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28次全国医院感染学术年会暨      
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三十周年总结会                                                                                                                

会议议程安排                                                                                                            
6月19日晚上  （三楼合肥厅）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28次全国医院感染学术年会会议支持系统会前沟通
时间 参会人员

18:00-20:00 19日到达会议现场的全体支持服务系统工作人员

6月20日上午  （二楼中餐厅）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青年演讲比赛会前会

时间 讲课题目 参会人员

11:00-12:3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兵团、军队系统团长（打分评委）：                                   
马红秋   王力红   牛建军   张浩军   孙树梅   李玉英   杨怀   鲜于舒铭   邢亚威   刘吉起   
林   玲   邓   敏   任   南   杨云海   张卫红   陈修文   曹晋桂   韩克军   刘卫平    杜龙敏   
张永栋   崔树玉   杨  芸    索   瑶   朱仁义   宗志勇   逄崇杰   石   荔   何文英    丁丽丽   
熊   辛   俞云松   刘   丁（现场抽签评委会场，同时选手抽签确定比赛会场 ）

中华预防医学会领导                                                                    
组委会人员                                                                              
选送代表团团长及参赛选手                                                            
评委                                                                                          
支持服务系统工作人员

6月20日下午  （世纪金源大饭店三楼国际会议厅 、首长接见厅、长沙厅）
时间 讲课题目 地点 主持

13:00-18:00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青年演讲比赛会分会场一 世纪金源大饭店三楼国际会议厅
张卫红    
曹晋桂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青年演讲比赛会分会场二 世纪金源大饭店三楼首长接见厅
杨   怀      
石   荔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青年演讲比赛会分会场三 世纪金源大饭店三楼长沙厅
刘   丁      
索   瑶

参赛题目（演讲场地和顺序采取现场抽签方式确定 ）
比赛题目 选送单位

“感”卫新生，“膜”焕奇迹 安徽省预防医学消毒与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披荆斩棘建通途——感控之路 北京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超级细菌”烦不如防！ 福建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感行丝路，走出自我 甘肃省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
感控路上，青春微凉 广东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感控携手临床，助力患者健康 广西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
三步手卫生  VS  六步手卫生 贵州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海南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学专业委员会
众人拾柴，火焰高 河北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质量管理与监测专业委员会
助力感控，消供在行动−骨科电钻清洗最佳实践 河南省预防医学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追梦感控路，奋斗新征程 黑龙江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饱经霜雪三十载，俯拾仰取砥砺行—后抗菌药物时代的院感防控之路 湖北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
感控无国界，感控无小事 湖南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栉风沐雨话感控，砥砺奋进铸辉煌 吉林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
院感职称晋升，艰难历程之化蛹成蝶 江苏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
患者安全之旅—感染预防与控制 江西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
努力奔跑在感控第一线 —用青春筑起生命的屏障 辽宁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院感人做科研有什么好处 内蒙古自治区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2.5mL的距离 宁夏回族自治区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
平凡中成长  砥砺中前行 青海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
耐药菌防控  我们在行动 山东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
蝶舞新生 未来可期 山西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烧伤患者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防控 陕西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坚持于心，执着于行 上海市预防医学会消毒专业委员会
拿什么拯救你？ 四川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天津市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如何开展手术室感染控制 西藏自治区医院感染质量管理与控制中心
让护士长从“铁公鸡”蜕变的主谋是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感染质控中心
播种感控希望，共筑感控梦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院感染质控中心
疑似医院感染暴发？—我们来探案 云南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
院感科2.0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一块破棉布，一个大项目——项目化管理助力感控 重庆市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
逐波踏浪严感控，万里海疆写大爱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医院感染专业委员会

6月20日晚上  （世纪金源大饭店三楼首长接见厅 ）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第 （五)届委员会全体会议

时间 会议内容 主持

19:30-22:00
第五届医院感染控制分会换届会
第五届医院感染控制分会常委第一次会议

中华预
防医学
会领导



6月21日全天（世纪金源大饭店一楼大宴会厅 ）
开幕式

时间 开幕式 参加人员 主持

08:00-09:00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雷光华致欢迎词                                                                                                              
2、中南大学副校长陈翔致辞                                                                                                                    
3、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致辞                                                                                                                                                    
4、中华预防医学会领导致辞                                                                                                                    
5、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青年演讲比赛颁奖典礼

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中华预防医学会领导、湖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领导、湖南省预防医学会领导 、中南大学副校长、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
第（五)届名誉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常委等

中华预
防医学
会领导

主旨报告
时间 讲课题目 专家 专家单位 主持

09:00-09:30 细菌宏分类学理论和应用 徐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安华  
巩玉秀09:30-10:00 卫健委领导主题报告 卫健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0:00-10:30 筑牢感控防线，应对新发再发传染病挑战 贺青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 刘运喜  
王    强10:30-11:00 感控引领应对挑战，以人为本团结创新 吴安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1:00-11:30 新感控 “心”思维——对新时期感控的若干思考 付   强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院管理研究所 卢金星 
薛广波11:30-12:00 2019年ECCMID感控热点话题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2:00-13:30 壁报，新技术新产品展示
13:30-14:00 肺结核前沿：从国家政策变化到综合医院防控挑战 万康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付   强  
陈佰义  
俞云松

14:00-14:40 日本医院感染现状与对策 中村敦 名古屋市立大学

14:40-15:20 美国医疗机构针对医疗器械消毒灭菌质量控制的关键因素分析和最新指南解读
Craig 

Wallace
美国ISO标准 TC198生物指示剂主委会专家

16:00-16:30 AMS临床实践 肖永红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宗志勇
高晓东16:30-17:10 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现代医疗的主要威胁

Martin 
Kiernan

英国西伦敦大学

17:10-17:40 香港医院织物相关感染与对策
Vincent 
Cheng

香港大学玛丽医院 陆   群    
钱黎明

17:40-18:10 医院感染暴发的风险管理 李六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8:10-19:00 壁报，新技术新产品展示

19:00-21:00 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三十周年总结及汇报大会 （洁定支持）
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教师 、学员、及本次会议全
体成员

马嘉瑞    
彭金凤

6月22日分会场一  （世纪金源大饭店一楼大宴会 1厅）
专题报告：常见呼吸道传染病防控

时间 讲课题目 专   家 专家单位 主持
07:30-08:00 我国流感的预防控制策略 杨   鹏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孙自镛    

赵根明    
牛建军

08:00-08:30 流感防控，我们还有新答案吗？ 高   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8:30-09:00 顺应结核病国家新的控制策略 ，强化综合医院诊治能力的提升 林明贵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专题报告：血透专家谈血透相关医院感染管理问题
09:15-09:45 中国血液透析病人感染现状及深度分析 李文歌 中日友好医院 侯铁英   

索继江   
冯秀兰

09:45-10:15 血液净化治疗中的手卫生与安全注射 向   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15-10:45 血液净化护理质量的动态管理 曹立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卫星报告会：医院精准感控，保护患者安全（山东利尔康支持）
11:00-11:30 危中寻“微”—压垮感染防控的稻草 吴安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李六亿   

张流波   
付   强

11:30-12:00 空止于“控“—不可忽视的围术期切口护理 刘运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2:00-12:30 镜无止“净”—揭秘内镜灭菌最优法则 索    瑶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专题报告：直击前沿
13:00-13:30 艰难梭菌感染相关进展 卢金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吴佳玉    

姚新宝  
邓   敏

13:30-14:00 手术室麻醉工作区感染防控核心策略 刘卫平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14:00-14:30 基于WHO感染防控能力评价框架下的持续质量改进 张秀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卫星报告会：  国际手卫生进展趋势（山东新华莎罗雅支持)
14:45-15:45 日本医院手卫生依从性管理经验和病毒感染的防控 吉田葉子 东京医疗保健大学 吴安华    

李卫光15:45-16:15 推进手卫生依从性，保障患者安全 李六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卫星报告会： 克守己任 信见未来（默沙东支持）

16:30-17:00 革兰阳性菌的检出现状及药敏数据解读 李春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孙自镛
侯铁英

17:00-17:30 达托霉素在血流感染中的应用 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7:30-18:00 生物被膜与感染的关系 杨   帆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6月22日分会场二  （世纪金源大饭店一楼大宴会 2厅）
专题报告：消毒供应中心及相关难点问题

时间 讲课题目 专   家 专家单位 主持
07:30-08:00 医疗器械使用后为什么要预处理 ？ 张   静 广州第一人民医院 杨   怀  

巴   莉   
林   玲

08:00-08:30 外来器械的信息化管理 程  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30-09:00 消毒供应中心检查，院感应该关注的重点 冯秀兰 广州第一人民医院

专题报告：新生儿医院感染防控专场
09:15-09:45 新生儿医院感染防控及抗菌药物管理 岳少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邓启文 

范秋萍  
罗晓黎

09:45-10:15 常见肠道病毒感染及其防控 刘运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15-10:45 近期新生儿医院感染暴发事件的原因 、影响及管理对策 邓子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卫星报告会：“械”无可击-聚焦CSSD精准防控新策略（山东安捷高科支持）
11:00-11:30 医院高水平消毒技术的运用 张流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孙树梅    
黄   勋

11:30-12:00 清洁的医疗更安全 吴安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2:00-12:30 软式内镜清洗消毒与生物膜 刘运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专题报告：病原微生物感染与防控
13:00-13:30 "超级"真菌防控 韩   黎 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熊莉娟        

曹先伟   
徐   潜

13:30-14:00 洗手槽：CRE的重要来源 宗志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00-14:30 多重耐药菌防控：接触预防是否有效？ 范珊红 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卫星报告会： 我想镜净（GETINGE）
14:45-15:15 镜净在期待：踏上内镜灭菌新征程 刘运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巩玉秀 
李六亿

15:15-15:45 净，大不同：低温灭菌方式的选择 张流波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15:45-16:15 醛芯醛益：重新认识低温甲醛蒸汽灭菌
Takeshi 
Takano

日本讲者

卫星报告会：医院环境感染控制新证据 、新进展（伽玛支持）

16:30-17:30 多中心环境清洁集束方案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 :REACH研究
Brett 

Mitchell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埃文代尔学院 李春辉 

刘大钺
17:30-18:00 医院环境感染循证研究新进展 倪晓平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月22日分会场三  （世纪金源大饭店三楼国际会议厅 ）
专题报告：CDC在医院感染防控中的作用

时间 讲课题目 专   家 专家单位 主持
07:30-08:00 全国医院消毒监测情况报告 沈   瑾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    燕  

梁建生      
崔树玉

08:00-08:30 广东省几起医院感染暴发的病因调查 钟昱文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8:30-09:00 执行医院消毒卫生标准检测方法需要规范化 杨云海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卫星报告会：遏制细菌耐药，感控与临床并行（住友制药支持）
09:15-09:45 从细菌耐药的角度看感控 卓    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吴安华09:45-10:15 抗菌素管理从指标到内涵 孙树梅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0:15-10:55 感控ICU，助力重症感染治疗，遏制耐药 柴文昭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专题报告：医院感染监测与信息化
11:00-11:30 医院感染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任   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张世阳     

方   旭    
熊   辛

11:30-12:00 抗菌药物信息化管理实践 王选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2:00-12:30 信息化助力医院感染防控 李福琴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专题报告：新标准，新要求、新重点
13:00-13:30 WS新标准要求下，医院传染病防治检查重点解读 王邵鑫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张   群   

陈解语    
史晨辉

13:30-14:00 WS 628-2018 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技术要求 顾   健 江苏省卫生监督所
14:00-14:30 消毒杀菌功能湿巾在医院合规与正确使用 朱仁义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卫星报告会：艰难梭菌感染与防控（卡瓦麦瑞斯与赛沛支持 ）

14:45-15:15 【循证】再谈环境管理在耐药菌感染防控中的作用 ——基础感控的杠杆作用 倪晓平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吴安华   
李六亿15:15-15:45 【监测】艰难梭菌前沿检测技术 ——未来已来 金大智 杭州医学院

15:45-16:15 【实践】重症监护病房艰难梭菌感染防控 ——细节决定成败 李春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卫星报告会：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防控和诊疗策略 （惠迪森支持）

16:30-17:00 肠杆菌科细菌对不同抗菌药物的耐药现状 吕   媛 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
俞云松
黄   勋

17:00-17:30 耐药革兰阴性菌诊治与防控策略 陈佰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30-18:00 拉氧头孢的临床治疗地位 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6月22日分会场四  （世纪金源大饭店三楼首长接见厅 ）
专题报告：安全注射

时间 讲课题目 专   家 专家单位 主持
07:30-08:00 促进安全注射，加强医院感染质量管理 付   强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李春凤 

茅一萍     
石   荔

08:00-08:30 我国安全注射现状 王富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8:30-09:00 针尖上的职业防护 蔡   虻 北京医院

专题报告：医院建筑布局

09:15-09:45 建筑布局与感控 姜亦虹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王   湘   
田春梅   
蔡   虻

09:45-10:15 医用洁净工程运行维护管理 李卫光 山东省立医院

10:15-10:45 您见过真正的负压隔离病房吗 ？ 曹晋桂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卫星报告会：雾里看花-感染性疾病案例MDT诊疗思路研讨（辉瑞支持）

11:00-11:20 MDT病例一介绍 沈   芹 湖南省人民医院

陈佰义

11:20-11:40 MDT病例二介绍 周鹏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1:40-12:00 临床微生物专家点评 卓   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00-12:20 临床感染学专家点评 陈佰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20-12:40 临床药学专家点评 吕   媛 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

专题报告：重点部位医院感染的防控

13:00-13:30 邮说感控：空气传播疾病的清单化管理 张越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袁晓宁  
赵艳春   
黄新玲

13:30-14:00 何为到位？—导尿管相关感染监测与防控 邢亚威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14:00-14:30 你看到和没有看到的-导管相关血流感染防控 黄   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卫星报告会： 系统思考，个体化评估CAP病原体（拜耳支持）

14:45-15:30 系统思考，个体化评估CAP病原体 罗   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吴安华

15:30-16:15 抗菌药物管理 宗志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专题报告：基层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医院感染监控

16:30-17:00 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现状与对策 张浩军 甘肃省人民医院 孙丽萍 
范书山   
乔美珍

17:00-17:30 民营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痛点与思考 田庆锷 湘潭市中心医院

17:30-18:00 养老机构感染与防控 鲜于舒铭 海南省人民医院

6月22日分会场五 （世纪金源大饭店三楼长沙厅 ）
专题报告：医疗废物管理

时间 讲课题目 专   家 专家单位 主持
07:30-08:00 医疗废物优化处置技术和管理模式 陈   扬 中国科学院北京综合研究中心 白丽霞  

刘   旭   
潘   珏

08:00-08:30 聊聊医废及输液瓶袋管理的那点儿事 单淑娟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08:30-09:00 医疗废物的正确分类及趋势 熊   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专题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在医院感染管理中的促进作用
时间 讲课题目 专   家 专家单位 主持

09:15-09:45 以省级质控中心为抓手 ，完善湖南省医院感染防控体系 于艳萍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刘永华  
关素敏  
陈文森

09:45-10:15 市级院感防控体系构建之实践与思考 潘红英 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0:15-10:45 以点带面  星火燎原 陈   燕 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

专题报告：医院感染培训
11:00-11:30 培训质量考核及需要关注细节 黄   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卢   杰  

傅小芳  
张淑敏

11:30-12:00 江苏感控团队建设探索 张卫红 江苏省人民医院

12:00-12:30 匠心筑梦，共建基层感控防火墙—湖北恩施基层医院感染管理经验分享 肖雪琴 湖北恩施州中心医院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编委会

13:00-15:30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编委会 （全体编委和青年编委、编辑部人员）
吴安华 
任   南

专题报告：优秀论文报告

15:30-16:30 优秀论文报告 左双燕   曾邦伟  杨会志  于志臻  陈贵秋  柴光军 张宇 尹维佳

专题报告：优秀论文报告

16:30-17:30 优秀论文报告 索继江  孟庆兰  覃金爱  杨  环  李爱斌  张永祥 周   彬

6月23日上午（世纪金源大饭店一楼大宴会厅 ）
主旨报告+闭幕式

时间 讲课题目 专   家 专家单位 主持
08:00-08:30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监测报告 卓   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巩玉秀  

战   榕    
卢金星

08:30-09:00 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监测报告 杨小强 国家卫生健康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
09:00-09:30 全国医院感染监测网监测报告 任   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30-10:00 践行指南，多学科防控MDRO 王力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宗志勇   

刘运喜10:00-10:30 三网联动，感控、抗管协力，上海模式 杨   帆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30-12:00 颁奖典礼及闭幕式
吴安华   巩玉秀   李六亿  卢金星  宗志勇                                  

刘运喜    王力红    张   俭    汪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