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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全国子宫颈癌协作组工作会议暨中国子宫颈癌防治研究进展学术研讨会 
中国癌症基金会 

2021 年 4 月 23 日 - 4 月 25 日, 北京人卫酒店 

电话：010-87788489；传真：010-67751676；电子邮箱：CFC2000@263.net 
网址: http://www.cfchina.org.cn/ 

4 月 23 日，星期五 

8:30 - 22:00 人卫酒店大堂 会议签到 

8:30 - 14:50 宫颈癌健康教育及预防行动——菁英论坛[八层 C801] 受邀嘉宾 

16:00 - 18:00 第十九次全国子宫颈癌协作组领导组会议[八层 C801] 子宫颈癌协作组组长及副组长 

18:00 - 20:00 晚餐 全体参会人员 

4 月 24 日，星期六 [五层报告厅] 

第十九次全国子宫颈癌协作组工作会议开幕式 主持人：孔灵芝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8:30 - 8:50 领导讲话 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 

第一单元：协作组年度总结报告 主持人：周琦 教授、段仙芝 教授 

8:50 - 9:10 依托健康城市全力推进消除宫颈癌行动 
张勇 书记 国家癌症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 

9:10 - 9:30 中国宫颈癌筛查情况介绍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 

9:30 - 9:50 中国 HPV 疫苗接种情况介绍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 

9:50 - 10:10 宫颈癌协作组年度工作报告 乔友林 副秘书长 中国癌症基金会 

10:10 - 10:20 会场集体合影与茶歇 全体参会人员 

第二单元：特邀学术报告与三八公益活动总结 主持人：徐爱娣 教授、李隆玉 教授 

10:20 - 10:30 宫颈癌防控——世界卫生组织的筛查和治疗建议 
娜塔莉·布罗特 博士 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

部 

10:30 - 11:00 子宫颈癌防治的形势和任务 
郎景和 院士 北京协和医院 国家妇产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11:00 - 11:20 群医学与肿瘤防治 
杨维中 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

卫生学院 

11:20 - 11:30 HPV 知晓日和全国三八公益活动总结 中国癌症基金会领导 

11:30 - 11:50 公益活动表彰和颁发奖杯 中国癌症基金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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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星期六 [五层报告厅] 

午餐学术报告会：宫颈癌体外诊断技术新进展 主持人：乔友林 副秘书长 

12:00 - 12:10 学术报告会介绍 乔友林 副秘书长 中国癌症基金会 

12:10 - 12:20 一种快速核酸释放技术 HPV 试剂的研究 赵方辉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2:20 - 12:30 HPV E6/E7 DNA 分型检测在宫颈癌筛查中的效果评价 张韶凯 副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 

12:30 - 12:40 全面风险管理 联合筛查导航 陈汶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2:40 - 12:50 HPV 分型检测在宫颈癌筛查中的意义和价值 罗喜平 主任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12:50 - 13:00 子宫颈癌病理诊断—人工智能新旅程 
王晓梅 首席信息官 迪安诊断集团医策科

技 

13:00 - 13:10 
HPV 核酸检测试剂盒在宫颈癌筛查和分流用途中的三

年临床随访验证研究 

乔友林 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

共卫生学院 

13:10 - 13:20 提问和答疑   全体参会人员 

第三单元： HPV 预防性疫苗研究进展 主持人：赵方辉 教授、张军 教授 

13:30 - 13:50 新冠疫苗对宫颈癌免疫预防的启示 王华庆 主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3:50 - 14:20 

HPV 疫苗的前世今生——从研发到真实世界：HPV 疫

苗上市前研发及临床研究回顾 
魏丽惠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HPV 疫苗在全球真实世界中的应用 赵方辉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20 - 14:50 
由未感染人群到已感染人群，且看进口二价 AS04 疫苗

的保护效力 

赵更力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廖秦平 教授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4:50 - 15:20 中国疫苗科技创新助力 WHO 加速全球消除宫颈癌 
乔友林 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

公共卫生学院 

15:20 - 15:40 专家点评：HPV 疫苗的循证应用与人群受益 
赵方辉、张军、王华庆、魏丽惠、赵更力、

廖秦平、乔友林、杜珩等专家 

15:40 - 16:00 茶歇 全体参会人员 

第四单元：宫颈癌筛查诊治技术研究新进展 主持人：耿力 教授、崔竹梅 教授 

16:00 - 16:20 当前对子宫颈癌防治的看法和建议 曹泽毅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16:20 - 16:40 基层核酸检测能力建设与宫颈癌筛查覆盖率提升 张瑞 教授 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 

16:40 - 16:55 P16 细胞学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进展 潘秦镜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55 - 17:15 阴道镜在宫颈癌筛查阳性管理中的作用 陈飞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17:15 - 17:35 基于 HPV 检测的宫颈癌初筛：最新进展与挑战 马克·阿尔比 教授 比利时癌症研究中心 

17:35 - 17:50 提问和答疑 全体参会人员 

18:15 - 20:30 大会晚餐 全体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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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星期日 [五层报告厅] 

第五单元：子宫颈癌综合防控策略 
主持人：玛依努尔·尼牙孜 教授、 

徐福洁 教授 

8:30 - 8:50 提高宫颈癌筛查覆盖率的策略建议 赵更力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8:50 - 9:10 HPV 阳性妇女的分流策略研究 胡尚英 副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9:10 - 9:30 HPV 疫苗与全球健康 杜珩 博士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9:30 - 9:50 鄂尔多斯市全面消除宫颈癌的策略 
乔友林 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

共卫生学院 

9:50 - 10:00 专家点评：宫颈癌综合防治策略 
玛依努尔·尼牙孜、徐福洁、赵更力、陈汶、

杜珩、段仙芝、乔友林等专家 

10:00 - 10:10 茶歇 全体参会人员 

第六单元：子宫颈癌的人群防治实践 主持人：王临虹 教授、洪颖 教授 

10:10 - 10:30 中国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十年数据分析 
吴久玲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

保健中心 

10:30 - 10:50 北京市宫颈癌人群防治研究与筛查策略 韩历丽 副主任 北京妇幼保健院 

10:50 - 11:10 深圳市宫颈癌人群防治实践的经验探索 王月云 教授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11:10 - 11:30 少数民族地区的宫颈癌防治经验  刘金风 主任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11:30 - 11:50 专家点评：人群防治实践的现实挑战和应对策略 
王临虹、洪颖、吴久玲、韩历丽、刘植华、

刘金风、赵方辉等专家 

11:50 - 12:00 会议总结 乔友林 副秘书长 中国癌症基金会 

12:00 - 14:00 自助午餐及离会[人卫酒店一层自助餐厅] 全体参会人员 

 
 

子宫颈癌将成为通过疫苗接种、筛查和早诊早治来全面预防乃至消除的第一个人类恶性肿瘤。 

中国子宫颈癌防治任重道远，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创造一个没有子宫颈癌的美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