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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同仁：

基因分子诊断的快速发展极大推进了个体化医疗和精准医学的研究与应用。2015

年 1 月，国家卫计委公布产前筛查与诊断高通量测序试点名单。2015 年 3 月，科技部

召开国家首次精准医学战略专家会议。2015 年 4 月，国家公布第一批肿瘤诊断与治疗

高通量测序技术临床应用试点单位名单。这些都表明了国家推动基因分子诊断、个体

化医疗和精准医学发展的决心。同时反应了基因分子诊断和个体化医疗在临床应用中

取得的巨大进展及极具潜力的应用前景。为满足临床医技人员、教学科研人员、在读

研究生及其它有需要人员的对基因分子诊断、个体化医疗及精准医学的交流学习需

求，由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主办的“2015 基因分子诊断与精准医学学术研讨会”

将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12 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共设置 4 个主题，分别是肿瘤分

子诊断、产前诊断及遗传病分子检测、分子诊断的临床应用及展望、分子诊断政策与

法规。共邀请 8 位业内专家为大家做主题报告，与大家分享技术前沿发展，实践过程

思考，临床应用现状及预测。本次会议以期为参会者建立高效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的平台。

一、基本信息

会议时间:::: 2015年 6月 10日—6月 12日（10日注册）

会议地点::::北京京泰龙国际大酒店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承办单位：北京百欧美生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斯泰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三、会议议题：

1. 恶性肿瘤基因测序临床应用与精准医疗

2. 循环肿瘤 DNA分子诊断检测策略及临床应用意义

3. 传染性疾病基因分子诊断

4. 遗传病基因分子诊断与个体化治疗



5.5.5.5. 便携式 POCT医学诊断检测的临床应用

6.6.6.6. 出凝血疾病个体诊疗研究进展

7. 基因分子诊断及其标准化和质量控制

四、拟邀请专家：((((排名不分先后，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成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传染病研究所所长、肝病中心主

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北京市传染病学科领军人才，全国模范军转干部

（全国劳模），国际感染病学会（ISID）国际执行委员，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

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副主

任委员,《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核心/统计源期刊）总编辑，《中

国肝脏病杂志》（电子版）（核心/统计源期刊）总编辑，《Infect Int》总编辑。

李金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临床免疫室主任，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导师。负责全国医院和血站实验室感染性疾病临床免疫

学和 PCR检验以及自身抗体免疫检验室间质量评价工作。研究方向为：临床分子诊断

方法及质量控制。以项目负责人承担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两项，首都医学发展科

研基金课题一项。以分课题负责人负责欧盟第六框架计划（FP6）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一

项。并参与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三项。

刘小龙，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肝病研究所所长、福

建省肝病科学研究中心转化医学部主任、福建省联合创新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兼

任福州大学兼职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肝癌早诊与预后的分子标志物筛选、分子机制，及肝癌诊断和治疗的新技术研发与精

准医学。发表 SCI论文 30多篇；授权和公开发明专利 18项。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各类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10多项。被 Cancer Research, JBC,

Molecular Cancer, Cancer Science等多个 SC杂志邀请为审稿人。曾荣获德国洪堡学者奖

学金（Alexander von Humboldt Fellowship）等多项国际荣誉。

卢彦平，教授，主任医师。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主任。从事妇产科临床、科研及

教学工作。参与编写专著 4部，撰写学术论文 10余篇，并获中华妇产科杂志优秀论文

二等奖。熟练掌握妇产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并注重规范化治疗。近几年在妊娠

期糖尿病、妊娠高血压疾病、遗传咨询、胎儿宫内监护、优生优育等方面进行了较深

入研究。现任《中华妇产科杂志》及《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审稿专家。



戚豫，研究员，博导，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神经遗传病

的基因定位、功能等基础研究和线粒体病等遗传病的基因诊断。总结了我国线粒体病

的突变特点，并在研究组织分布特点基础上提出用无创代替有创基因诊断流程。曾承

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首都医学科研发展基金、教育

部 211和北京大学 985项目。在Mitochondrion, NeuroSci Lett等刊物发表 SCI论文 20

余篇。

王成彬，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临检科主任。全国

检验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检验医师协会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分会常委、

北京医学会检验分会主任委员、全军检验学会常委及实验室质量控制与管理分会主任

委员，北京检验医师协会副会长，北京中西医结合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检验

学会常委及血栓与止血学组负责人，生命电子学会常委，中国医疗仪器学会理事及检

验仪器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医学实验室技术委员会委

员、评定委员会委员、ISO15189主任评审员，中华医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同行评审专家等。临床检验杂志(电子版)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临床检验

进展、Clinical Laboratory Research杂志副总主编等。先后承担国家 863子课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发表论文 100余篇，主编、主译专著 3部。获全国多媒体教材一等奖 1

项、军队科技成果二等奖 1项、三等奖 3项等多个奖项。

张云，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转化医学中心主任 ；奥地利格拉茨医学院

特聘研究员；德国慕尼黑工大博士。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国

家重点实验室、德国环境与健康国家科学中心从事研究工作。2013年 12月以厦门市

“双百计划”人才引进到中科院海西研究院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工作，任课题组长，课

题组从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等机构引进高端人才多名，现

有副研究员三名、助理研究员一名。课题组发表多篇高水平 SCI论文，包括 Nature

Protocols、Angewandt Chemie 等，拥有十余项专利。主要从事生物分子诊断、分子影

像等领域的研究。

五、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授课专家及主题

6月 10日 09:00-22:00 注册报到

6月 11日

上午

08:30-9:00 开幕式

9:00-10:10 成军 HCV infection and liver steatosis 肿瘤基因分子诊断



10:10-10:30 茶歇

10:30-11:40 于军 肿瘤基因分子诊断与精准医疗

中午 11:40-14:0011:40-14:0011:40-14:0011:40-14:00 午餐

6月 11日

下午

14:00-15:20 戚豫 线粒体病等遗传病的基因诊断 产前筛查与遗传病

基因诊断15:20-15:40 茶歇

15:40-17:00 卢彦平 无创产前基因诊断与精准辅助生殖

6月 12日

上午

9:00-10:10 刘小龙 循环肿瘤 DNA检测策略及临床意义 基因分子诊断的临

床应用及展望10:10-10:30 茶歇

10:30-11:40
张云

便携式 POCT医学诊断检测的临床应

用

中午 11:40-14:0011:40-14:0011:40-14:0011:40-14:00 午餐

6月 12日

下午

14:00-15:20 王成彬 出凝血疾病个体诊疗研究进展 血液病个体诊断及

分子诊断政策法规15:20-15:40 茶歇

15:40-17:00 李金明 基因分子诊断及其标准化和质量控制

六、注册费用及缴费方式

时间费用 2015201520152015年 5555月 31313131日前交费 2015201520152015年 5555月 31313131日后交费

全费注册 1800元/人 2000元/人

学生注册 1000元/人 1200元/人

注册费包括：会议费、资料费、午餐及会议期间茶歇服务

缴费方式（电子汇款）

账户名称：北京百欧美生科技有限公司

账户号：10279000000337226

开户行：华夏银行北京紫竹桥支行

汇款用途处表明：2015诊断学术研讨会

七、会务组联系人

联系人：马进斌 13121228066

电 话： 010-52280575

E-mail：jinbinma@163.com

网 站：www.Huasitai.com

mailto:jinbinma@163.com
http://www.huasitai.com


《《《《2015201520152015基因分子诊断与精准医学学术研讨会基因分子诊断与精准医学学术研讨会基因分子诊断与精准医学学术研讨会基因分子诊断与精准医学学术研讨会》回执》回执》回执》回执

（多人参加，可复制此表）（多人参加，可复制此表）（多人参加，可复制此表）（多人参加，可复制此表）

请用“■”代替“□”

姓名 民族 性别 年龄 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单位地址 邮编

固定电话 手机 E-mail

发票抬头 项目名称

住宿 1 北京京泰龙国际大酒店（会议协议价）
合住 210元/天

单住 420元/天

住宿 2 速 8酒店（北京珠市口东大街店） 010-67062688 自行联系

住宿 3 7 天连锁酒店（北京前门店） 010-67021877 自行联系

住宿选择
住宿 1-合住 □

住宿 2 □ 住宿 3 □
住宿 2-单住 □

备注

报名回执填妥后统一发送至邮箱 jinbinma@163.com ，如两个工作日未收到回复

请联系13121228066（马老师）确认。

报到时间及地点报到时间及地点报到时间及地点报到时间及地点:::: 2015 年 6 月 10 号 9:00-22:00 北京京泰龙国际大酒店,

酒店地址及乘车线路：酒店地址及乘车线路：酒店地址及乘车线路：酒店地址及乘车线路：

1）酒店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19 号

2）酒店总机：010-67075888

3）首都机场—京泰龙大酒店

乘坐首都机场大巴到《前门大街南口站》下车即到。

4）北京站—京泰龙大酒店

乘坐 622 路或 20 路公交车到《珠市口南》站下车即到。

5）北京西站—京泰龙大酒店

乘坐地铁 7 号线（焦化厂方向）到《珠市口站》下车 C 口出对面即到。

6）北京北站—京泰龙大酒店

乘坐地铁 4 号线大兴线（天宫院方向）到《菜市口站》下车，换乘 7 号线（焦化厂方向）到

《珠市口站》下车，C 口出对面即到。

7）北京南站—京泰龙大酒店

乘坐地铁 4 号线（安河桥北方向）到《菜市口站》下车，换成 7 号线（焦化厂方向）到《珠

市口站》下车 C 口出，对面即到。

8）本酒店附近快捷酒店：

速 8 酒店（北京珠市口东大街店） 010-67062688

7 天连锁酒店（北京前门店）010-67021877

mailto:jinbinma@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