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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大会暨创新医疗峰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 40 周年庆
开幕式日程
2020 年 11 月 21 日 8:30-11:40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池 慧

08:30-08:45

学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视频播放

08:45-08:50

中国科协贺信宣读

08:50-09:05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领导讲话
曹雪涛 理事长

09:05-09:15

中国医学科学院领导讲话
王 辰 院长

09:15-09:2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讲话
徐景和 副局长

09:25-09:45

颁奖仪式
学会工作杰出贡献奖
青年学者奖颁奖
优秀博士论文奖颁奖

09:45-09:55

获奖专家讲话
巴德年 院士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合影

09:55-10:20

主持人 ：王广志副理事长
尧德中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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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1:00

学术报告 ：智慧医疗
胡盛寿 院士

11:00-11:40

学术报告 ：面向中西医，守正加创新
程 京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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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分论坛（共 25 个）
13 ：30-17 ：30
S1- 新冠疫情防控与中国医疗器械发展战略论坛
承办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主席 ：王广志 清华大学
郑海荣 中科院深圳先进研究院副院长

会场 ：上海厅

S2- 青年论坛
承办 ：青年工作委员会
主席 ：明 东 天津大学

S3- 第三届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创新论坛
承办 ：科技创新与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
主席 ：赵毅武 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S4- 医工结合 融汇创新
承办 ：医疗器械咨询工作委员会
主席 ：胡盛寿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任

会场 ：宁波厅

中国工程院院士

S5- 放疗新技术引领未来
承办 ：精确放疗技术分会
主席 ：康静波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S6- 体外诊断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承办 ：医学检验工程分会
主席 ：康熙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张会生 深圳大学

S7- 神经工程与类脑智能
承办 ：医学神经工程分会
主席 ：尧德中 电子科技大学
明 东 天津大学

S8- 血液疗法进展和未来
承办 ：血液疗法与工程分会
主席 ：刘嘉馨 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所长

S9- 生物感知与智能信息检测及处理
承办 ：生物医学测量分会、生物医学传感技术分会
主席 ：郭兴明 重庆大学
沙宪政 中国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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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 新常态下全民健康的挑战与应对
承办 ：健康工程分会
主席 ：陆祖宏 东南大学
曹征涛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会场 ：广州厅

S11- 医学物理创新发展
承办 ：医学物理分会
主席 ：戴建荣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邱 杰 北京协和医院

会场 ：拱北厅

S12- 康复工程新进展与新趋势
承办 ：康复工程分会
主席 ：张 明 香港理工大学
季林红

清华大学

S13（1）- 医学人工智能软硬件融合发展与应用
承办 ：医学人工智能分会
主席 ：万遂人 东南大学
赵毅武 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S13（2）- 医学人工智能技术新进展与应用
主席 ：孔德兴 浙江大学
董 骧 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S14- 干细胞工程技术论坛
承办 ：干细胞工程技术分会
主席 ：李宗金 南开大学医学院
韩忠朝 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S15- 医工融合中生物力学前沿问题
承办 ：生物力学分会
主席 ：季葆华 浙江大学
李德昌 浙江大学

S16- 体外循环论道
承办 ：体外循环分会
主席 ：侯晓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李 欣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S17- 植 / 介入材料的功能修饰及产业化技术探讨
承办 ：生物材料分会
主席 ：周长忍 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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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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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 心律分会医工结合论坛
承办 ：心律分会
主席 ：吴书林 广东省人民医院
马长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

S19- 纳米诊疗技术与医学应用
承办 ：纳米医学与工程分会
主席 ：常 津 天津大学
许海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S20- 血液净化通路论坛
承办 ：人工器官分会
主席 ：陈江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顾汉卿 天津医科大学

S21- 创新融合 影像智慧
承办 ：医学影像工程技术分会
主席 ：唐晓英 北京理工大学
马国林 中日友好医院

S22- 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论坛
承办 ：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分会
主席 ：陈 晓 浙江大学
张智勇 广州医科大学

S23- 医学图像与人工智能论坛
承办 ：医学图像信息与控制分会
主席 ：夏 灵 浙江大学

S24- 生物医学光子学论坛
承办 ：生物医学光子学分会
主席 ：骆清铭 海南大学校长
魏勋斌 北京大学教授

会场 ：天津厅

中国科学院院士

S25- 生物电磁学的发展与挑战
承办 ：生物电磁分会
主席 ：宋 涛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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