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西安第一届转化医学峰会欧美
同学会医师协会转化医学分会成立
大会《转化医学电子杂志》编委会

年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西安第一届转化医学峰会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转化医学分会成立大会《转化医学电子杂志》编委会年会将于
2017年10月在西安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您好！我们很荣幸地邀请您参加将于2017年10月20~22日在古都西安举办的“第一届转化医学峰会暨欧美同学会医师
协会转化医学分会成立大会暨《转化医学电子杂志》编委会年会”。本次会议由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中国微循环学
会主办，西安东方华夏会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西安凯斯发生物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承办，《转化医学电子杂志》编
委会、生物谷、转化医学网、麻醉MedicalGroup微信公众平台、精准医学网、《Translational Surgery》杂志、
《Glioma》杂志协办。

本次会议以“交流转化医学前沿进步，促进转化医学事业发展”为主题，解读转化医学方向，从多角度呈现转化医学的
新概念、新技术，推动国内转化医学的发展。会议将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知名学者、专家和学科领军人物从“转化医学
管理与概论”“病因与转化医学”“诊断与转化医学”“治疗与转化医学”“预防与转化医学”等几个方面对转化医学的概念、
管理以及各领域进展进行精彩的学术报告，与会人员共同探讨转化医学国际学术前沿及最新发展动态，分享基础和
临床新成果，促进先进技术与成功经验的多层次交流。同时以此为契机，实现成果转化资源共享，共同促进医疗事
业的发展。

欧美同学会1913年10月在北京成立，是留学报国的产物，是爱国主义的象征。现任会长陈竺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
医师协会于2014年10月19日成立，陈竺副委员长当选该协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为
会长。本次会议将举行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转化医学分会成立大会，并选举产生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转化医学分会
第一届委员会。

《转化医学电子杂志》以转化医学为主要特色，在大数据的背景下，从基因组测序技术、纳米技术、液体活检、细
胞重编程、干细胞移植治疗、3D打印技术、生物标志物、人工智能、类器官芯片、免疫治疗、光遗传学、药物研发
等层面传播转化医学新理念、新思维、新成果，架起了基础科研工作者和临床医生间的桥梁，推动了转化医学全
面、可持续发展。本次会议将设专题《转化医学电子杂志》编委会年会。

 

西安，古称长安、镐京，陕西省省会、副省级市、国家区域中心城市（西北），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西部地区
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和工业基地，中国四大古都之一，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81年确定的“世界历
史名城”，美媒评选的世界十大古都之一。

“千年古都，文武圣地”诚邀您共同见证和分享转化医学新突破和新成果，共同构建一场高规格、高水平、专业化的饕
餮盛宴。

 

大会名誉主席大会名誉主席

杨胜利院士、杨宝峰院士、丁健院士、付小兵院士、王福生院士、袁钧英院士

大会主席大会主席

陈志南院士和詹启敏院士

大会执行主席大会执行主席



金发光教授（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王伟林教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梁智勇教授（北京协和医院）、
张华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杨琨教授（第四军医大学）、王立祥（武警总医院）

大会学术委员大会学术委员

樊光辉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陈建荣教授（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韩为东教授（解放军总医
院）、王禾教授（唐都医院）、季延红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李智立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梁智勇教
授（北京协和医院）、刘力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潘星华教授（南方医科大学）、王瑞安（南方医科大
学）、杨占秋教授（武汉大学医学病毒学研究所）

大会秘书长大会秘书长

张华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

大会副秘书长大会副秘书长

张少华副教授（解放军第307医院，《转化医学电子杂志》副主编）

涂艳阳副教授（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转化医学电子杂志》编辑部主任）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7年10月20日

全天报到

2017年10月21日

08:00 - 08:30 开幕式

08:00 - 10:00 主席：张华

08:30 - 08:45
陈志南
第四军医大学

待定

08:45 - 09:00
詹启敏
北京大学

待定

09:00 - 09:15
金发光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中国肺癌早期筛查现状

09:15 - 09:30
张华
协和医科大学

精准医学，聚焦医学科技前沿

09:30 - 09:45
杨琨
第四军医大学免疫系

癌睾抗原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及其潜在转化应用前景

09:45 - 10:00
王瑞安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生物相对论与医学相关猜想

10:00 - 10:15 茶歇

10:15 - 12:00 主席：杨琨



10:15 - 10:30
樊光辉
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产学研用怎样围绕需求搞科研

10:30 - 10:45
韩为东
解放军301医院

肿瘤免疫治疗的临床转化实践

10:45 - 11:00
刘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

癌基因NOK介导的肿瘤转化：瓦博格效应，线粒体功能及组蛋白
乙酰化

11:00 - 11:15
李智立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

蛋白糖基化修饰与慢病早期预警转化医学研究

11:15 - 11:30
张少华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待定

11:30 - 11:45
王立祥
武警总医院

中国心肺复苏“三导向”转化思维

11:45 - 12:00
张志刚
艾微迪公司

国际远程医疗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5:00 主席： 王瑞安

13:00 - 13:10
孔庆明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纳米材料与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13:10 - 13:20
石三军
陆军医科大学大坪医院

肿瘤高效递释的纳米药物

13:20 - 13:30
余德才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肝癌代谢相关分子分型

13:30 -13:40
王禾
空军医科大学唐都医院

基于整体薄层切片模型的前列腺外科包膜的发生，发展，及其临
床意义研究

13:40 -13:50
薛孟周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米诺还素在神经疾病的转化医学研究

13:50 -14:00
郭剑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神药”二甲双胍在妇科肿瘤新应用初探

14:00 -14:10
张成岗
军事医学科学院二所

肠道菌群微生态系统有望成为转化医学研究和应用的重中之重



14:10 -14:20
栾冠楠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转化医学学科发展的保障制度与政策建议

14:20 -14:30
李海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

医学遗传学技术在出生缺陷干预领域的转化研究

14:30 -14:40
杨艺
解放军陆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意识障碍患者的精准神经调控治疗

14:40 -14:50
宋文辉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泌尿外科

3D打印在前列腺激光剜除术中尿控作用的探讨

14:50 -15:00
谭爱国
北京医院

转化医学与临床医学检验

15:00 - 15:10 茶歇

15:10 - 17:00 主席： 刘力

15:10 - 15:20
王爱萍
解放军第454医院

糖尿病足治疗的现在和未来

15:20 - 15:30
于伟泓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人工智能技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中的作用

15:30 - 15:40
陈炳地
同济大学

新型循环肿瘤细胞检测纳米技术的转化医学应用研究

15:40 - 15:50
雷洪伊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麻醉科

局麻药缓释技术的应用

15:50 - 16:00
林浩添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人工智能在白内障的诊治和随访的研究和应用

16:00 - 16:10
郝红琳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

睡眠障碍和帕金森病

16:10 - 16:10

季晨博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医学研
究中心

妇幼医学的转化实践

16:20 - 16:10
徐琳
解放军广州总医院 在临床中快乐科研

16:30 - 16:10
罗迪贤
南华大学转化医学研究所

转化医学基层实践



16:40 - 16:10 张波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3D打印技术在泌尿外科精准治疗中的应用

16:50 - 17:00
杜清

青海民族大学
药物在转化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17:00 - 17:10 茶歇

17:10 - 19:00 主席： 刘力

17:10 - 17:20
陆培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

医学行为创新--医创星平台

17:20 - 17:30
周江军
解放军第184医院骨科

基层医院骨科创新与转化

17:30 - 17:40
秦昌富
北京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

CAR-T抗肿瘤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17:40 - 17:50
占昌友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分子药学中的稳定型多肽

17:50 - 18:00
于铁成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冲击波的原理和临床应用

18:00 - 18:10
何伯圣
江苏省转化医学研究院

临床医生怎样介入转化医学链条

18:10 - 18:20
姜超
兵器工业部521医院

中西医结合对神经系统疾病诊治的转化医学研究

18:20 - 18:30
双卫兵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希波克拉底实验与中国传统文化

18:30 - 18:40
王继辉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双肽修饰的肝素纳米粒靶向治疗胶质瘤的研究

18:40 - 18:50
赵东升
空军医科大学西京医院

从临床医学到科学发明

18:50 - 19:00
戴彬
解放军昆明总医院 丘脑胶质瘤的神经内镜治疗策略

19:00 - 19:30 闭幕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郝红琳
北京协和医院
副主任医师  

张成岗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

研究员  

詹启敏
北京大学
医学部主任  

金发光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

李学拥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烧伤整形科主任  

张华
北京协和医学院
科技成果办公室主任  

杨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

免疫学教研室副主任  

王瑞安
第四军医大学

教授

樊光辉
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心血管内科主任  

韩为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

生物治疗科主任  

郑宏
阜外心血管医院
主任医师  

刘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

副研究员

李智立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特聘教授  

张少华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乳腺肿瘤科副主任  

王立祥
武警总医院

急救医学中心主任  

季延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

主治医师

陈建荣
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教授  

王禾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  

于伟泓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眼科副主任  

陈志南
第四军医大学

院士



余德才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

肝胆外科副主任  

陈炳地
同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

副研究员  

李济宇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副主任  

林浩添
中山大学眼科医院
副主任医师

秦昌富
北京朝阳医院
疝和腹壁外科医师  

占昌友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博士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注册类型注册类型 2017年年9月月20日前到款日前到款 2017年年9月月20日后到款日后到款 注册费包含注册费包含

编委  800 RMB/人  1000 RMB/人

会议资料， 晚餐， 午歇

青年编委 600 RMB/人 800 RMB/人

研究生 400 RMB/人 600 RMB/人

西安本地（不含编委、青委） 100 RMB/人 300 RMB/人

其它人员 1000 RMB/人 1200 RMB/人

【备注】【备注】
3人以上可享受团体优惠票价格，原有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折优惠
1、如果您是以学生身份参会，请在现场签到的时候出示您的学生证。
2、请在相应优惠的截止日前完成您的支付，否则系统会将您的优惠转入下一个优惠阶段。
3、注册费不包括: 酒店费用，交通费用。 

4、会前到款的老师，将于会议报到时领取发票。

取消注册和退款规则：取消注册和退款规则：
如果您的行程有变，不能参加我们的会议，可以联系我们取消您的注册。为便于大会筹备工作，最迟可在大会召开
前一周取消注册，我们将在会后5个工作日内全款退回您的注册费。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