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第四届“国际结核病论坛”暨“中国结核病临床试验
合作中心（CTCTC）国际研讨会”第二轮通知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
治临床中心、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全国结核病医院联盟、北京结核
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主办的“国际结核病论坛”在过去的三年里已成功举
办了三届，为我国与国际结核病防治领域搭建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建
立了良好的国际结核病防治技术沟通机制。为进一步加强国内外结核病学
科之间的交流，学习国内外先进诊疗技术，促进我国和国际结核病防治工
作的共同发展，主办方定于 2018 年 9 月 13-15 日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第四

届“国际结核病论坛”暨“中国结核病临床试验合作中心（CTCTC）国
际研讨会”，谨代表论坛主办方，诚邀您莅临大会。
现将论坛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办及承办单位
主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全国结核病医院联盟
中国结核病临床试验合作中心
承办：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省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
二、组织机构
论 坛名 誉 主席 ： 许绍发

高文

刘剑君

程军平 徐俊华 Carol

Hamilton
论坛主席：

唐神结 李亮

论坛执行主席：刘宇红 吴妹英
论坛秘书长： 杜建 张建平
组织委员会：
李亮 程军平 徐俊华

闵奇萍 吴琦

杜娟

才 王卫华 张雷 刘锦程 秦敬民 于景来 刘勇
张宗德

严晓峰 余卫业 彭鹏

陆伟

董永康

杜建 张广宇 易星 吴树
厍启录
谢长俊

张定宇 张义
刘刚

陈力舟

纪滨英 丁卫忠
学术委员会：
唐神结 刘宇红 吴妹英 谭守勇 卢水华 徐金田 刘玉琴 沙巍 陈效友
周琳 宋言峥 郭述良 张建平 张侠 孙鹏
肖玉梅

初乃惠

高孟秋

张峣

朱敏

党丽云 高谦

毕利军

王霞芳

李明武 吴桂辉 沈鑫 李国保

金锋 侯代伦 李传友 梅早仙 高绪胜 邓国防 袁保东

陈晓红

阿尔泰

丁卫民
秘书处：
刘宇红
逄宇 陈梓

杜建 叶志坚 沈兴华 唐佩军 许琴英 刘晓
高静韬

张立杰 段鸿飞 马艳 岳淑敏

汤国红 姚岚

谢仕恒

王红红

李云 丛林
三、论坛主题及内容
主题：大平台 大数据 大未来
内容：结核病基础、临床和控制（详细日程见附件 1）
四、时间、地点、参会人员
时间：2018 年 9 月 13-15 日。13 日 9:00-18:00 报到，18:00-19:00 开
幕式，14-15 日开会。
地点：江苏省苏州金鸡湖凯宾斯基大酒店，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国宾
路 1 号（详细地址及乘车路线见附件 2）。
参会人员：国际结核病领域专家，结核病临床、预防与基础人员以及
相关学科医师和科研人员。
五、食宿及收费
交通费自理；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住宿：9 月 12-14 日，
680 元/间/天，9 月 15 日，780 元/间/天。
会务费：1000 元/人，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会员单位参会代表
优惠 10%，个人会员优惠 10%，优惠可累计。
缴费方式：现场缴费及提前对公转账。
对公账号：单位名称：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通州支行新华分理处
账

号：0200 0002 0900 0218 416

六、回执及会务联系人
请于 9 月 10 日前将会议回执（见附件 3）发送至邮箱：
yueshumin@tb123.org 或传真至 010-69533743，以便安排住宿。

姓 名

电 话

邮 箱

传 真

岳淑敏

13641302990

yueshumin@tb123.org

01069533743

王红红

13521840828

xinxintiandi1@163.com

0106953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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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结核病医院联盟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 1：
第四届国际结核病论坛暨中国结核病临床试验合作中心（CTCTC）国际研讨会日程
Agenda for 4th Chin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uberculosis
2018 年 9 月 13-15 日，苏州
Sep 13-15，Suzhou, China
日期
Date

时间
Time

内容
Contents
报到
Registration
会议室地点：2 楼国宾厅
Venue：State Ballroom on the second floor

18:00-19:00

开幕式
Opening

8:30-9:00

中国结核病控制：大平台、大数据、大未来
China TB Control: Big platform, big data, big future

9 月 13 日
Sep 13

9 月 14 日
Sep 14

9:00-9:30

待定
To be determined

9:30-10:00

构建区域健康服务体系
Constructing region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茶歇
Tea Break
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治及其进展

10:10-10:20
10:20-10:50

讲者
Presenter

主持
Chair
会务组
Secretariat

李亮
Li Liang
李亮
Li Liang
陈仲丹（世卫驻
华代表处）
Chen Zhong
Dan（WHO
China）
谭伟良
Tan Wei Liang

许绍发
高文
Xu Shaofa
Gao Wen

施毅

刘剑君

10:50-11:20
11:20-11:50
12:00-13:3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5:50
16:30-16:50

TBD

16:50-17:20

TBD
抗结核新药引入和保护机制项目进展和经验
Responsible access to new TB drugs: NDIP project progress
晚餐
Dinner
TBD
宿主生物标记物研究进展
Host response Biomarkers

17:20-17:50
18:00-19:00
9 月 15 日
Sep 15

Advance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fungal
infections
肺结核合并肺部细菌感染的精准诊治
Preci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bacterial infections in
PTB
结核病基础研究与转化医学的新时代
New era of basic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on tuberculosis
午餐
Lunch Break
WHO 耐多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治疗指南 2018 更新版要点解读
Interpretation on WHO treatment guidelines for rifampicin- and
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2018 update
新药在结核潜伏感染治疗中的作用
Treating TB infection: the role of new drugs
中国使用贝达喹啉的经验
China experience on using BDQ: preliminary safety data
TBD
茶歇
Tea Break

8:30-9:00
9:00-9:30

Shi Yi
张文宏
Zhang Wenhong

吴妹英
Liu Jianjun
Wu Meiying

毕利军
Bi Lijun

唐神结
Tang Shenjie
Gavin
Churchyard
高孟秋
Gao Mengqiu
Dick Menzies
Carlos Martin
Montañes
G Kang
刘宇红
Liu Yuhong
Susan Dorman
Rushdy Ahmad

谭守勇
吴琦
Tan Shouyong
Wu Qi

刘锦程
王卫华
Liu Jincheng
Wang Weihua

杜建
刘勇
Du Jian

9:30-10:00
10:00-10:20
10:20-10:50
10:50-11:20

TBD

11:20-11:50

耐多药结核病细胞免疫治疗的理论和临床实践
Adoptive T cell therapy of MDR-TB: principle and clinical practice
闭幕
Closing
午餐
Lunch

11:50-12:00
12:00-13:00




药物性肝损伤的诊治进展
Advance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
茶歇
Tea Break
ESAT6-CFP10 三期临床试验结果
Result of ESAT6-CFP10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全程提供中英文同声翻译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will be provided during the conference

缪晓辉
Miao Xiaohui

卢水华
Lu Shuihua
RePORT
speaker
Binfeng Lu
唐神结
Tang Shenjie

Liu Yong

徐金田
刘玉琴
Xu Jintian
Liu Yuqin
杜建
Du Jian

附件 2：
第四届“国际结核病论坛”酒店地址及乘车路线
江苏省苏州金鸡湖凯宾斯基大酒店，地址：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国宾
路 1 号，酒店电话：0512-62897888。

乘车路线：
苏州火车站-会议酒店：178 路(苏州站北广场公交枢纽站上,金鸡湖大酒店下,21 站)，
步行 2.2 公里。打车约 35 分钟，50 元。
苏州北站-会议酒店：地铁 2 号线(高铁苏州北站上,苏州火车站下,9 站)，换 178
路(苏州站北广场公交枢纽站上,金鸡湖大酒店下,21 站)，步行 2.2 公里。打车
约 45 分钟，70 元。
上海浦东机场到苏州（推荐）：
机场 1 号航站楼和 2 号航站楼有直达苏州的长途大巴，3 小时，84 元。
（出发时刻表可通过网站查询
http://www.shanghaiairport.com/cn/jcjt/index_53196.html）
上海虹桥机场至上海虹桥火车站（推荐）：
地铁 10 号线（虹桥 1 号航站楼上车，虹桥火车站下车，2 站），步行 210 米。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至上海火车站（推荐）：
机场五线（浦东机场 1 号航站楼站上车，上海火车站（南广场）站下车，5 站），

步行 250 米。打车约 1 小时，178 元。
上海虹桥机场至上海火车站：
地铁 10 号线（虹桥 1 号航站楼站上车，虹桥路站下车，6 站），转乘地铁 4 号线
（上海火车站下车，7 站），步行 430 米。打车约 40 分钟，70 元。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至上海虹桥火车站：
机场五线（浦东机场 1 号航站楼站上车，龙阳路地铁站下车，2 站），转乘地铁
2 号线（虹桥火车站下车，17 站），步行 210 米。打车约 1 小时，249 元。
无锡苏南硕放机场-苏州（推荐）：
有机场巴士直达苏州火车站北广场客运站，约 45 分钟，30-50 元。
（出发时刻表可通过网站查询
www.wuxiairport.com/web101/lkfw/jcdb/index.shtml）
无锡苏南硕放机场-无锡火车站：
机场内乘坐苏南机场无锡西站线至无锡汽车客运站下车，步行 310 米或乘坐机
场 1 号线至火车站下次，步行 1.7 公里。打车约 30 分钟，48 元。
无锡苏南硕放机场-无锡高铁东站：
机场内乘坐苏南机场张家港金港线/苏南机场江阴华士线 /苏南机场江阴周庄
线 /苏南机场靖江线至无锡客运东站下车，步行 150 米，至无锡高铁东站。
打车约 30 分钟，35 元。

附件 3：
第四届“国际结核病论坛”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单位

是否
住宿
手机号码
包房/
拼房

注：住宿不备注原则上均是标间拼住。

邮箱

报到 撤离
备注
日期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