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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专家、同道：

2020 年初，COVID-19 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3 月 12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

宣布 COVID-19 进入全球大流行状态。全体感染科及疾控中心的各位专家同道，为

抗击疫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受疫情影响，“中华医学会第十二次全国艾滋病、丙型肝炎学术会议”将于

                        2020 年 10 月 16-18 日，以网络在线的形式召开。本届会议将继续秉承“严谨、求实、

开拓、创新”的精神，邀请国内外众多艾滋病领域大咖及知名教授汇聚一堂，进行精彩专题学术讲座，

打造艾滋病、肝病、外科等学科融合的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充分展示我国感染性疾病整体水平和专业

特色，努力提升我国感染病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推广国际和国内感染性疾病及艾滋病领域的最新研

究和前沿进展，普及并传播艾滋病基础知识，规范临床诊断治疗。旨在国内外专家和同行就艾滋病、丙

型肝炎等专题相互交流、沟通，取长补短，建立基础合作关系，从而大力促进艾滋病、丙型肝炎领域从

业人基本理论、基础技能、和诊疗水平的提高。我们诚邀各位同行踊跃参与这次盛会，交流和分享学术

成果。

期待与大家线上相约

 

李太生  大会主席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候任主委兼艾滋病学组组长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 

清华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
2020 年 9 月

欢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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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盛华 白    浪 李惠琴 张福杰 石    荔 宋玉霞 叶寒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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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16-18 日

会议形式：线上直播

会议注册：
1. 全体参会代表免费注册。

（本次会议仅限相关专业人士参与，无关人员谢绝参会。）

2. 本次会议只接受网上在线注册。请参会代表登录会议网站 http://nccsid.medmeeting.org， 点击“个

人代表注册”按钮，在线填写注册信息进行网上注册。为保证参会效果，保证学分发放，记录有效会议时间，

本次会议需要实名注 册，所有注册代表需上传本人有效执业证书图片，企业参展代表需上传本人名片照片， 

会务组审核通过后本次会议注册成功。

3. 线上参会：请登录会议网站 http://nccsid.medmeeting.org/cn 点击“大会直播”

按钮，进入会议直播界面，选择相应会场，进入会议直播间。 

4. 此外本次大会设置“视频回顾”、“企业展示”等专区，您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尽情 享受学术盛宴。

5. 参会注册联系人：田志龙 010-89292552 转 820、13651370978、cmacsi@126.com

学分授予：
本次会议为国家级一类继续教育学分项目，项目编号：2020-03-08-103 ( 国 )。按照 继续教育项目管理相

关规定，参会代表需按要求填写注册信息、达到规定学习时间且考 核通过后方可获得学分。具体学分领取

方式会后约 30 个工作日将在会议网站公布。

会务组联系方式：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王蕊  010-85158055（wangrui@cma.org.cn） 

学术联系人：张金晶  13426131267 

网站投稿 / 注册技术支持：田志龙  13651370978（cmacsi@126.com  ）

企业参展联系人：吴天石  1861001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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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一览

日期 会场 会议名称 会议名称

10 月 16 日 继续教育会场
13:30-13:40

会前会一 

13:40-14:40

会前会二 

14:40-15:40

会前会三 

15:40-16:50

会前会四 

10 月 17 日

主会场
 08:30-08:40

开幕式 

08:40-09:20

大会报告一 

09:20-10:10

大会报告二 

10:10-10:50

大会报告三 

 10:50-11:10

专题会：吉利德 

11:10-11:30

专题会：默沙东 

11:30-11:50

专题会：GSk 

艾滋病分会场

 13:30-14:10

艾滋病分会场

特邀报告一 

 14:10-15:10

艾滋病分会场

特邀报告二 

15:10-15:25

专题会：罗氏 

15:25-15:40

专题会：

安徽贝克 

15:40-16:00

艾滋病分会场

大会发言一 

16:00-16:20

艾滋病分会场

大会发言二 

16:20-16:50

艾滋病分会场

大会发言三 

16:50-17:10

艾滋病分会场

大会发言四 

17:10-17:30

艾滋病分会场

大会发言五 

肝病分会场

13:30-14:28

肝病分会场特

邀报告一

14:30-15:28

肝病分会场特

邀报告二

15:30-16:28

肝病分会场特

邀报告三

16:30-17:08

肝病分会场特

邀报告四

17:10-17:38

肝病分会场

大会发言一

外科分会场

13:30-13:40

外科分会场

主席致辞 

13:40-15:10

外科分会场

特邀报告一

15:10-16:25

外科分会场

特邀报告二

16:25-17:50

外科分会场

特邀报告三

10 月 18 日 主会场
08:00-08:40

大会报告四 

08:40-09:20

大会报告五 

09:20-10:00

大会报告六 

10:00-10:40

大会报告七 

10:55-11:15

大会发言一 

 11:15-11:45

大会发言二 

11:45-12:00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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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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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京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肿瘤诊治中心 、肿瘤内科科主任， 主任医师，硕士生
导师，主要研究领域病毒相关性肿瘤，肝肿瘤的预防，肿瘤微创治疗；北京市肿瘤热消
融培训基地成员单位负责人之一；首都医科大学肿瘤学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
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肿瘤专家委员会常委；中国抗
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疼痛分会委员等 ; 在研项目：首都特色课题“RFA+TACE
及索拉菲尼治疗肝癌伴门脉分支癌栓”研究 ；十三五重大专项子课题分中心负责人 ,
基于病 - 证 - 症结合的槲芪方治疗Ⅲ期乙肝相关肝癌临床方案研究，相关 SCI:miR-494 
induces EndMT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HCC by targeting SIRT3/TGF-β/
SMAD signaling pathway. Scientific RepoRts. 2019 May 10;9(1):7213 等。

陈谐捷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感染一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学
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学术委员会治疗专家组成员；中华医学会
感染分会艾滋病学组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广州市医学会感染科学分会常务委员；广州
市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委员。
从事传染病临床科研教学 30 年，近 20 年来主要从事艾滋病的救治工作，参与编写艾
滋病相关手册、指南、书本 10 多本，发表文章 20 多篇，承担或者参与国家、省级、
市级等多项科研项目，曾参加美国 NIH 和中国 CDC 合作的 CIPRA 项目 , 曾分别在泰国
HIVNAT、英国 The General West Hospital 做访问学者。 

蔡卫平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健委艾
滋病医疗专家组成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感
染病分会艾滋病学组委员、广东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广东省艾滋病诊疗质量
控制中心副主任兼专家组组长、广州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专家简介（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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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新华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昆明市骨与关节结核诊疗技术中心负责人 , 昆明市艾滋
病相关外科疾病诊疗技术中心负责人，副主任医师，昆明医科大学、大理大学兼职副教授。

顾宇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骨科、脊柱外科 ，行政副主任，兼职教授；沪西南脊柱外科中心、微创脊柱外科中心、
PTES 椎间孔镜技术培训中心主任；擅长于脊柱外伤、退变、肿瘤、结核及侧凸、后凸
畸形的手术治疗。发明 PTES 椎间孔镜技术、徒手微创椎弓根钉内固定等脊柱外科新技
术，相关论文发表于 Spine、European Spine Journal 等 SCI 权威杂志，获上海市医务
职工科技创新奖及中山医院临床新技术应用推广奖。近年来积极帮助江浙沪鲁赣滇辽陕
青皖藏黑闽川冀黔粤豫等地十八个省市七十多家医院开展各类脊柱外科手术。发表专业
论文 36 篇，包括 10 篇 SCI 文章，22 次国际大会、14 次国内大会演讲。出版现代随笔《我
在摩洛哥当医生》 ，主编专著《PTES 椎间孔镜技术》《International Orthopaedics》
《World Journal of Surgical Oncology》《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等 SCI 杂
志编委或特约审稿人北美脊柱外科学会（NASS）会员、国际微创脊柱外科学会（SMISS）
明星会员、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脊柱伤病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等。

何盛华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感染科主任；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艾滋病临床专家组成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学组委
员；中华医学会医学病毒学分会临床病毒学组委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委员；《中
国艾滋病性病》杂志编辑委员会编委；四川省卫健委艾滋病治疗临床专家组组长；四川
省性艾协会艾滋病临床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女医师协会传染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传染性疾病的临床、科研、教学工作。
承担多项研究项目：十二五、十三五国家科技部传染病重大专项课题分中心项目负责人
及申报完成多项科研项目，发表医学论文 30 余篇，负责完成的《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
患者代谢动态影响的研究》 获 2019 年成都市医学科技三等奖。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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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刚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医学博士，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学术委员会外
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骨科专委会委员，中国防痨协会骨结核专业分会
委员，广东省医学教育协会脊柱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SICOT）
中国部数字骨科学会广东省分会委员，广东省药学会骨修复重建专委会常委及骨肿瘤与
骨病专委会委员，深圳市医学会结核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医师协会结核病专委会
委员，深圳市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医学会关节外科委员会委员，深圳市
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脊柱微创专业学组及骨关节学组委员委员，深圳市中医药学会正
骨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何云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感染一科副主任。目前在四川凉山进行艾滋病专业技术帮扶工作
在规范化抗病毒治疗及常见机会性感染诊疗及艾滋病综合治疗、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
验。曾在泰国 HIV-NAT、美国北卡大学、马里兰大学、Buffalo 大学进修学习艾滋病临
床及实验室。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艾滋病学组委员兼秘书
中国中医药学会艾滋病防治学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艾滋病诊疗质控中心专家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深圳分会性病艾滋病学会副主任委员

蒋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共党员。1991 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主要从事肝胆外科、
门脉高压症工作。尤为擅长以肝硬化及获得性免疫缺陷为背景的普外科疾病的临床处理。
完成世界首例 HIV 感染者合并巨大腹膜后神经鞘瘤的手术切除，患者获长期无瘤生存。
兼职：
首都医科大学普外科学系 委员 北京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肝脏学组委员
北京医师协会门静脉高压症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北京医师协会腹膜后肿瘤专家委员会 
委员 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普外科分会 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腹腔镜肝切除发展与推广专家委员会 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
交流促进会胰腺疾病分会 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胃肠外科分会 委员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学会外科学组 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肿瘤委员会 常务委
员 北京市朝阳医学会外科分会 委员 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专业
论著 3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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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华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
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艾滋病临床与基础研究，主要研究艾滋病合并真菌感染和功能性
治愈。担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学术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组长、广东省医学会感染
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位。参与多项国家“十二五 ”、“十三五”重大
科技专项艾滋病课题，获得国家自然基金、国家自然青年基金、广东省自然基金及美国
NIH Fogarty 等多项基金资助，发表 40 余篇 SCI。

李乃适
北京协和医院
医学博士 理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北京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慢病管理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脂代谢学组委员；《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协和医学杂志》
编委；《中华临床营养杂志》编辑部主任。1992-2000 年就读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系（八
年制，北京大学生物系预科），获医学博士；2012-2013 年就读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
学中心分子遗传学系，获理学博士。长期在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工作，2015 年获卫生
计生委主任医师资格。在西藏支边期间所参与的工作“高原地区糖尿病血糖管理与临床
实践” 获 2010-2011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第 3 完成人）。《威廉姆斯内分泌学》
第 11 版副主译。2009 年获北京高校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中文 A 组三等奖。
2018 年获校级优秀教师与“协和之友”优秀教师奖。

李荣宽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科主任，学科主任，教研室主任。
主要社会兼职：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终末期肝病学
组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重型肝病及人工肝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免
疫净化与细胞治疗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遗传代谢性肝病协作组委员；中华
医学会感染学分会肝衰竭和人工肝全国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疑难及重症肝病公关协作
组委员；佑安肝病感染病专科医疗联盟遗传代谢性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佑安肝
病感染病专科医疗联盟肝衰竭与人工肝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中
西医肝病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肝脏病杂
志》、《实用肝脏病杂志》、《辽宁医学杂志》编委、《中国病毒病杂志》青年编委。《Europe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Oncotarget》审稿人。斯坦福大学亚
裔肝病中心访问学者。辽宁省青年名医，辽宁省十大健康卫士，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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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超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妇产科主任，学科带头人，妇产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广州市特色技术
HIV 合并子宫恶性肿瘤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加淋巴清扫技术首席负责人。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孕产妇定点收治单位妇产科负责人，完成首例新冠肺炎合并卵巢囊肿破裂急诊手术。
广州医科大学兼职副教授 ; 广东省医学会泌尿生殖学会性医学会副主任委员 ; 广东省医
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妇科专业委员
会常委 ; 广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专委会常委 ; 国际性医学会委员，亚太性医学会委员 ;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专业委员会外科学组常委 ; 中国中西医结合妇幼保健学会委员 ;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产科专委会常委 ; 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常委 ; 广
州市医师协会会母胎医学会常委 ; 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生育力保护分会常委 ; 广东省医
学教育协会妇产科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 广东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常委 ; 广东省医
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委员 ; 广东省重症孕产妇抢救小组专家 ; 广州市医学会理事 ; 广州市
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常委 ; 广东医学杂志特约审稿专家。

李太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感染性疾病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兼艾滋病学组组长。
《艾滋病》中文版主编、《中华内科杂志》和《中华传染病杂志》副主编
1993-1999 年赴法国巴黎 Pitie-Salpetriere 医院免疫研究所进修学习并获博士学位。
多年来致力于感染性疾病诊治及科研工作，发表论文 300 多篇，其中 SCI 论文 100 篇，
他引 7000 多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66 人。获得法国塞维雅奖、吴阶平杨森医学药
学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教育部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第八届全国青年科技奖、国
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材工程”人选、国家“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李文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原第 302 医院）肿瘤放疗中心副主任兼肝脏肿瘤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学位。中
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工作秘书，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硬化学组委员兼学术秘书，中
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感染 - 肝病协作组副组长。中国医学教育协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常委；
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系成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主持“首都特色基金”
项目 1 项，主持完成院内课题一项。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 20 余篇，SCI 收
录 6 篇。主编专著 3 部，副主编 2 部，副主译专著 2 部，参编或参译专著 4 部，副主编
或参编军队内部资料 3 部。获军
队科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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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 博士，博士研究生 / 博士后导师 ; 中华医学会感染性疾病分会常
委  兼细菌真菌学组副组长 ;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性疾病循证与转化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 中华医学会抗感染和临床微生物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
委员会理事 ; 北京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奖励基金会感染病分会主任委员 ;
北京医师协会感染病分会常务理事；国家卫计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耐药评价专家
委员会委员；国家卫计委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专家；国家卫计委抗生素合理应用全国
普及计划核心专家；ISHAM 亚洲真菌工作组成员 ; 国家卫健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
耐药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华内科杂志》、《中华传染病杂志》、《中华临床感染病
杂志》、《中国感染与控制杂志》、《中国感染化疗杂志》、《临床合理用药杂志》、《中
国临床医生》、《中国医刊》、《中国真菌学杂志》、《临床肝胆病学杂志》等编委。

刘水青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贵州省艾滋病诊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组组长。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
华医学会热带病及寄生虫病学会艾滋病学组委员，国家卫计委艾滋病医疗专家组专家。
《中国艾滋病性病》杂志编委，《AIDS》中文版编委。2009 年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
个人，2013 年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先进个人。主持或参与贵州省、贵阳市多项艾滋病相
关临床科研。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省级以上医学杂志发表艾滋病相关文章 20 余篇。
长期工作在艾滋病临床诊疗一线，擅长 HIV 感染病人合并机会性感染和 HIV 相关病症的
诊治及 HIV 抗病毒治疗。负责贵州省艾滋病临床医护人员培训。

刘昕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医学博士，感染内科主治医师，主任助理，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后先后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兼任《临床药物杂志》
编委，2012 年，2015 年分别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芝加哥大学医院学
习，致力于感染性疾病、不明原因发热、HIV 的诊治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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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玮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从事各种感染性疾
病和传染病的临床诊治工作。
先后于法国巴黎六大、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皇家医院完成博士后及访问学者工作。先后
承担了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十一五、十二五子课题“免疫抑制法治疗 HIV/AIDS”和
“HIV 感染者的免疫功能修复与免疫细胞联合的功能性治愈”以及中科院重大协同创新
项目 HIV 感染者肠道菌群变化等多项研究。发表于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JIAS、
AIDS、 CMJ、中华内科杂志、中华传染病杂志等多篇论著。
担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艾滋病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感染病学会青委副主任委员、
北京医学会感染病分会理事等职务。

南月敏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师协会肝病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脂肪性肝病发病机制及临床对策；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细胞癌新型分子诊断及治疗
策略。
承担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 26 项、获河北省科技奖 16 项；发表 SCI、中华系列 / 核心期
刊论文 150 余篇；主编及参编著作 13 部。

吕建楠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 广西艾滋病临床治疗中心（南宁）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广西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助理、
感染大科主任、感染一科主任。
兼任广西医师协会第一届感染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西医学会肝病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西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专家简介



              14

潘能浪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感染一科，住院医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艾滋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沈银忠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专业学组委员；WHO 新冠肺炎指南制定工作组成员
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细菌与真菌学组委
员；上海市医学会感染病专科分会委员兼秘书；上海市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委员会
委员；以第一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20 篇，其中 IF>5 分的 4 篇。
作为负责人承担上海市科委项目 2 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承担十三五重大科技专项一项。
参编专业书籍 20 部（其中作为主编 1 部，副主编 5 部）；2017 年获上海市医学科技一等奖（第
二完成人）；主要从事艾滋病合并结核病、新发传染病、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治和研究。

彭巧丽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现就职于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一科，从事艾滋病的科研及临床工作 10
余年，主要研究方向为艾滋病的肠道免疫损伤机制及艾滋病耐药检测新方法研究。曾至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访问学习，承担及参与国家、省、市级课题多项，
在 J AIDS、PLos ONE 等杂志发表 SCI 论文 5 篇，多次参加国际会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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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言铮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胸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胸外科 ( 结核外科诊疗中心 ) 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
华医学会结核病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分会胸外科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防痨协
会临床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促会结核病防治分会常委中国脊柱脊髓损伤委员会脊柱感
染学组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胸外科分会委员香港大学外科学系 GB Ong  Fellow 美国马里兰
大学临床医学中心访问学者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在国际学术期刊（如 Immunology, Vaccine, PLoS Plathogens, J.Biol.Chem. 等刊物）
上发表 SCI 论文 5 篇，近 4 年来发表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SCI 论文 2 篇。
申请国家专利 20 项。
<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中国防痨杂志》审稿专家。

孙挥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眼科学  硕士研究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眼科学院常务委员
北京眼科学会理事
中华医学会眼肿瘤学会委员
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协会学术委员会外科学组学术委员
北京眼科医师学会眼底病学组委员
北京眼科医师分会眼肿瘤学组委员
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眼底疾病诊断和治疗
从事艾滋病相关眼病的诊断、治疗、手术及疑难病例会诊

孙永涛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国家重点学科
全军感染病诊疗中心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传染病教研室主任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艾滋病学组副组长
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全军感染病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央军委保健专家
2015 年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埃博拉专家组长
承担美国国立卫生院（NIH）、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课题 20 余项。2014
年负责牵头国家“十二五”艾滋病功能性治愈重大专项，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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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剑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博士，主任医师，眼科副主任，眼底病中心主任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华眼科杂志编委；中国眼微循环学会眼底病学组常
委；中国研究型医院眼科学与视觉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眼科分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防盲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激光学分会副主任委
员；浙江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委员；浙江省眼科医师协会委员；“十三五”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教材《眼科学》编委；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培养人员；获国家级留学人
员科技活动优秀项目，省科技进步奖；擅长眼底疾病、白内障的诊断和治疗。

王福生
中国科学院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主任医师。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主任，国家感染
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专
家。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专家、国家及军队生物安全专家组专家，全国创新
争先奖状获得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全军科技领军人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
体牵头人。
长期从事感染病的临床诊治、科学研究及生物安全工作，圆满完成 2003 年抗击 SARS、
2009 年甲流防治、2015 年援塞抗埃等多起重大疫情临床救治。擅长病毒性肝炎、艾滋
病和疑难危重肝病的临床诊治工作，并结合临床难题开展研究，开拓了疑难肝病和艾滋
病细胞治疗与研究的新方向。

汪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医学博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 年以来，长期从事流行病学教学、科研和疾病防控工作。
先后主持过国家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重大传染病专项的艾滋病流行病
学等课题，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和面上课题，以及多项美国 NIH 资助的研究
项目。
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 360 余篇（其中被 SCI 期刊收录 140 余篇）。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5 项。培养硕士 102 名，博士 20 名，
博士后 10 名。
教育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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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
南方科技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艾滋病医学中心主任
国家卫计委艾滋病临床专家组成员；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艾滋病学组委员；
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药物预防与阻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治疗与关爱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临床治疗学组副组长，
广东省艾滋病诊疗质控中心专家组副组长，
深圳市艾滋病诊疗质控中心专家组组长。

王珍燕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主治医师，在读博士。
自 2009 年开始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至今。
目前承担上海市卫健委临床研究专项面上项目 1 项，“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任务
级子课题 1 项。
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0 余篇。

魏国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普通外科暨肿瘤外科主任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学分会外科学组委员
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学术委员会外科学组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专委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国际医学交流专委会委员
四川省肿瘤学会胆胰肿瘤专委会委员
四川省抗癌协会淋巴瘤专委会委员
四川省性病艾滋病协会临床专委会委员
成都市外周血管介入质控中心委员
成都市防痨协会理事
《Hematology and Oncology Journal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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仵永枫
北京佑安医院
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临床工作 5 年，在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机
会性肿瘤、慢病管理等方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参与“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五种高致死（残）性艾滋病机会性感染及难治性艾
滋病的精准诊治策略研究”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

吴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
属鼓楼医院副院长；近年以第一负责人获得 3 项国家自然基金及科技部传染病重大专项
和省部级科研基金 1000 余万元。发表署名学术论文 12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00
余篇。江苏省“十二五”及”十三五““科教兴卫生”“科教强卫”工程领军人才及创
新团队负责人。德国莱比锡大学圣乔治医院、意大利锡耶那大学医院访问学者及美国麻
省大学医学院（UMASS）高级访问学者；国家基金委一审专家及教育部学位评议、科技
部重大项目评审专家；主要研究方向：病毒性肝炎的免疫调节机制、新发传染病临床与
基础及不明原因发热与耐药细菌感染的诊断与治疗。指导各校感染病专业硕士及博士研
究生 50 余名。

谢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导
北京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与肝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炎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性肝病学组委员
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
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评审中心评审专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中华肝脏病杂志》《肝脏》《临床肝胆病杂志》《中国医刊》
《中国临床医生》等多家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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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元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系主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纤维化学组组长、肝病相关感染协作组组长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艾滋病学组副组长
北京市肝病学分会副主委
中华肝脏病杂志、实用肝脏病杂志等杂志副主编、共同主编等
曾任卫生部甲型 H1N1 流感临床专家工作组副组长
主持或起草《肝硬化诊疗指南》 、《肝硬化肝性脑病诊疗指南》、《肝硬化腹水及相关
并发症的诊疗指南》 、《肝硬化门脉高压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的防治指南》等；发表论
文 200 余篇；主编或副主编专著、教材等 15 套；负责各级课题共 20 余项

杨李军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副主任医师，重庆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现任职务：普外骨科主任 ；  曾获“重庆市
沙坪坝区首届优秀青年医务工作者”；重庆市劳动能力鉴定医疗卫生专家；重庆市性艾
协会委员；中国医促会结核病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性艾协会外科学组委员；全
国感染外科创新委员会委员；中国防痨协会骨结核专业分会委员；中国防痨协会结核分
枝杆菌 / 艾滋病毒双重感染专业分会委员；参与制定《中国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围
手术期抗病毒治疗专家共识》；《医药前沿》杂志社编委。

杨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HIV/AIDS 的抗病
毒治疗，AIDS 相关并发症的诊治。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结核病组委员，北京感染病学会青委会委员。
参加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传染病重大专项及国际合作临床研究项目，发表多篇
核心期刊及 SCI 论文。参与编写：《艾滋病护理》，《艾滋病皮肤黏膜损害——早期诊
断线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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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岩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学专家组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肝病临床药理基地负责人；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传染病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
会常委；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妇女与儿童感染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药
物性肝病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感染病
分会副主任委员。

余卫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世界卫生组织 (WHO) 骨质疏松特别专题组委员；美国国际骨放射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
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学会顾问；北京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学会副主任委员。曾任北
京 2008 年奥运会综合诊所放射科主任、中华放射学会中青年委员； 中华放射学会北京
分会秘书、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常委、秘书长。中华放
射学杂志编委；
曾分别获 1998 年国家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 2003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杨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内科 / 内镜中心主任；四川大学 - 牛津大学华西消化道肿瘤联合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卫生
健康领军人才；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委员；中华医
学会肝病学会肝纤维化、肝硬化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会影像学协作组副
组长；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自身免疫性肝病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会静脉曲
张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会超级微创协作组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第七届消化
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师协会第四届消化医师分会候任会长；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
中心联盟理事；国际食道疾病中国分会执行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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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晶
北京佑安医院
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导
肝病中心三科主任，脂肪性肝病诊疗中心主任，减重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传染病学
系办公室主任；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性肝损伤学组及脂肪肝 / 酒精性肝病学组委
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脂肪肝与酒精肝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肝病学
分会常委兼秘书；脂肪肝酒精性肝病学组副组长，药物性肝损伤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
健康管理学分会常委；脂肪肝学组组长；北京卫生健康委员会 北京健康科普专家；佑安
肝病感染病专科医疗联盟脂肪肝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福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临床和研究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传染病
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世界卫生组织（WHO）耐药委员会委员，卫生计
生委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组长，国家传染病标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突出
贡献人才。
从事传染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31 年，是国内最早开展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医生。
2002 年起在卫生部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和实施国家的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 , 治疗
HIV/AIDS 超过 50 万，挽救了大量病人生命，减少了 HIV 性传播。主持了国家艾滋病重
大专项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多项研究，在柳叶刀、美国内科年鉴、CID 等杂志发表
科学论文 200 余篇。

张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医学博士、博士后，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骨科主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专家委员会外
科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热带病分会外科学组副组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脊柱外科分会
委员、感染学组副组长，中国康复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骨缺损及骨坏死学组
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感染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生物医学工程分会数字骨科学学
组委员，中国康复学会颈椎病学组委员，国际矫形和创伤外科学会（SICOT）中国部创
伤学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损伤学组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外科学组腰
椎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脊柱外科专业委员会微创学组委员，手术与细胞治疗学
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编委、颈腰痛杂志、脊柱外科杂志、中国矫形外科杂
志等核心期刊杂志的编委。发表论文 80 余篇，副主编专著 3 部，参编著作 9 部。作为
主要完成人，主持开展国家和军队课题 6 项，先后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 4 项，获
国家专利 13 项。目前承担各种课题 4 项，主要研究方向：感染病相关骨科伤病、脊柱外科、
创伤骨科、关节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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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擅长应用腹腔镜、输尿管镜、膀胱镜等微创手术技术，治疗肾上腺肿瘤、肾肿瘤、输尿
管肿瘤、膀胱肿瘤、泌尿系统结石等疾病。技术特点：技法娴熟、操作精细、思路清晰、
最小损伤。承担多家医院腹腔镜技术指导工作。 2. 前列腺癌方面：除擅长微创腹腔镜前
列腺癌根治术外，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各种手术治疗、内分泌治疗、内放疗、
化疗、以及中西医综合治疗具有丰富经验，擅长治疗晚期前列腺癌骨转移。3. 终末期肾
功能衰竭患者的肾脏移植手术。4. 多年开展终末期尿毒症患者的透析、血滤和肾脏移植
等肾替代治疗，擅长尿毒症病人各种复杂血液透析通路建立（包括前臂动静脉瘘、前臂
动静脉人工或异体血管搭桥、各部位深静脉置管、临时透析通路建立等），迄今已完成
各种血管通路手术过万例，为北方地区多家医院开展血液透析提供手术支持，在尿毒症
患者群体中广受赞誉。近十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肾移植专业论文 6 篇。参
与编写专业及科普性著作两部，参与翻译专业性著作两部，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赵昌松
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地坛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擅长于颈腰椎等脊柱疾病和四肢创伤的诊
断治疗。工作期间参加了首发、首特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参与了多项专利的申请工作。
以第一作者发表核心学术论文 10 余篇，发表 SCI 学术论文 3 篇。曾在全国骨科年会及
北京骨科年会等多次学术大会上发言。多次大会获得优秀论文。为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协会学术委员会外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数字骨科学组工作委员会委
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组织感染与损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骨髓炎防治学组委员。世中
联骨与关节疾病专业委员会脊柱脊髓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创伤青委会委员。首都医科
大学骨外科学系关节疾病和运动医学研究学组委员，足踝外科学组委员，创伤学组委员。
北京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关节学组委员，感染学组委员。

赵红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副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卫健委医疗专家
组专家，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以通讯作者或者第一作者发表
SCI 34 篇。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2 项；首发基金 3 项；北京市卫生系统“十百千”、“学
科骨干”“登峰人才”项目 3 项；参与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 2 项，973 1 项，NIH 3
项；获得“首都十大健康卫士”、“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
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北京医学科技一等奖。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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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时  间 讲  题 讲  者

13:30-13:40 主席致辞 李太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020-10-16（星期五）
继续教育会场 会前会

  主持人 : 朱彪

  主持人 : 刘正印、吕玮、陈谐捷

  主持人 : 李太生、沈银忠、李凌华

  主持人 : 马萍、何云

 13:30-13:40   会前会一

13:40-14:40   会前会二

15:40-16:50   会前会四

14:40-15:40   会前会三

13:40-13:55 艾滋病合并多重感染一例 王珍燕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3:55-14:10 点评

14:10-14:25 从一个病例谈真实世界结核病的诊断方法选择 彭巧丽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14:25-14:40 点评

15:40-15:55 从细微处着眼，拨云见日 仵永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5:55-16:10 点评

16:10-16:25 如何拯救你，我的过敏病人 杨    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6:25-16:40 点评

16:40-16:50 总结 李太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40-14:55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潘能浪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14:55-15:10 点评

15:10-15:25 小脑萎缩为哪般 刘昕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5:25-15:40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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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2020-10-17（星期六） 主会场

  主持人 : 张福杰、吴昊

  主持人 : 徐小元、徐哲

  主持人 : 张彤、刘燕芬

08:30-08:40   开幕式

08:40-09:20   大会报告一

09:20-10:10   大会报告二

10:10-10:50   大会报告三

主持人 : 孙永涛 10:50-11:10   专题会：吉利德

主持人 : 张福杰 11:30-11:50   专题会：GSk    

主持人 : 孙永涛 11:10-11:30   专题会：默沙东

时  间 讲  题 讲  者

08:30-08:40 致辞
李太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徐小元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8:40-09:00 严重免疫抑制患者 ART 的临床研究进展 王福生 中国科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09:00-09:20 中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研究进展——十三五重大
专项总结汇报 李太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09:20-09:50 艾滋病流行病学进展回顾 汪    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09:50-10:10 肝硬化诊疗指南解读 徐小元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10-10:30 二联简化抗病毒治疗方案的新进展及其选用策略 王    辉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10:30-10:50 高灵敏度的核酸检测在艾滋病全病程管理中的作
用 孙永涛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0:50-11:10 比克恩丙诺片，助力中国 HIV 防治事业 李太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1:10-11:30 育龄期女性 HIV 感染者全程管理策略 刘水青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11:30-11:50 核心药物发展推动 ART 发展：整合酶抑制剂在
ART 中的地位 何盛华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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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7（星期六） 艾滋病分会场

详细日程

时  间 讲  题 讲  者

13:30-13:50 艾滋病病人体成份和骨密度测量的临床应用 余    卫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3:50-14:10 HIV 感染及抗病毒治疗中的脂代谢异常 李乃适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主持人 : 王辉、沈银忠

  主持人 : 白浪、宋玉霞

  主持人 : 朱彪、魏洪霞、陈雅红

13:30-14:10   艾滋病分会场特邀报告一

15:40-16:00   艾滋病分会场大会发言一

14:10-15:10   艾滋病分会场特邀报告二

主持人 : 魏洪霞 15:10-15:25   专题会：罗氏  

主持人 : 张福杰 15:25-15:40   专题会：安徽贝克

14:10-14:3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真菌感染 刘正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30-14:50 艾滋病合并肺结核的抗结核治疗方案的多中心临
床研究 沈银忠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4:50-15:10 艾滋病合并马尔尼菲篮状菌病早期诊断策略 李凌华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15:40-15:48 联合高效抗病毒治疗后低病毒血症对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效果的影响 李   湖 高州市人民医院

15:48-15:50 讨论

15:50-15:58
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对 HIV/AIDS 患者外周血
CD4+T 淋巴细胞、 CD4+/CD8+ 比值、CD4+/
CD25hi/CD127lowT 细胞的影响

胡荣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5:58-16:00 讨论

15:10-15:25 HIV 核酸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蔡卫平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15:25-15:40 防治同行 一片守护 - 从 WHO 指南看 HIV 暴露前
后（PrEP/PEP）预防 卢洪洲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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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7（星期六） 艾滋病分会场

详细日程

  主持人 : 李勇、石荔

  主持人 : 王福祥、赵彩彦、王敏

  主持人 : 张福杰、熊勇

16:00-16:20   艾滋病分会场大会发言二

16:20-16:50   艾滋病分会场大会发言三

16:50-17:10   艾滋病分会场大会发言四

16:00-16:08
多替拉韦在中国艾滋病感染患者中的安全性评估：
一项真实世界、开放性、多中心、上市后药物监
测研究

何盛华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16:08-16:10 讨论

16:10-16:18
一项在中国进行的上市后药物重点监测研究亚组
分析：含多替拉韦的治疗方案用于人免疫缺陷病
毒暴露后预防的真实世界研究

张福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6:18-16:20 讨论

16:20-16:28 广东地区艾滋病合并肺部丝状真菌感染临床特点
和病原谱分析 曹    意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16:28-16:30 讨论

16:30-16:38 艾滋病患者中隐脑合并结脑之临床特征初步分析 孙建军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6:38-16:40 讨论

16:40-16:48 单核细胞亚群表面趋化因子 CCR2 和 CX3CR1 在
HIV-1 合并梅毒共感染中表达变化的研究 郭    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6:48-16:50 讨论

16:50-16:58
Multi-center Echocardiographic Assessment of 
Chinese HIV-Infected Adults Treated with Long-
Term Combination Antiretroviral Therapy

罗    玲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6:58-17:00 讨论

17:00-17:08 169 例艾滋病患者颈血管超声特点及影响因素分
析 吕    玮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08-17:10 讨论



              27

2020-10-17（星期六） 艾滋病分会场

2020-10-17（星期六） 肝病分会场

  主持人 : 林锋、何艳

  主持人 : 徐小元、安纪红、左维泽

  主持人 : 李玉芳、陆海英、李文刚

17:10-17:30   艾滋病分会场大会发言五

13:30-14:28   肝病分会场特邀报告一

14:30-15:28   肝病分会场特邀报告二

详细日程

时  间 讲  题 讲  者

17:10-17:18 715 例 HIV 阳性育龄女性抗苗勒氏管激素水平及
其影响因素探讨 宫丹丹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17:18-17:20 讨论

17:20-17:28 上海地区 HIV/AIDS 患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流
行病学特征及肠道菌群分析 刘丹萍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7:28-17:30 讨论

时  间 讲  题 讲  者

13:30-13:48 重症肝病合并 AKI 的诊疗进展 南月敏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3:50-14:08 抗病毒治疗对慢乙肝患者 HBV 核酸定量检测的影
响 鲁凤民 北京大学医学部

14:10-14:28 肝衰竭合并真菌感染的处理对策 谢    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4:30-14:48 COVID-19 与肝脏损伤 -- 江苏多中心队列研究 吴    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4:50-15:08 肝癌免疫治疗的全程管理 陈京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5:10-15:28 优先 Tips 治疗肝硬化门脉高压急性出血？ 杨    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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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7（星期六） 肝病分会场

  主持人 : 魏红山、陆海英、王艳斌

  主持人 : 陈京龙、徐京杭

  主持人 : 魏红山、曹颖

15:30-16:28   肝病分会场特邀报告三

16:30-17:08   肝病分会场特邀报告四

17:10-17:38   肝病分会场大会发言一

详细日程

15:30-15:48 乙肝相关性肾炎研究进展 于岩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50-16:08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异质性 张    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6:10-16:28 不同肝功能评分模型在慢加急性肝衰竭预后判断
中的作用 李荣宽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30-16:48 2020 年美国胃肠病学院临床指南：“肝、肠系膜
循环障碍”解读 鲁晓擘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50-17:08 原发性肝癌的局部治疗选择 李文刚 解放军第三 0 二医院

17:10-17:18 高水平 sPD-1 可以预测 10 年抗病毒治疗后达到
较低水平 HBsAg 的慢乙肝患者 谭    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7:20-17:28 影响丙型肝炎纤维化的多因素分析 何    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7:30-17:38 代偿期肝硬化抗病毒治疗 6 年临床结局预测 程    然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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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7（星期六） 外科分会场

  主持人 : 林锋、何艳

  主持人 : 辛世杰、周兵、秦世炳

13:30-13:40   外科分会场主席致辞

13:40-15:10   外科分会场特邀报告一

时  间 讲  题 讲  者

13:30-13:40 主席致辞
李太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张    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3:40-13:55 艾滋病骨科围手术期专家共识 张    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3:55-14:10 HIV 阳性合并陈旧闭合四肢骨折患者的手术治疗 赵昌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4:10-14:25 艾滋病合并脊柱结核患者病例分析 黄志刚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14:25-14:40 脊柱内镜技术治疗伴艾滋病的脊柱退变性疾病 顾宇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

14:40-14:55 HIV 患者行 superPATH 入路微创髋关节置换的早
期疗效分析 寸新华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14:55-15:10 讨论

胡波涌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鲍    锐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钱南平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丁    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
地里下

提 . 阿不
力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胸科医院

蔡    三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张子峰 张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罗    坚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蒋邵宁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郑龙坡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袁泽农 山东省立医院

田    军 宁夏第四人民医院

宋宏阁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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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7（星期六） 外科分会场

  主持人 : 胡立强、段月勋、唐际富

  主持人 : 蔡超、刘保池、蒲育

15:10-16:25   外科分会场特邀报告二

16:25-17:50   外科分会场特邀报告三

15:10-15:25 艾滋病相关肾功能衰竭与外科诊疗策略 张    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5:25-15:40 HIV 非相关肿瘤手术与辅助治疗的进展与实践 蒋    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5:40-15:55 艾滋病相关原发胃肠道非霍奇金淋巴瘤的诊疗中
的外科问题 魏    国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15:55-16:10 艾滋病合并腹部结核误诊为淋巴瘤 1 例分享 杨李军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16:10-16:25 讨论

朱志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邓建宁 南宁第四人民医院

童芝文 青海第四人民医院

王小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冯秀岭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六院）

廖林楚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医院

罗英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赵承乾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

李    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6:25-16:40 结核性脓胸外科诊疗共识制定中的艾滋病问题 宋言峥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6:40-16:55 艾滋病患者并发白内障及手术治疗 童剑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6:55-17:10 艾滋病合并宫颈癌手术间隙特点及并发症防治 梁慧超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17:10-17:25 艾滋病相关眼病手术治疗 孙挥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7:25-17:40 讨论

贾洪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毛菲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刘    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易    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鲍诗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7:40-17:50 结束致辞

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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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 吴昊、蒋卫民

  主持人 : 谢敬东、刘水青

  主持人 : 喻剑华、赵清霞

  主持人 : 郭威、陈耀凯、马萍、刘水青

08:00-08:40   大会报告四

08:40-09:20   大会报告五

09:20-10:00   大会报告六

10:00-10:40   大会报告七

2020-10-18（星期日） 主会场

时  间 讲  题 讲  者

08:00-08:20 抗病毒药物的长期毒性 张福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08:20-08:40 艾滋病机会性感染的治疗策略 赵红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08:40-09:00 艾滋病合并耐药结核进展 卢洪洲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00-09:20 新冠疫情防控与艾滋病治疗的协调管理 蔡卫平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09:20-09:40 ART of ART 吕    玮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09:40-10:00 不同资源地区规范抗病毒治疗挑战 何    云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10:00-10:20 艾滋病合并非结核分枝杆菌的治疗 陈谐捷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10:20-10:40 艾滋病相关肾损伤 吕建楠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广西艾滋病临床治疗中心（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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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 李惠琴、李用国、孙丽君

  主持人 : 李太生

  主持人 : 赵敏、阮连国

11:15-11:45   大会发言二

11:45-12:00   闭幕式

10:55-11:15   大会发言一

2020-10-18（星期日） 主会场

10:55-11:03 2019 年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冠状病毒暴发期间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高美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1:03-11:05 讨论

11:05-11:13 COVID-19 相关性肝损伤的临床特点及对预后的影
响 任美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1:13-11:15 讨论

11:15-11:23 艾滋病患者骨密度与亚临床骨折的相关性 
( 负相关 ) 马    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1:23-11:25 讨论

11:25-11:33 HIV 抗体不确定 37 例随访及治疗分析 蒙志好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医院

11:33-11:35 讨论

11:35-11:43 HIV 感染高危人群暴露前预防对性传播疾病的挑
战：一项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 马祥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1:43-11:45 讨论

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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