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南方检验医学学术大会 

2020 年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第七届粤港澳检验医学学术论坛 

（东莞嘉华酒店）（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会务组联系方法:亓老师  13688867078   孙老师 020-62787123   官方网站:www.nflab.net 

 

时间 2020 年 11 月 27 日-29 日 

11 月 27 日   8:30 - 13:30 参会人员报到（地点:   酒店大堂 ） 午餐：   简餐 

11 月 27 日  14:30—15:00 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血液学组成立会议           四楼 F8 多功能厅 

11 月 27 日  15:00—15:30 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创新与转化学组成立会议     四楼 F8 多功能厅 

11 月 27 日  15:30—16:00 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实验室管理学组成立会议     四楼 F8 多功能厅 

11 月 27 日  16:00—16:30 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教育学组成立会议           四楼 F8 多功能厅 

11 月 27 日  16:45 - 17:15 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常委员暨大会主席团会议                   四楼  F8 多功能厅  

11 月 27 日  17:20– 18:00 大会开幕式暨设备展览会开幕式                                 五楼嘉华殿堂 

11 月 27 日  18:00-19:00 壁报口头解说时间，届时请作者务必到场，广东检验学会青委组织人员前往评审（地址: 五楼嘉华殿堂） 

11 月 28 日  12:30—13:00 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 POCT 学组成立会议          四楼  F9 多功能厅 

11 月 28 日  13:00 – 13:30 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分级诊疗学组成立会议        四楼  F9 多功能厅 

11 月 28 日  13:30–14:00 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检验信息学组成立会议        四楼  F9 多功能厅 

11 月 28 日  17:30—18:30 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全委会                                    四楼  F5 多功能厅  

11 月 29 日  12:00 – 13:00 大会闭幕式、优秀论文颁奖典礼（地址：五楼嘉华殿堂） 

 

时间 

主 会 场 （ 地址:  五楼嘉华殿堂  ）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青年发展论坛    （专家联系：司徒博 ） 

14:00—14::30 王伟佳 南方检验医学优秀论文演讲大赛 （序列详见附录） （ 评委：王伟佳、张俏忻、赵可伟、胡炎伟） 

14:30—14:55 

司徒博

柯培锋 

大会报告  闫存玲 副主任 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 
基于 PIVKA II 和 AFP 的国内肝癌多中心研究进展 

14:55 –15:20 大会报告  韩丽乔 博士 广东省中医院 我的检验标准化之路 

15:20 —15:45 
大会报告  周宏伟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

院 
CALM 助力检验医学多中心研究 

15:45—16:00 茶歇 

16:00-–16:25 

陈定强

熊丹 

大会报告  郑磊 南方医科大学 创新微流控技术引领急诊检验技术革命 

16:25–16:50 大会报告 何彦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人体微生物新型标志物挖掘 

16:50—17:15 大会报告  袁文常 广医金域检验学院 基于临床微⽣物检验⼯作的科研思路探讨 

17:20-18:00 大会开幕式暨设备展览会开幕式 

18:30-20:00 会议代表自助餐  （地址: 酒店                  ） 

 



 

时间 

主 会 场 （ 地址:  五楼嘉华殿堂  ） 

2020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大会特邀主题报告  （ 专家联系： 张鹏 ） 

8:00 – 8:30 黄宪章 南方检验医学优秀论文演讲大赛（序列详见附录）（评委：王前、周宏伟、李林海、黄宪章） 

8:35—9:05 
曾方银 

黄宪章 

大会报告  王 前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新时期检验医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9:05 – 9:35 大会报告 府伟灵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太赫兹无标记检测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9:35—9:55 
梁红峰 

周宏伟 

大会技术报告   张小红，中国医学装备协

会检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肿瘤标志物的临床应用 

9:55—10:15 大会技术报告  唐艳林  罗氏诊断 
全自动凝血解决方案介绍--W.A.R.M 开启凝血检测新视

界 

10:15 --10:20  

10:20–10:50 
段朝晖 

张秀明 

大会报告   王华梁 上海市临检中心 上海市实验医学研究院建设汇报 

10:50–11:20 大会报告 干岭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编辑部 中华系列杂志的特点及投稿要求 

11:20—11:40 

郑卫东 

钟乔华 

大会技术报告 蔡玉婷 雅培诊断  全面提升实验室绩效-雅培全新 GLP 解决方案   

11:40 – 12:00 
大会报告  卢仁泉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 
肿瘤标志物检测的临床与应用 

12:00—12:20 
大会报告  孙德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DeepCell 引擎在阴道分泌物全自动

检测的应用与评价 

12:20-12:30 午餐  （现场发放简餐） 

12:30 – 13:00 石亚玲 大会技术报告  杨志 安图生物 突破桎梏 释放价值 安图实验室智能化方案 

13:00 –14:00 
李炜煊 

林楚杯 

卫星会议   吴标     迈瑞血球产品经理 全自动末梢血检测对血液分析流程的优化 

卫星会议    王彦中   迈瑞 TLA 产品经理 医学实验室发展的“五化”建设趋势探讨 

 

 

时间 

主 会 场 （ 地址: 五楼嘉华殿堂  ） 

2020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大会特邀主题报告（ 专家联系： 张鹏 ） 

11:10 – 11:35 

 

王前 

夏勇 

大会报告  潘世扬 江苏省人民医院 循环肿瘤细胞检测任重道远 

11:35 –12:00 大会报告  李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后疫情时代临床实验室的能力建设 

12:00 – 12:20 大会报告   杜利军  花都区人民医院 核酸快速检测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应用   

12:30 – 13:00 优秀论文颁奖典礼、大会闭幕式 

13:00-14:00 会议快餐  五楼嘉华殿堂    注:14:00 – 15:00 优秀论文作者到会务组房间         领取证书 

 



时间 第一分会场（  地址: 五楼嘉华殿堂  ）  

11 月 28 日下午   第一分论坛  肿瘤检测论坛   （专家联系： 李海侠  ） 

14:00-14:10 

郑磊 

王前   珠江医院     开场致辞 

14:10–14:50 大会报告  李文瑜  广东省人民医院   血栓与止血检测在肿瘤疾病管理的应用 

14:50-15:30 

黄宪章 

大会报告 李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

院 

2019 版 ASCCP 指南对高危型 HPV 持续性感染

的新认知 

15:30—16:10 大会报告  侯金林  南方医院  感染内科 抗病毒治疗时代 HCC 的诊疗新进展 

16:10-16:20 全体 总结 

16:20–16:30 茶歇 

16:30–17:10 

徐邦牢 

大会报告  肖飞  中日友好医院  胸外科 肺小结节预测模型-发展与探索 

17:10–17:40 技术报告  徐健  罗氏诊断 企业事务部 后疫情时代下 IVD 的发展机遇 

17:40 – 17:50 总结 

18:00 - 19:00 自助晚餐     

11 月 29 日上午    第二分论坛     创新检验技术论坛    （专家联系：司徒博） 

8:00 –8:30  吴显劲 南方检验医学优秀论文演讲大赛（序列详见附录） （评委：梁红锋、吴显劲、曲久鑫、古旭东） 

8:30– 8:55 
吴文苑 

王伟佳 

大会报告  郑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循环肿瘤细胞新技术及其应用 

8:55- 9:20 
大会报告  陈鸣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

大学  
生物传感器及纳米技术在临床实验诊断中的应用 

9:20-9:45 
张俏忻 

何凤屏 

大会报告  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基因编辑  助力医学分子诊断 

9：45- 10：00 技术报告  金海峰    亚辉龙  
自身抗体实验室检测的发展趋势和定量检测的临床

意义 

粤港澳 抗疫事迹分享  

10：00-10：08 

肇恒瑞 

何晓静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王前院长致辞 领导致词 

10：08-10：16 洪丽姬  澳门医务界联合总会  澳门抗疫分享 

10：16-10：24 何晓静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香港抗疫分享   

10：24-10：32 安泰学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武汉抗疫分享   

10：32-10：40 陈星     广州第八人民医院    广东抗疫分享 

10：40-10：48 陈晨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抗疫分享 

11:00–11:10 茶歇，请参会代表移步到主会场 ，参加大会特邀主题报告 

 

 

 

 

 



 

时间 第二分会场（  地址: 四楼 F5 多功能厅   ）  

11 月 28 日下午   第三分论坛  心血管发展论坛    （专家联系：胡炎伟   罗世华 ） 

14:00-15:00 曾方银 南方检验医学优秀论文演讲大赛（序列详见附录） （评委：曾方银、徐邦牢、纪玲、胡波） 

15:00–15:30 
胡炎伟 

陈聪 

大会报告  汪俊军  东部战区总医院   小而密 LDL、血脂亚组分检测技术及应用进展 

15:30-16:00 大会报告  杨向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HDC 表达髓系免疫细胞在急性心梗发生与损伤修复中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16:00—16:15 黄泽伟 

陈平 

技术报告  麦炜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SLCO1B1&ApoE 基因检测指导心脑血管疾病精准用药 

16:15-16:30 技术报告  郑卫东 深圳大学总医院  脂联素在糖尿病早期筛查中的应用  

16:30–17:00 
纪玲 

胡波 

大会报告  张真路  亚洲心脏病医院检验科  如何用好高敏肌钙蛋白 

17:00–17:30 大会报告   徐益鸣   广州医科大学 
血管损伤诱发的平滑肌细胞表型转换和内膜新生的腺

苷代谢调控机制 

17:30 –18:30 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全委会 

18:00 - 19:00 自助晚餐     

11 月 29 日上午    第四分论坛    后疫情时代实验室建设论坛        （专家联系：张晔  ） 

8:00 –8:30  侯铁英 南方检验医学优秀论文演讲大赛 （序列详见附录） （评委：侯铁英、刘集鸿、张拔山、张安） 

8:30– 8:55 
孙德华 

罗北京 

大会报告  张秀明  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 对检测系统完整性和有效性的再认识 

8:55 --9:20 大会报告  麻锦敏  华大基因  新型分子检测技术在感染性疾病中的分层合理应用 

9:20- -9:35 张拔山 

黄胜起 

大会报告  蔡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疫情后时代分子诊断技术的应用及发展   

9:35 – 9:50 技术报告  骆明勇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TORCH 定量检测临床应用 

9:50—9::55 茶歇，10:00-11:00，请在主会场门口刷取学分 

9:55—10:20 

侯铁英 

刘集鸿 

 

大会报告  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浅谈检验科管理 

10:20 --10:45 大会报告  崔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如何规范血细胞分析的报告 

10: 45—11:00 技术报告  曹晓刚 珠海丽珠 
自身免疫全自动多重液相检测&单人份化学发光结核

检测 

11:00–11:10 茶歇，请参会代表移步到主会场 ，参加大会特邀主题报告 

 

 

 

 



时间 第三分会场（  地址: 四楼 F6 多功能厅   ）  

11 月 28 日下午   第五论坛  实验室精益管理与人工智能论坛    （专家联系： 杨超 ） 

14:00-15:00 夏勇 南方检验医学优秀论文演讲大赛（序列详见附录）  （评委：张秀明、刘新光、夏勇、刘万里） 

15:00 – 15:10 郑磊 大会主席王前教授致辞 

15:10–15:40 

黄宪章 

大会报告  温冬梅  上海森栩医学科技 
用 AI 唤醒实验室“沉睡”的大数据——患者数据

质控法创新研究与智慧应用 

15:40-16:10 
大会报告  郝晓柯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智慧实验室带给我们什么？ 

16:10—16:40 大会报告 侯铁英   广东省人民医院 自动化实验室的智能化建设之路 

16:40–17:10 

肖刚 

大会报告 段朝晖 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 医学实验室精益管理运营 

17:10–17:40 大会报告 张拔山   东莞市人民医院 自动质控与自动审核在智能型实验室中的应用 

17:40 – 18:00 技术报告  刘小青  杭州深睿博联科技 
人工智能助力临床检验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hances Clinical Laboratory Analysis 

18:00 - 19:00 自助晚餐     

11 月 29 日上午    第六分论坛    新冠病原体检测论坛       （专家联系：肇恒瑞   ） 

8:00 –8:30  曹东林 南方检验医学优秀论文演讲大赛 （序列详见附录）（评委：温旺荣、周玉球、曹东林、郑和平） 

8:30– 8:55 

温旺荣 

周玉球 

 

大会报告  伍勇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临床微生物专业 ISO15189 现场评审浅析 

8:55- 9:20 大会报告  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结核病的分子诊断技术进展 

9:20-9:35 技术报告  易浔飞  宝创生物  多重探针扩增技术在病原体核酸广谱检测中的应用  

9:35—10:00 
曾方银 

徐邦牢 

大会报告  马筱玲  安徽省立医院 多粘菌素药物敏感性检测及临床解读专家共识 

10:00 -- 10:25 
大会报告   杨子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新冠实验室检测专家共识 

10:25- 10:40 曹东林 

谢荣章 

 

大会报告  周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后疫情时期的核酸检测新方案 

10:40 – 10:55  技术报告  邓继岿  深圳市儿童医院感染科 中国百日咳现状思考与诊治进展 

11:00–11:10 茶歇，请参会代表移步到主会场 ，参加大会特邀主题报告 

 

 



时间 第四分会场（  地址: 四楼 F7 多功能厅    ）  

11 月 28 日下午   第七论坛实验室自建方法与质量管理论坛     （专家联系：蔡贞   刘首娉） 

14:00 –14:25 

杨红玲 

陈宇锋 

 

大会报告  邹伟民  广东省临检中心 广东省 PCR 实验室建设的经验分享 

14:25 –14:50  大会报告  郭玮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只争朝夕-迎接检验科实践液体活检中的机遇和挑战 

14:50 – 15:10 技术报告  芮勇宇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MALDI-TOF MS 在临床细菌真菌鉴定和耐药菌检测中的应

用 

15:10–15:35 
郑和平 

刘万里 

大会报告  廖璞  重庆市人民医院 
从新版 CLSI-C24A4 文件变化思考临床检验室内质量控制

的发展与趋势 

15:35– 16:00 大会报告  郭昌能  澳门东方 X 光检验中心 幽門螺旋菌 IgG 抗體在臨床上的應用 

IVD 青年企业家成长论坛 

16:00–16:20 

郑磊 

郭学敏 

报告嘉宾   汪涛  微米生物 新医改新疫情背景下实体企业的战略思考 

16:20–16:40 报告嘉宾   李乔亮  深圳瑞图 人工智能技术在细胞形态学的应用和智能化检测方案 

16:40 – 17:00 报告嘉宾   毕利军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为科技成果转化趟出一条道 

17:00—17:30 讨论、座谈、观众互动 

18:00 - 19:00 自助晚餐     

11 月 29 日上午    第八分论坛  免疫学新进展论坛 （专家联系： 李欣  ） 

8:00 –8:30  段朝晖 南方检验医学优秀论文演讲大赛 （序列详见附录） （评委：段朝晖、杨红玲、黎毓光、陈宇锋） 

8:30–8:40 

纪  玲 

周  强 

大会主席：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王前 教授 

8:40—9:05 
大会报告  谢鑫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夫医院 
疫情改变认知一新形势下学科发展趋势  

9:05- 9:30 
大会报告  范竹萍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

院  
胃蛋白酶原检查在肿瘤筛查中的应用 

9:30 –9:55 
杜冀晖 

郭学敏 

大会报告  夏勇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新冠抗体实验室检测那些事——之我见 

9:55 –10:20 大会报告 段朝晖 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免疫学技术相关进展与临床 

10:20-10:45 
徐令清 

大会报告  戴淑琴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肝癌肿瘤标志物 PIVKAII 研究进展及运用实践 

10:45–11:00 技术报告  张琛 雅培科学事务部 ACS 0-1h 中国人群诊疗路径多中心研究 

11:00–11:10 茶歇，请参会代表移步到主会场 ，参加大会特邀主题报告 

 

 

 

 



时间 第五分会场（  地址: 四楼 F9 多功能厅   ）  

11 月 28 日下午   第九分论坛    止凝血检验及临床应用培训班     （专家联系：李强      ） 

14:00-15:00 孙德华 南方检验医学优秀论文演讲大赛（序列详见附录） （评委：郑卫东、孙德华、邓小燕、尹俊） 

15:00–15:30 

孙德华 

尹俊 

大会报告   王小中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血小板聚集实验及其临床应用 

15:30-16:00 大会报告   孙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血友病诊疗进展 

16:00—16:20 技术报告  威士达 全自动凝血整体化解决方案 

16:20–16:30 茶歇 

16:30–17:00 

欧阳涓 

李启欣 

大会报告   张洋    北京阜外医院 血小板功能检测与抗血小板治疗 

17:00–17:30 大会报告   李登举  武汉同济医院 出血性疾病临床诊治思维 

17:30 – 17:50 技术报告   希森美康  尿液智能审核规则的建立 

18:00 - 19:00 自助晚餐     

11 月 29 日上午    第十分论坛    检验医师规培骨干师资培训班      （专家联系： 李开飞  毛欣茹） 

8:00– 8:40 
刘新光 

周迎春 

大会报告   陈淑英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住培专业基地教学团队职责与任务 

8:40- -9:20 大会报告   张国军  北京天坛医院 培训质量监管与提升 

9：20 – 9:4  技术报告  希森美康 血栓四项在临床中的应用 

9:40--9:50 茶歇，10:00-11:00，请在主会场门口刷取学分 

9:50—10:30 
邓小燕 

大会报告 冯厚梅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出科考核与结业考核设计 

10:30 -- 11:00 理论考核 

11:00–11:10 茶歇，请参会代表移步到主会场 ，参加大会特邀主题报告 

 

 

 

 

 

附件：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主会场  青年发展论坛    

1 陈大洋 罗湖人民医院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for monitoring postoperativ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based on routine 

blood indexes.docx 

2 张奥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Prediction of Response to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Therapy Using Dynamic Serum Bio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docx 

3 李博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Homogenous Magneto-Fluorescent Nanosensor for Tumor-Derived Exosomes Isolation and 

Analysis.docx 

4 杨彪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Extracellular Vesicles Derived from Talaromyces marneffei yeasts Mediate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Macrophage Cells by Bioactive Protein Components.docx 

5 陈莎莎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Syntrophin beta 1 (SNTB1) regulates colorectal cancer progression and stemness via regulation of the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docx- 

 

 

 

 

 



2020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主会场大会报告 

1 欧子豪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阿克曼菌对阿尔兹海默病模型小鼠认知能力和病理进展的保护作用 

2 冯俊杰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Research on a new integrated method for separation and detection of exosomes based on Metal 

Organic Framework-aptamers.docx- 

3 曾涛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Kin17 通过细胞周期阻滞抑制宫颈癌的增殖.doc 

4 张婷 广州第一人民医院 
Upregulation of PEDF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and promotes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rogression by modulating the MAPKERK signaling pathway.docx 

5 傅强 中山市人民医院 
miR-155 enhances late apoptosisnecrosis of inflammatory cells through suppressing PI3K-AKT 

activation in Pseudomonas aeruginosa keratitis.doc 

11 月 29 日上午    第二分论坛     创新检验技术论坛     

1 何宇婷 
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The CYP3A5 and MDR1 gene polymorphisms in kidney transplant patients and establishment of tacrolimus 

initial dose formula 

2 张彬 深圳市人民医院 EGFR 基因突变的肺腺鳞癌 PDX 模型的优化与鉴定 

3 车正平 广东医科大学 槲皮素对牙龈间充质干细胞功能的影响 

4 彭健愉 广东医科大学 利用 IL1A-eGFP 慢病毒载体构建 SASP 细胞监测模型的研究 

5 申红卫 
南方医科大学深

圳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腹泻病毒监测结果分析 

11 月 28 日下午   第三分论坛  心血管发展论坛   

1 何金花 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 miR-203 调控网络影响 K562 细胞增殖 

2 冯媛瑜 
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

验学院 
iRICELL3000 全自动尿液分析流水线决策树在尿路感染筛查分析中的应用 

3 梁肖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

中心 

超敏 C 反应蛋白、未成熟粒细胞（ＩＧ）和高荧光强度淋巴细胞（ＨＦＬＣ）联合检测在新生儿败

血症中的应用价值 

4 王恩运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

院 
罗湖医院集团下属医疗机构全血细胞计数一致性和准确度调查报告 

5 罗俭权 四会市人民医院 内源性凝血功能障碍患者血浆纠正试验与狼疮抗凝物质的相关性研究 

6 李俊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潜在输血需要住院患者 RhD 基因分型的检测效果与意义 

7 许佳龙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基于血常规参数建立的运算公式在地中海贫血筛查中的应用 

8 崔胜金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

院 
外周血 LncRNA-ATB 和 LncRNA-CCAT1 检测对非小细胞肺癌诊断价值 

9 罗文英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 

Enterovirus 71 induced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in HBMEC and U251 cells via the PI3K/Akt/Bcl-2 

pathwa 

10 赵贵芳 清远市人民医院 间充质干细胞源性外泌体通过 HSP70 抑制角质形成细胞凋亡的机制研究 

11 月 29 日上午    第四分论坛    后疫情时代实验室建设论坛 

1 陶马良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Blood-specific responsive AIEgen TTVP for the bleeding assessment and disease monitoring in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mice model 

2 张宗桃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在读研究生） 
槲皮素抑制神经母细胞瘤生长作用及机制研究 

3 杨小蓉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急性脑梗死患者 CYP2C19 基因多态性与纤维蛋白原及 D2 聚体相关性研究 

4 王琳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有限公司 
我国部分地区 HBV 基因型和耐药性分布特点 

5 伍湘峰 中西医结医院 沿海地区女性 HPV 感染状况及亚型分布 

 

 



11 月 28 日下午   第五论坛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论坛   

1 姜红烨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佛山市顺德

区第一人民医院) 

鲍曼不动杆菌外膜囊泡（OMVs）通过携带碳青霉烯酶/外排泵基因介导耐药性传递的机

制研究  

2 肖倩 广东省中医院 抗菌肽 LL-37 对铜绿假单胞菌群体感应系统相关毒力因子的影响 

3 蔡德丰 深圳市儿童医院 COVID-19 流行期间深圳地区 5832 例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呼吸道病原体流行特征 

4 曾诗寒 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验学院 产 CTX-M-55 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大肠杆菌的分子传播机制研究 

5 范笑地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医学部 Xpert® Norovirus 对粪便样本中的诺如病毒的诊断价值 

6 刘少漫 揭阳市人民医院 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的临床特征及死亡危险因素分析 

7 宋筱羽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流感 A 型病毒 SHERLOCK 诊断体系的初步构建 

8 温伟洪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碳青霉烯酶基因检测和同源性分析 

9 黄颖凤 深圳大学总医院 SARS-CoV-2 核酸阳性者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情况分析 

10 徐令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大黄及单体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制作用及机制研究 

11 月 29 日上午    第六分论坛    新冠病原体检测论坛 

1 刘大渔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广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 
微流控芯片集成式数字化等温扩增分析用于尿路感染病原快速鉴定 

2 楼爽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ombined coagulation indexes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and the role of 

endogenous coagulation system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caused by Klebsiella  

3 高琳 深圳市人民医院 驱动结合蛋白 KTN1 靶向炎症因子调控网络促进三阴性乳腺癌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4 Qigao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Immune characteristics and cytokine/chemokine profiles in severe and critically ill COVID-19 patient 

5 黄云秀 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抗 α-烯醇化酶抗体联合红细胞参数（MCV, RDW）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情活动性评估价值 

11 月 29 日上午    第八分论坛  免疫学新进展论坛 

1 张雪颖 广东医科大学 佛手柑内酯对牙龈间充质干细胞功能的影响 

2 唐劲松 东莞市大朗医院 快速量子点荧光免疫层析法白介素 6 试剂盒的研发  

3 姜瑞伟 
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医学

检验实验室 
细胞因子风暴在冠状病毒感染的研究进展 

4 金花 广东医科大学 基于巨噬细胞靶向的抗结核自噬增强“纳米笼”的构建、功能与机制 

5 张丽科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微流控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检测新型冠状病毒 IgM/IgG 抗体的方法学建立及其临床应用研究 

11 月 28 日下午   第九分论坛    止凝血检验及临床应用培训班 

1 何昕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血清抗 RA33 抗体、纤维介素蛋白 2 水平对早期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价值 

2 张永顶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ɑ-地中海贫血引起的产妇两次分娩新生儿中度贫血合并抗-M 阳性病例报道 

3 吴棉涛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OPN as a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Marker for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4 何海洪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Study on the expression of NAT10 in gastric cancer and its gene regula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single cell and TCGA data 

5 岳彩峰 湛江市中心人民医院 
microRNA-96 promotes oc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via regulation of the 

AMPKα2-FTO-m6A/MYC axis 

6 刘雪辉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广州市职

业病医院 

Long non-coding RNA RP11-490M8.1 inhibits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pyroptosis of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via the TLR4/NF-κB  

7 黄俊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血清 β-Catenin 在股骨头坏死早期诊断和监测中的临床意义 

8 武薇 
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医学检验实

验室 

The Overexpression of NMHC IIA Promoted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9 罗嘉俊 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临床实验室自动排样系统的建立及应用 

10 刘彦明 粤北人民医院 基于六西格玛理论的内分泌项目的性能评估及质控方案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