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首届中国核能高质量发展大会议程预安排

10 月 28 日，上午：开幕式，地点：北登录大厅

主持人：王禹民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核能专委会主任委员

09:30-10:15

致辞：

国家能源局领导、国家核安全局领导、国家原子能机构、广东省、深

圳市、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

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广核集团等领导致辞

10:15-10:30 中国核能高质量发展倡议

10:30-11:30 巡展

10 月 28 日下午至 10 月 30 日上午：分论坛

1) 核电装备论坛，时间：10 月 29 日下午至 10 月 30 日上午，会场 14-B；

2) 核电工程建设论坛，时间：10月 29 日上午，会场 13-A；

3) 先进核材料论坛，时间：10月 29 日全天，会场 13-C；

4) 核环保产业论坛，时间：10月 30 日上午，会场 13-C；

5) 先进核能论坛，时间：10 月 28 日下午，会场 13-C；

6) 核电产业链论坛，时间：10月 28 日下午至 10 月 29 日上午，会场 13-B；

7) 核电先进建造技术论坛，时间：10月 28 日下午，会场 13-A；

8) 核电厂冷源安全论坛，时间：10 月 29 日下午至 10 月 30 日上午，会场 13-B；

9) 核电仪控论坛，时间：10 月 28 日下午至 10 月 29 日上午，会场 14-B；

10) 核能综合利用论坛，时间：10月 28 日下午，会场 14-C；

11) 核电智慧运维论坛，时间：10月 29 日上午至 10 月 30 日上午，会场 14-C；

12) 核技术产业论坛，时间：10 月 29 日下午至 10 月 30 日上午，会场 13-A。



1、 核电装备论坛议程预安排

10 月 29 日下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13:30-13:55 开场及致辞

王丛林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院长

杨 岐
全国第十届、十一届政

协常委

待 定 中国能源研究会

13:55-14:35
发展核能产业，助推实现“双碳”

目标
于俊崇

中国工程院，院士

14:35-15:05
核能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战略

地位
赵成昆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专

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5:05-15:35
中国核电发展历程及双碳目标下

的发展展望
王丛林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院长

15:35-15:40 休息

15:40-16:00
核电装备绿色制造与工程材料自

主化进程
蒋金水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

公司，副总经理

16:00-16:20
核蒸汽供应系统设备成套供货助

推核能产业积极有序发展
邹 杰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核能事业部副总经

理

16:20-16:40
哈电核电装备国产化历程及新形

势下的方向和意义
樊险峰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核电事业部总经理

16:40-17:00
上海电气核电装备产业发展及双

碳目标下的发展思考
唐伟宝

上海电气，核电集团总

工程师

17:00-17:15
核电容器和管道焊前预热与焊后

热处理的电磁感应加热技术研究

赵朋成 西安北辰亿科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17:15-17:30 威兰核电阀门和维修工具的创新 待 定 威兰阀门（VELAN）



10 月 30 日上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09:30-10:00 华龙一号装备自主化 曹 锐
中国核动力研究院，设

计所副所长

10:00-10:30
打造核级设备鉴定体系，助力双碳

目标下的核能装备发展
李朋洲

中国核动力研究院，二

所所长

10:30-10:50 待定 许晓峰 中国核电，采购部主任

10:50-11:10 核工程新技术研发应用实践 张耀春
中国核电工程公司，设

备所所长

11:10-11:40
核能装备领域增材制造技术研究

现状与展望
张显均

中国核动力研究院，设

计所副所长

11:40-11:50 阀门数字化转型助推核电发展 龙云飞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11:50-12:00
高效高可靠性核电用制冷机组研

制
谭江峰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工

程师



2、 核电工程建设论坛议程预安排

10 月 29 日上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09:30-09:35 开场及致辞 待 定 中国能源研究会

09:35-09:55 核安全监管最新要求 李京喜
生态环境部华南核与辐射

安全监督站，主任

09:55-10:15
对标管理在核电工程建设的

应用与展望
刘 巍

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建设同

行评估及经验交流技术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

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总

经理

10:15-10:35 铸就华龙首堆精品工程 徐鹏飞
中核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长

10:35-10:55 三代核电精益化管理 宁小平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10:55-11:05 会间休息

11:05-11:25
AP1000 产业链培育及关键设

备研发
卢洪早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上海核

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11:25-11:45
管理创新助力高温堆示范工

程高质量建设
胡守印

华能石岛湾核电有限公

司，总经理

11:45-12:05 核电工程建设安质环管理 乔恩举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12:05-12:20 互动交流

12:20-12:30 会议总结



3、 先进核材料论坛议程预安排

10 月 29 日上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09:30-09:35 开场及致辞 待 定 中国能源研究会

09:35-10:15 先进核反应堆中的关键结构材料 葛昌纯 北京科技大学，院士

10:15-10:45 高质量核结构材料与冷却剂的相

容性

彭群家 苏州热工研究院，副

总工

10:45-11:15 核电用高质量高熵合金的研究进

展

张 勇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11:15-11:45 中国海水提铀研究进展与挑战 汪小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科技委副主任

11:45-12:15 核电材料腐蚀开裂与可靠性评估 吕战鹏 上海大学，研究员

12:15-12:35 核能装备关键材料的研究与运用 庄建新 江苏银环精密钢管有

限公司，董事长

10 月 29 日下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13:30-14:00
核电关键材料服役行为的高通量

评价
薛 飞

苏州热工研究院科技

管理部主任

14:00-14:30
核燃料高通量设计制备与表征研

究进展
张鹏程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副总工

14:30-15:00 铅冷堆液态金属应力腐蚀及脆化 马胜强
西安交通大学，副教

授

15:00-15:20 泡沫铝材料及其吸能缓冲应用 谢 峰
安徽省一鸣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5:20-15:40
层状金属复合材料技术现状及其

在核能领域的应用
樊科社

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



15:40-16:10 核电关键材料环境损伤与控制 王俭秋
中科院金属所，研究

员

16:10-16:40
核电站海水冷却系统腐蚀与污损

综合治理
杜 敏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16:40-17:10
SANS 技术在核材料领域的应用现

状
孙光爱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研究员

17:10-17:30
核电结构焊接残余应力及其结构

完整性研究
吴桂毅

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

工研究院，院长助理、

结构完整性研究中

心，主任及产业发展

部主任



4、 核环保论坛议程预安排

10 月 30 日上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09:30-09:55 开场及致辞 待 定

中核环保有限公司/中国核

学会核环保分会、欧安诺、

中国能源研究会

09:55-10：10 中国核设施退役治理趋势 待 定
国家原子能机构核技术支

持中心

10：10-10：25 中核集团的退役经验 张生栋

中核集团首席专家、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

长助理、中国核学会核环保

分会副理事长

10：25-10：40
欧安诺在退役上成熟的创新

经验
待 定 欧安诺

10：40-10：55 中广核机器人 待 定 中国广核集团

10：55-11：10
高温烟气净化与低放废水过

滤
何向阳

飞潮（无锡）过滤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

11:10-11:15 休息

11:15-11：30 中国放射性废物管理趋势 刘新华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

中心主任

11:30-11：45
中核集团废物管理可持续方

案
吴 伟

中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11:45-12：00 欧安诺废物管理可持续方案 待 定 欧安诺

12：00-12：15 废物最小化可持续创新方案 周 焱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工艺所副总工程师、

中国核学会核环保分会理

事

12：15-12：30 待定 陈 林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



5、 先进核能论坛议程预安排

10 月 28 日下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13:30-13:35 开场及致辞 待 定 中国能源研究会

13:35-14:10
惠州核中心“碳中和”相关的能

源研究
詹文龙 中国科学院，院士

14:10-14:35 核聚变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 刘 永
中核集团公司战略咨

询委，委员

14:35-15:00 中国快堆发展最新进展与展望 张东辉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总工程师

15:00-15:25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国高

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最新进展
董玉杰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

源技术研究院，副院

长

15:25-15:50
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堆的建设与

发展
李 庆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设计所，所长

15:50-16:15
国电投中央研究院先进核能系

统研究进展
余 慧

国家电投中央研究院

核能与核技术研究

所，所长

16:15-16:40
微型反应堆发展现状及研究进

展
杨 波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

院堆芯设计所，所长

16:40-17:05 待定 待 定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

司



6、 核电产业链论坛议程预安排

10 月 28 日下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13:30-13:40
开场及致辞

范立明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设

备采购与成套中心，主

任

13:40-13:45 待 定 中国能源研究会

13:45-14:25 双碳目标下我国核能发展 叶奇蓁 院士

14:25-14:55 华龙一号设计创新 王 鑫
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

14:55-15:25 核电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李予卫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

15:25-15:35 休息

15:35-15:50
东方电气技术创新与自主化经

验分享
高 峰

东方电气集团股份公司

副总裁

15:50-16:05
哈电集团核电主设备技术创新

和自主化经验分享
樊险峰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核电事业部总经理

16:05-16:20
重庆川仪技术创新与自主化经

验分享
吴正国 重庆川仪总经理

16:20-16:35
浙江三方技术创新与自主化经

验分享
方永良 浙江三方董事长

16:35-16:50 行业专家经验分享
隋永滨、

黄鹂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会长

16:50-17:05 主管单位领导发言 张彦文
国家能源局科技装备司

处长

17:05-17:30 总结发言 田瑞航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10 月 29 日上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9:30-9:55 国家核安全政策、文化理念宣贯 孙兴见
环保部北方核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处长

9:55-10:20
核电设备制造质量管理体系现

状及提升
林继德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与成套中心副

主任

10:20-10:40
双碳背景下核电重型装备质量

管理探索
李志杰

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0:40-11:00
制造过程质量文件的信息化管

理
张 伟

上海第一机床厂有限公

司总经理

11:00-11:20
自主化核电阀门研发及质量控

制
郎咸东

大连大高阀门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

11:20-11:40

科华精益生产管理系统(KPS)在

核电质量管理领域的融合创新

应用

陈四雄
厦门科华数据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

11:40-12:00 总结发言 田瑞航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7、 核电先进建造技术论坛议程预安排

10 月 28 日下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13：30-14:00 开场及致辞

陈李华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施

工管理中心主任

田瑞航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陈宝智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

待 定 中国能源研究会

14：00-14：15
先进技术、智慧管理助力新时

代核电高质量建造
陈李华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施

工管理中心主任

14：15-14：30

创新驱动、科技兴核——先进

建造技术推动核能建造高质量

发展

李启彬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

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

14：30-14：45
先进建造技术在核岛土建工程

中的应用与发展
赵 云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14：45-15：00

先进建造技术助力核能高质量

发展——中核五公司先进建造

技术应用及展望

赵晨曦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

15：00-15：15
智慧建造推动中建二局核电高

品质建设
张志明

中建二局副总经理、总

工程师

15：15-15：30

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核电站大型

设备安装及相控阵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

王学武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5：30-15：45
先进建造技术在核电常规岛项

目中实践应用
刘 骅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

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15：45-16：00

核电常规岛安装先进建造技术

应用及展望
蔡 明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

电力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6：00-16：15

合作共赢、协同发展、严慎细

实——中国能源广东火电助力

大湾区核能高质量发展

白雪寒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总经理

16：15-16：30
核电项目施工管理数字化实践

与应用
陈根卫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

火电党委书记、董事长

16：30-16：45 工厂智能照明控制 李 牧

飞利浦昕诺（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系统架构

师、国家高级照明设计

师

16：45-16：50 会议结束 陈李华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施

工管理中心主任



8、 核电厂冷源安全论坛议程预安排

10 月 29 日下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13:30-13:35 开场及致辞 待 定 中国能源研究会

13:35-13:55
核电厂海生物入侵风险全流程防

控策略
何光初

中国广核集团，冷源

首席专家

13:55-14:15 红沿河核电冷源提升与改进 田新华
红沿河核电有限公

司，副总工

14:15-14:35
核电厂冷却水取水对海生物卷塞

综合研究
纪 平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副所长

14:35-14:55
滨海核电厂海工工程总体设计探

讨交流
于 梅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

察设计院，高工

14:55-15:15
泥沙淤积大环境动力迁移流场平

衡分析
林和山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

研究所，副研究员

15:15-15:25 休息

15:25-15:45 原位成像系统在核电冷源监测中

的应用
蔡中华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教授

15:45-16:05 冷源致灾物智能探测平台研发及

应用示范
林 凌

上海彩虹鱼科技有限

公司，高工

16:05-16:25 核电厂取水口双层混凝土插板式

高效拦污栅
林新鹏

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高工

16:25-16:45 新型智能网兜在核电厂冷源防御

中应用探索

陈玉伟 上海仪耐新材料研究

院，院长

10 月 30 日上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09:30-09:50
核电厂冷源固有安全性提升在设

计中的改进方向
白 玮

中核工程有限公司，

所长



09:50-10:10
滨海核电站冷源取水去致灾物监

视、预报和处置研究
陈建新

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

司，副总工

10:10-10:30
核电厂应对浒苔大规模爆发入侵

实践
张存保

山东海阳核电有限公

司，高工

10:30-10:50 磁悬浮式核电冷源保障系统 郝继超

北京赛智新创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

10:50-11:00 休息

11:00-11:20 浮游生物监测预警技术分析 关春江
国家海洋监测中心，

教授

11:20-11:40
南海近海浮游动物及生态灾害简

介
李秀芹

南海环境监测中心，

高工

11:40-12:00
南海环境海洋生物迁移爆发预警

研究
许炜铭

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

中心，副主任

12:00-12:20
微生物及代谢产物对沿海核电冷

源取水口藻类的防治
汪 辉 中国药科大学，教授

12:20-12:40
HDPE 新型材料在核电海水系统中

改进与应用
陈树山

中广核设计院上海分

院，高工



9、 核电仪控论坛议程预安排

10 月 28 日下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13:30-13:50 开场及致辞 待 定

国家能源局、国家核安全

局、中国广核集团、中国

能源研究会

13:50-14:10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新一

代核电站仪控系统的思考与探索
江国进

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14:10-14:30 核安全审评关注要点 王忠秋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

中心，主任

14:30-14:50
新时期网络安全形势和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保护
李 冰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

心，主任

14:50-15:10
福清核电站 5、6 机组仪控系统实

践情况
吕冬宝

中核集团核工业第二研究

设计院

15:10-15:30 国核系列主仪控系统的发展 待 定
国核自仪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15:30-15:40 休息

15:40-16:00
核安保系统的国产化实践与数字

化转型
张焕欣

上海中广核工程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16:00-16:20
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仪控系统实

践情况
黄晓津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

术研究院，教授

16:20-16:40
核电厂模拟仪控系统数字化升级

改造设计实践研究
张睿琼

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副院长

16:40-17:00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

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夏 虹

哈尔滨工程大学核科学与

技术学院，院长

17:00-17:20
CAP1400 示范工程仪控系统实践

情况
张淑慧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电仪所总工程师



17:20-17:40 航空人因工程设计与实现 傅 山
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

院，教授

17:40-18:00 川仪仪表控制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吴 朋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10 月 29 日上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09:30-09:50
核电厂实时信息监控系统及智能

化应用
张黎明

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仪控所所长

09:50-10:10 核电工控系统网络安全实践 刘 元
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副总工程师

10:10-10:30
首台套国产化仪控系统应用管理

创新与实践
王 超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仪控

部副经理

10:30-10:50
田湾核电站 5、6 号机组仪控系统

实践情况
朱高斌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仪控

处处长

10:50-11:10 核电厂安全级仪控设备鉴定实践 吴丹蕾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设备检定

技术研究所所长

11:10-11：30 吹气装置在核工业领域经典应用 刘斌
上海孚凌自动化控制系统

有限公司，系统销售总监

11:30-11:50 国外仪控厂家介绍 /
法国罗尔斯-罗伊斯、西班

牙泰纳通、韩国斗山集团

11:50-12:20 专家论坛（沙龙）

12:20-12:30 会议结束 孙永滨
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10、 核能综合利用论坛议程预安排

10 月 28 日下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13:30-13:40 开场及致辞 待 定 中国能源研究会

13:40-14:10 核能供热前景及展望 江 亿 院士

14:10-14:40
海阳核电核能综合利用实践及规

划
吴 放 山东核电，董事长

14:40-15:10 水热同产同送技术 王 浩 院士

15:10-15:30 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与革命 戴彦德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

究所

15:30-15:50
探索核能综合利用，促进新型电力

系统构建
待 定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15:50-16:10 核能制氢相关报告 待 定 清华大学

16:10-16:30 熔岩堆相关报告 待 定 中科院

16:30-16:50 泳池堆相关专题报告 柯国土
中核集团供热堆，

首席专家

16:50-17:10 HAPPY200 小堆专题报告 陈耀东 中央研究院

17:10-17:30 广核关于核能供热项目的报告 孔海志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

公司供热堆项目

17:30-17:50 高温气冷堆相关报告 待 定 华能集团



11、 核电智慧运维论坛议程预安排

10 月 29 日上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09:30-09:45 开场及致辞 待 定 中国能源研究会等

09:45-10:10 智慧核电运维 蒋兴华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10:10-10:40
推进数字化转型 建设智慧

企业
朱宏任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

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

长

10:40-11:10 数字化赋能新一代智能核电 刘 伟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博

士、中科院智慧城市产业联

盟工业互联网专委会，秘书

长

11:10-11:40 核电数字化研究与实践 齐克林

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中核武汉核电运

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顾问、

数字核电创新中心主任

11:40-12:05 核电厂智能化发展的思考 郭景任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中广

核智慧项目部，总经理

12:05-12:30 5G+智慧核电 范济安
中国联通集团，大数据首席

科学家

10 月 29 日下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13:30-14:00
数字技术赋能新场景，核电

施工管理新手段
于 潇

上海核工院数字化工程所应

用推广室

14:00-14:30
数字化软件支持核电工程发

展
吴月悦

海克斯康 PPM 大中华区，行

业咨询副总监



14:30-15:00

基于三维实景的信息可视化

技术在核电设备运维管理中

的应用

钟志民

国核电站运行服务技术有限

公司设备与维修业务部，总

工

15:00-15:30
数字孪生应用于核电生产及

电厂安防关键技术及平台
孙国梁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机械

电子工程博士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电子工程硕士

15:30-16:00
自主可控数字孪生技术赋能

智能核电建设
李 嵘

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创始人

10 月 30 日上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09:30-10:00
核电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技

术应用研究
范凌峰

中广核集团战略与科创部数

字化管理处，规划高级经理

10:00-10:30
基于数据资产化的设备可靠

性智能管理
张朝文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设备管护项目经理

10:30-11:00
核电设备管理信息化与智能

化建设探讨
黄立军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中心主任助理

11:00-11:30
核电厂智慧设备管理的探索

和实践
徐建泉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设备管

理部经理

11:30-12:00
大亚湾运营的数字化转型探

索
郭炳杰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科技与信息管理部

经理



12、 核技术产业论坛议程预安排

10 月 29 日下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13:30-13:40 开场与致辞
林坚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待定 中国能源研究会

13:40-14:00
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的创

新与发展
胡冬明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00-14:20 待定 彭述明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

学研究所

14:20-14:40 待定 张子民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14:40-15:00
新一代质子治疗肿瘤装置

与前沿技术的发展
张小虎 中广核医疗科技（绵阳）有限公司

15:00-15:20 待定 陈金根 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15:20-15:40 南京质子源与产业升级 孙安

联合国科学院院士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物理学院士

南京大学加速器中心主任

南京质子源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

15:40-16:00
稳定同位素试剂的研究开

发及应用进展
雷雯 上海化工研究院同位素所

16:00-16:20 待定 程作用 成都云克药业有限公司

16:20-16:30 总结 邓学飞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0 月 30 日上午

时间 议程安排 报告人 单位及职务

9:30-9:40 开场与致辞 李亚明
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理事长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



学科主任

李思进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委

山西医科大学校长

汪静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候任主委

空军医科大学西京医院核医学主

任

赵长久

核医学分会候任理事长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党委书

记

9:40-10:00 政策解读 何作祥
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核医

学科主任

10:00-10:20
中国心血管核医学的现状

与未来
李思进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委

山西医科大学校长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

学主任

10:20-10:40 神经系统分子影像进展 张永学
武汉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

院

10:40-11:00
FAPI 显像在核医学诊疗中

的应用现状及前景
吴华 厦门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主任

11:00-11:20 正电子药物研发与转化 杨志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主任

11:20-11:40
生长抑素受体靶向技术在

核医学中应用前景
霍力 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主任

11:40-12:00 心血管核医学的创新研究 杨敏福 北京朝阳医院核医学主任

12:00-12:20 淋巴瘤分子影像进展 王雪鹃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副主任

12:20-12:25 总结 何作祥
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核医

学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