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实装发【2020】005号 

 关于举办第一届新时代中国医学实验室发展论坛的通知 

（第二轮）  

 

尊敬的各委员单位、医学院校、医院、疾控中心及相关单位：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家卫

生健康委属（管）单位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提升建设方案”，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医

学实验室规范化建设和管理水平，结合各医院、医学院校、疾控中心、医学科研

院（所）对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的实际需要和面临的问题，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医学实验室装备与技术分会主办、河北佳意空调净化工程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一

届新时代中国医学实验室发展论坛”拟于 2020 年 10 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

本次论坛主题是“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论坛将邀请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国家及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等单位领导、专家做会议演讲。现诚挚邀请各单位积极组织人员参会，

并进行经验分享与研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0年 10月 23日-26日 

会议/住宿地点：河北云瑧世纪大饭店（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 145

号，总机：0311-87036699）。 

二、论坛主要内容 

1.实验室生物安全形势与进展 

2.设施设备如何适应公共卫生发展需要 

3.生物安全实验室使用管理与应急处理 

4.对后疫情下公共卫生和医疗实验室建设和认可工作的思考 

5.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建设及运行管理关键质量控制点探讨 

6.实践交流、参观学习 

三、参会人员 



1.实验室分会委员、常务委员及各委员单位相关人员； 

2.医学院校、医院及疾控系统从事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的建设人员、管理人

员、实验室安全技术人员等； 

3.与医学实验室相关的企、事业单位人员。 

四、费用及相关说明 

1.会议费：每人 1000元。会议费发票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统一提供。 

2.住宿费：350 元/间/天。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3.会议费缴费方式：转账汇款、会议现场刷卡或现金缴纳。办理汇款时请在

用途栏备注上“实验室分会石家庄会议”，汇款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花园路支行 

开户名称：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账号：11001028500056036582 

4.学分及其他：会议结束后，将授予与会人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继续教育Ⅱ

类学分 6分，以及赠送由医学实验室分会组织编写的《医学与医学生物学实验室

安全（第 3版）》一书，赠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五、报名方式及联系人 

1.请参加会议的人员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前将报名回执表（附件 4）发至

会务组邮箱：lab@bjmu.edu.cn，或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报名。 

 

2.联系人：吴  娟       联系电话：18600754090（同微信号） 

          耿鹏印       联系电话：13331343144（同微信号） 

附件 1：会议安排及演讲嘉宾简介 

附件 2：会期防疫注意事项 

附件 3：会场交通指引 

附件 4：参会回执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医学实验室装备与技术分会 

                                  2020年 9月 24日

mailto:lab@bjmu.edu.cn


附件 1：会议安排及演讲嘉宾简介 

2020年 10月 23日（周五）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13：30-22：00 会议签到、办理住宿等 

2020年 10月 24日（周六）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9：00-12：00 

介绍与会嘉宾 

领导致辞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领导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领导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领导 

医学实验室装备与技术分会 名誉会长 

实验室生物安全形势与进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生物安全处 

处  长    梁  冰 

设施设备如何适应公共卫生发展需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党委书记  卢金星 

14：00-17：00 

 

生物安全实验室使用管理与应急处理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所 

书  记    谢景欣 

对后疫情下公共卫生和医疗实验室 

建设和认可工作的思考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生物化学实验室认可部 

主  任    翟培军 

区域医疗中心的创作实践与抗疫思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南分院创研中心

主  任    范  乐 

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建设及运行

管理关键质量控制点探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科技发展研究院 

特聘专家  赵玉清 

2020年 10月 25日（周日）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9：00-12：00 实践交流 
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检验所 

所长  杨立学 

13：00-16：00 参观学习 

2020年 10月 26日（周一） 全天离会 

备注：最终日程安排以会议现场下发的为准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生物化学实验室认可部主任，研究员，北大公共管理硕士。具有计量、标准化和
认证认可三个领域的工作经验。当前担任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医学工作组组长、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212医学和
ISOTC276生物技术标委会成员、全国医学实验室检验和体外诊断系统标委会（SAC/TC136）副主任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
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组织参与了《检测和校准实验室通用要求》、《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要求》、《医学实验室 安全要求》、《实验室生物
安全通用要求》等30余件国家和国际标准制修订，发表论文50余篇，主编参编著作近20部。曾获中央国家机关杰出青年“
创新奖”、全国质检系统“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参加了国家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的研究，获得省
部级科研项目一等奖、二等奖等。

姓名：范  乐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工学博士，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南
分院创研中心主任。主研和参与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作为主要设计人获得过多项国家或省部级设计奖项，在国内著名
期刊上发表过多项论著，发明专利2项。与多家国外知名建筑事务所有过合作设计经验。
    曾获得2012年黑龙江省高校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4年美国建筑师协会（AIA）CITED AWARD ；2014年中国建筑学
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姓名：赵玉清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学实验室装备与技术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科技发展研究院特聘专家； 河北佳
意空调净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科研建筑咨询、设计、施工、科研条件设施设备研究制造。拥有高精恒温恒湿机
房（湿度±2%）、生物安全实验室、实验动物房、媒介饲养实验室、生殖医学实验室、手术室、理化实验室、高等级隔离温
室、环境模拟舱、消毒模拟舱、实验室物联平台、天平工作站、无管消化设备、样本自动传递等领域专利技术及专有技术70
余项。

姓名：杨立学

    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检验所所长、主任技师；河北省标准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组组
长；石家庄市反恐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检验检疫协会常务理事。
    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被SCI收录2篇，任主编出版著作一部，任副主编出版著作四部，获省卫生厅科技进
步二等奖四项、石家庄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二项，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五项。

姓名：梁   冰

姓名：卢金星

姓名：谢景欣

姓名：翟培军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所书记、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华预防医学会卫生工程分会副主任委员，兼洁净技
术学组组长；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评审专家委员
会委员；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生物安全主任评审员；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动物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卫生工程学》杂志副主编。
    从事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和职业健康工作35年，主编参编《疾病预防控制心建设标准》等标准10部，主编参编《职业
卫生工程学》等著作10余部，主持“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科研课题10余项，获专利10余项、
发表论文50余篇。

演讲嘉宾简介：（按报告顺序排列）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生物安全处处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党委书记，医院感染控制室主任，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华预
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副主委、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副会长、卫生部标准委员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兼秘
书长）、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评定委员
会委员。
    在援鄂抗疫期间担任中国CDC核酸检测移动P3实验室队长，兼任武汉体育中心等3个方舱医院协调员、14个方舱医院的感
控核心专家组组长。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附件 2：会期防疫注意事项 

1.鉴于石家庄市目前对于新冠疫情防控要求，此次会议暂不接受新疆地区的

人员报名。 

2.境外人员或近期出境过的人员，需提供近 7日内 2次核酸检测结果。 

3.计划参会的人员请提前扫描小程序“河北健康码”显示为绿色健康卡，再

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办理住宿和进入会场前都将检查河北健康码并佩戴口罩。 

4.参会期间，请大家在会场和酒店公共区域佩戴好口罩，酒店安全员会进行

巡防，提醒带好口罩等安全措施。 

5.以上防疫事项如有变动，会务组会第一时间发布通知。 

 

河北健康码 

 

 

 

 

 

 

 

 

 

 

 

 

 

 

 

 

 



附件 3：会场交通指引 

 
1.火车：石家庄火车站 至 河北云瑧世纪大饭店，距离约 4.6公里  

石家庄站乘坐地铁 3号线（西三庄方向）→新百广场站下车（D出口），再

步行约 250米后到达，约 20分钟。 

出租车：约 12元。 

2.火车：石家庄北站 至 河北云瑧世纪大饭店，约 3.6公里  

公交北站乘坐 20 路公交车→新百广场北站下车，再步行约 240 米后到达，

约 35分钟。 

出租车约 10元。 

3.火车：石家庄东站 至 河北云瑧世纪大饭店，约 15公里  

石家庄东站乘坐地铁 1号线（西王方向）→新百广场站下车（D出口），再

步行约 250米后到达，约 34分钟。 

出租车约 36元。 

4.机场：正定国际机场 至 河北云瑧世纪大饭店，约 42公里 

正定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乘坐机场大巴（2 号线）到金圆大厦下车，再步行

约 330米后到达，约 1小时 25分钟。 

出租车约 102元。 

 

 

 

 

 

 



附件 4：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必填） 

 纳税人识别号

（必填） 

 

报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民族 部门/院系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 机 

（必填） 
E-MAIL（必填） 

        

        

        

        

住宿酒店： 

河北云瑧世纪大饭

店住宿标准： 

350 元/间/天（单早） 

是否需要安排住宿：是（ ）否（ ） 1．住宿费由入住酒店收取，住宿

发票请退房时自行在酒店前台开

具。 

2．提交了住宿要求的参会人员，

如果临时取消住宿，请在会议之前

5日内通知会务组。 

 

住宿时间：10月 23日 （ ） 

          10月 24日 （ ） 

10月 25 日 （ ） 

 酒店房型：大床房（ ）间    

酒店房型：双床房（ ）间 

 
其他要求：标间合住（ ） 

 

单位名称和纳税人识别号为开票信息，手机和邮箱号为接收会议信息的重要方

式，请大家务必认真、完整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