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会第九次全国艾滋病、丙型肝炎学术会议日程 
 
 
 
 
 

 
 时  间 内  容 主讲人 主持人：李太生 
 

2019.9.15 日 
14:00-17:30 

 
艾滋病疑难病例讨论（6 个病例，） 

 病例点评专家：卢洪洲，张福

杰，蔡卫平，孙永涛，吴昊，

赵红心 
 

 

19:00-20:30  艾滋病学组扩大会议 

  

 

20:30-21:30 肝病感染协作组会议 

  

 9 月 16 日    

7：50～8：10 

 
开幕式 

开幕词：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周智广院长 
李太生 教授（5 min） 

 
徐小元  教授 



 特邀报告  
8：10～8：30 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和免疫治疗进展 李太生 教授 孙永涛，蔡卫平 

8：30～9：00 
国际艾滋病治疗新进展(Advancements about 
 antiretroviral thearpy 

JP Routy 教授（加拿大） 

9：00～9：20 HIV/HCV 共感染的抗病毒治疗 王福生 院士 
9：20～9：40 中国丙肝抗病毒治疗现状 徐小元 教授 周伯平，张彤，王辉 

9：40～10：00 艾滋病的预防新策略 张福杰 教授 
10：00～10：20 艾滋病合并分枝杆菌感染的诊治进展 卢洪洲 教授 
10：20～10：30 茶歇              

10：30～10：50 
专题会 1：艾生特：解放治疗羁绊，拥抱自在生活(默沙

东) 

张福杰   教授 李太生        教授 

10：50～11：10 
专题会 2：DTG 二线治疗国际多中心(包括中国）结果发

布（DAWNING 研究） (GSK) 

张福杰  教授 李太生        教授         

11：10～11：30 专题会 3：DAA 时代的 HIV/HCV 临床诊疗决策(吉列德) 蔡卫平   教授 李太生        教授 

11：30～11：50 专题会 4：厚积薄发-DAA 真实世界带来的启示(施贵宝) 卢洪洲   教授 徐小元        教授              

11：50～12：10 
专题会 5：晴众®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生物等效性

试验概述(正大天晴) 
卢洪洲   教授 李太生 教授   徐小元 教授 

12: 10～ 13：10 午餐   
 
9 月 16 日 
下午 

 主会场  
13：30～13：50 旅行者疾病（TBD） 张文宏 教授 叶寒辉 何云 沈银忠   
13：50～14：10 艾滋病与真菌感染诊治进展 唐小平 教授 
14：10～14：30 HIV 急性期感染的研究进展 吴 昊  教授 
14：30～14：40 茶歇   

  大会发言（10 分钟发言，5 分钟讨论）  



14：50～15：05 
雷公藤降低慢性 HIV 感染免疫重建不全者的免疫激活

并改善其免疫重建的研究 
吕玮 陈谐捷 赵清霞 黄绍标 

15：05～15：20 静脉吸毒人群 HCV 抗体重组免疫印迹检测结果分析 陈兵 

15：20～15：35 
HIV-1 感染者成人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免疫重建中病毒适

应性的作用 
姜太一 

15：35～16：50 
上海地区 HIV 感染合并肺结核患者回顾性生存分析研

究 
纪永佳 王敏 何盛华 朱彪 

 
16：50～16：05 HIV阳性患者合并感染的马尔尼菲篮状菌的抗真菌药物

敏感特性 
雷华丽 

16：05～16：20 哈尔滨市新确诊男男同性恋 HIV-1 感染者体内病毒基因

型分析 
张琳 

16：20～16：35 云南省 HIV/AIDS 患者抑郁焦虑状况调查  
 

专题会（主会场）  

16：40～16：55 专题会 6：病毒载量检测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

(罗氏) 
蔡卫平   教授 李太生 教授 

16：55～17：05 
专题会 7：HIV-1 DNA 定量检测在艾滋病筛查和疗效评

估中的应用研究(海力特) 
李太生   教授 王通   教授 

    
    

   
   
   

   

17：30  晚餐                                   



肝病感染协作组分会场 

 时  间 内  容 主讲人 主持人 

9 月 16 日

下午 
 特邀报告  

13：30～13：50 EBV 感染相关疾病与抗病毒治疗   徐小元  教授 江建宁 左维泽 李玉芳 教授 

 

 
13：50～14：10 肝病患者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张文宏  教授 
14：10～14：30 肝病合并感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南月敏 教授 
14：30～14：50 肝病合并结核病的治疗   卢洪洲 教授 袁 宏  赵守松 教授 
14：50～15：10 肝脏肿瘤患者抗菌药物的应用                  李文刚 教授  

    

 

谢雯  胥捷 李树臣 教授 

 

15：10～15：20 茶歇  
15：20～15：40 肝病合并社区获得性感染的治疗 高 磊 教授 

15：40～16：00 肝病伴脓毒血症的诊治   王福祥 教授 

16：00～16：20 肝病伴真菌感染的诊治   杨东亮 教授   
   

    
   

9 月 17 日 
上午 

 
主会场  

  特邀报告   
9 月 17 日 
上午 

8：00～8：20 再谈艾滋病的功能性治愈 孙永涛 毛青 吕玮  
郑煜煌 8：20～8：40 如何撰写高质量的医学论文 游苏宁 教授 

8：40～9：00 HIV/AIDS 持续性和迟发性重建不良的研究进展 赵红心 教授 
9：00～9：20 HIV/AIDS 病人的肾脏病管理 李航 教授 王福祥 赵敏  

李勇 9：20～9：40 云南艾滋病防治经验介绍 李惠琴 教授 



9：40～10：00 HIV/HCV 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龚国忠 教授  
 
 
 
马萍 
陈耀凯 
熊勇 

10：00～10：20 肝病合并院内感染的治疗   尚 佳 教授 
10：20～10：30 茶歇  

 大会报告  

10：30～10：45 
外周血炎症因子和 T细胞激活在抗艾滋病毒治疗中的变

化 
何艳 

10：45～11：00 
重庆地区 573 例艾滋病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病例的疾

病谱分析 
鲁雁秋  

11：00～11：15 
HIV/AIDS 合并浅表淋巴结肿大患者的临床特点、病理

诊断及 CD4+T 淋巴细胞计数分析 
何沅鸿 

11：15～11：30 
中国不同性别成人 HIV 感染者/AIDS 患者抗病毒治疗效

果的差异 
陈美玲 

11：30～11：45 中国二线抗艾滋病病毒治疗总结 赵燕 
11：45～12：00 闭幕式 李太生教授 

  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