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法医学论坛
主办：中国工程院、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
承办：浙江大学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协办：法中科学和应用基金会
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27 日
地点：浙江省杭州钱江新城

邀请函
尊敬的各位同道：
由中国工程院和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主办，浙江大学医学院和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承办，法中科学和应用
基金会 协办的第八届中法医学论坛（2018Sino-French Symposium）将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27 日在浙江省杭州钱江新城召开。
中法医学论坛是由中国工程院与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所共同举办的高层次
医学交流平台。该论坛旨在为中法两国的医学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架设桥梁，
为医学科研合作搭建平台，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可推动前沿医学发展的国际学
术品牌。本论坛已先后在中法两国轮流举办七届。2018 中法医学论坛邀请了包
括中国工程院和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的代谢疾病、肾脏疾病、多组学研究等领
域的多位院士，以及国内相关领域著名专家作专题讲座，希望达到加强中法两
国在上述领域学术交流，加强科研合作的目的。
真诚期待您的莅临！

2018 中法医学论坛组委会
二零一八年十月

2018 年中法医学论坛日程
中国杭州
2018 年 10 月 25 日
14:00-20:00

注册报到

18:00-18:30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 Servier 奖颁奖仪式
2018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08:00-08:30

开幕式

主席：
刘志红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
宁 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
Daniel Couturier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常务秘书长、院士
大会致词：
王 辰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Daniel Couturier 法国医学科学院常务秘书长、院士
Anne Bruant- Bisson 法国大使馆健康和社会事务参赞
08:30-9:50 主旨发言
主席：樊代明 中国工程院前副院长、院士
Patrice Debre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08:30-09:00

Christian Boitard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题目：β细胞的免疫交互

09:00-09:30

顾晓松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通大学教授
题目：组织工程神经创新与产业发展

09:30-09:50

茶歇
09:50 - 12:00 主题一 糖尿病
主席：顾晓松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通大学教授
Patrice Debre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09:50-10:20

Nicolas Venteclef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题目：2 型糖尿病炎症的转录调控

10:20-10:50

李兰娟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
题目：肠道微生态研究进展

10:50-11:10

Genevieve Derumeaux- campello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题目：心肌病新见解：从临床前到临床研究

11:10-11:30

王建安 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题目：心力衰竭治疗进展

11:30-12:00

讨论

2018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4:00 - 16:20 主题二
基因和代谢组技术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的应用
主席：宁 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
Christian Boitard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14:00-14:20

Jean françois Gautier 法国 Hôpital Lariboisière 教授
题目 : 基因组平台：法国糖尿病基因组计划

14:20-14:40

毕宇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教授
题目：糖尿病精准预防的多组学研究

14:40-15:00

Christophe Junot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卫生部门药物和科技负责人
题目: 代谢组学平台

15:00-15:20

石汉平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题目：肿瘤营养通则

15:20-15:40

胡 承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教授
题目：糖尿病的基因组学研究：来自于中国人群的结果

15 :40-16:00

蒋松 南京总医院国家肾脏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教授
题目：基于转录组学的糖尿病肾病研究

16:10-16:20

讨论

16:20-16:40

茶歇

16:40-17:10

Servier 奖获得者报告
主席： Raymond Ardaillou 法国 Tenon Hospital 教授
讲者：赵明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
题目：待定

10 月 27 日上午（主会议室）
08:30-11:40 主题三 肾脏疾病
主席：易 凡 山东大学教授
Raymond Ardaillou 法国 Tenon Hospital 教授
08:30-08:50

Raymond Ardaillou 法国 Tenon Hospital 教授
题目: 糖尿病与肾脏

08:50-09:10

Christos Chatziantoniou 法国 Tenon Hospital 教授
题目：肾脏纤维化进展：新介导因素及可能治疗靶点

09:10-09:30

易 凡 山东大学教授
题目： NOD 样受体 和肾脏损伤

09:30-10:00
10:00-10:20

茶歇
Renato Monteiro 法国巴黎狄德罗大学教授
题目: IgA 肾病中的“肠-肾轴”

10:20-10:40

曾春雨 陆军军医大学教授
题目：高血压肾病的防控进展

10:40-11:00

Alex Loupy 法国內克医院副教授
题目: 实体器官移植的证据及计算机评估：整合 Box 法

11:00-11:30
11:40

讨论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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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参会说明：会议免注册费；住宿自理；提供工作餐
报名方式：填写报名表发送至邮箱 iao_sahzu@zju.edu.cn
联系电话：浙医二院国际交流办公室 晏老师 0571-87315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