间

时间

时间

时间

综合医疗机
构专场

6月15日
上午

内容

6月15日
上午



6月15日
上午

新技术新产
品专场

8:00 11:30

日期 主题

6月15日
上午

呼吸内镜介
入操作手把

手培训
8:00 11:30

日期 主题 题目 发言人 单位 主持
13:00 13:40  结核病感染和发病的诊断标志物 Maria Laura Gennaro  新泽西医学院
13:40 14:05 临床研究和循证医学的时代 刘晓清 北京协和医院
14:05 14:45 为了治愈所有的患者：新治疗方法的研究管线 Sandeep Juneja TB Alliance
14:45 15:10 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治及其进展 黄建安 苏州大学
15:10 15:30
15:30 15:40
15:40 16:05 待定 马冠生 北京大学
16:05 16:30 盖茨基金会抗结核新药和新方案研发思路 桓世彤 盖茨基金会驻华代表处
16:30 16:55 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结核合并糖尿病指南解读 林岩 UNION北京办公室

闭幕式 17:00 18:30 唐神结

王卫华
刘锦程

颁奖仪式暨闭幕式

呼吸内镜介入操作手把手培训

交流讨论—利福喷丁的临床研究进展及展望6月15日
下午

 全体大会

时间

结核病诊疗新技术新产品介绍

内容时间

休息

谭守勇
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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