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中国动物病理读片交流论坛 

通知（第二轮） 
 

兽医病理技术是当前动物疾病防控和研究工作中常用的技术，病

理组织学诊断具有直观性、准确性和指导性,能够为疾病的最终确诊

和药物、生物制品等安全性评价提供方向和依据。即使是分子生物学

和免疫学高速发展的今天,兽医病理技术仍然在疾病的研究、诊断及

治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深入体现兽医病理工作在疾病研

究、诊断、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和重要作用，定于 2020 年 12

月 11-13 日在中国山东泰安山海大酒店举办 2020 年动物病理读片交

流论坛，诚邀全国动物病理学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对病理感兴趣

的人士踊跃参会，同时邀请其他医药行业同仁参会交流与讨论。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实验病理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病理学分会 

中国兽医协会兽医病理师分会 

中国兽医协会实验动物兽医分会 

北京实验动物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山东农业大学 

北京远大星火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安美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北京兰博泰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莱艾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二、会议日程 

会议日程详见附件 1 

三、会议报名 

    还未报名的请填写回执表后（附件 2）发至 info@bjlat.com 邮箱。 

四、会议报到 

报到时间：2020 年 12 月 11日（10:00-21:00 日） 

报到地点：泰安山海大酒店（泰安市龙潭路 70 号 13562823783） 

五、会议注册 

提前注册（2020 年 12 月 1 日之前报名） 800 元/人 

正常注册（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2 日报名）900 元/人 

学生（需提供有效学生证件）或参会代表的随行家属 600 元/人 

注册费缴纳：提前汇款，现场现金、刷卡、微信、支付宝等形式。 

*包括: 会议期间所有报告入场券、会议报告材料及餐费。 

注册费指定账户： 

户名：安美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账号：11020301040011270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外支行 

六、会议发票 

根据报名时所填开票信息及联系方式，会务组将于会后一周内，

以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形式发放电子发票下载地址。 

七、会议住宿 

酒店名称 标准间 单人间 联系方式 

山海大酒店 220 元（含双早） 200元/（含单早） 王庆伟 13562823783 

宜尚酒店 220 元（含双早） 200元/（含单早） 王  猛 13371009109 



八、乘车路线 

1、济南遥墙机场： 

济南机场乘坐至泰安的大巴车（约 70元）终点站下车后再乘出租车

至酒店约 8 元；机场直接打车 300元左右，约 90分钟； 

2、普通列车站（泰山站）： 

乘坐 K39（北环）路公交车至泰山医学院老校下车（约 10分钟），

往南步行 1 分钟路东即是；直接打车 7 元左右，约 10 分钟； 

3、高铁站（泰安站）： 

乘坐 K37路公交车到泰山医学院老校下车（约 30分钟）往南步行 1

分钟路东即是，直接打车 30 元左右，约 25分钟； 

4、汽车站：  

直接打车 8 元左右，约 10 分钟。 

九、联系方式 

电  话：010-62730521、62969989；Email：info@bjlat.com 

联系人：刘思当（山东）、耿祥飞 13911844318（北京）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88 号泰来商务大厦 312室 

 

 

 
 

 

 

  



附件 1：中国动物病理读片交流论坛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地点 

12 月 11 日 10:00-21:00 报到  山海大酒店一层大厅 

12 月 12 日 

08:30-09:10 开幕式、集体照  

山海大酒店 

B2 层多功能厅 

09:10-09:40 动物病理学诊断与评价 

赵德明 教授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实验病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国兽医协会兽医病理师分会 会长 

09:40-10:10 从病理学角度谈动物疾病诊断 
高  丰 吉林大学 教授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病理学分会 理事长 

10:10-10:40 抗体偶联药物相关的病理形态分析 胡良彪 美国兽医病理学家 安进中国（Amgen） 

10:40-11:10 鸡肝脏常见病变及疾病诊断 
刘思当 山东农业大学 教授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病理学分会 副理事长 

11:10-11:40 组织细胞肉瘤病理诊断特征 

大平东子 日本兽医病理学专家、日本毒性病理学专家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家上海新药安全 

评价研究中心 首席病理专家 

11:40-11:55 生命科学实验一站式解决方案 
王  波 中国农业大学 副教授 

北京兰博泰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00-13:30 午餐 山海大酒店 5F 宴会厅 

14:00-14:30 硬组织病理技术与动物实验研究 
王东胜 副主任技师  

艾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首席病理技术专家 

山海大酒店 

B2 层多功能厅 

14:30-15:00 大小鼠肾脏增生性病变讨论 

吕建军 主任药师 中国兽医病理师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家上海新药安全 

评价研究中心 病理部总监 

15:00-15:30 啮齿类动物常见淋巴瘤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王和枚 研究员 中国兽医病理师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病理部高级总监 

15:30-16:00 苏门答腊虎胸膜间皮瘤组织病理学观察 吴长德 沈阳农业大学 教授 

16:00-16:10 茶歇 

16:10-16:25 动物病理学在医学科研中的应用 张月英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实验病理学研究室 

16:25-16:45 兽医病理技术与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王守立 苏州大学病理中心美国 Namsa 亚太实验室病理学家 

16:45-17:15 链球菌病和支原体性肺炎的病理诊断和防治 王金玲 内蒙古农业大学 副教授 

17:15-17:45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引起的毒性病理

学改变 

乔俊文 正高级工程师 中国兽医病理师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安评中心 病理部高级主管 

17:45-18:00 人工智能病理诊断研究进展及展望 杨震洲 复星杏脉 市场部总监 

18:30-20:00 莱艾特科技欢迎晚宴 
山海大酒店 

B2 层多功能厅 



日期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地点  

12 月 13 日 

08:30-08:45 黑叶猴的组织病理学观察 吕英军 南京农业大学 副教授 

山海大酒店 

B2 层多功能厅 

08:45-09:00 野生动物疾病病理学分析 刘天龙 中国农业大学 副教授 

09:00-09:15 犬皮肤肥大细胞瘤的病理学观察 白  瑞 山西农业大学 副教授 

09:15-09:30 雏鹅痛风的病理诊断 刘红梅 安徽农业大学 副教授 

09:30-09:45 犬猫淋巴瘤的临床病理学观察 康静静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讲师 

09:45-10:00 犬猫乳腺恶性肿瘤的病理学诊断 杨  杨 浙江农林科技大学 讲师 

10:00-10:10 茶歇 

10:10-10:25 水禽肝脏淀粉样变的病理组织学观察 朱  婷 福建农林大学 讲师 

10:25-10:40 企鹅组织学特征和病理学观察 宋志琦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0:40-10:55 犬皮肤毛囊肿瘤组织病理学诊断 李  杰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生 

10:55-11:10 
犬髓外浆细胞瘤的临床病理诊断及免疫组织化

学分析 
张  竞 吉林大学 博士生 

11:10-11:25 牛结核活检阳性牛病理学检测验证 张建东 山东农业大学 研究生 

11:25-11:45 黄牛病毒性乳头状瘤病例分析 马春霞 广西壮族自治区兽医研究所 高级兽医师 

11:45-12:00 Visiopharm 数字病理分析方案 田亮亮 滨松光子学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12:00-13:30 午餐 山海大酒店 5F 宴会厅 

14:00-14:30 SD 大鼠卵巢病变分享 

王浩安 高级工程师 中国兽医病理师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国家成都新药 

安全性评价中心）病理研究部诊断室主任 

山海大酒店 

B2 层多功能厅 

14:30-15:00 显微病理分析在科研中的一些应用 石火英 扬州大学 教授 

15:00-15:30 
浅析药物相关的转移性矿化及其潜在的不良反

应 

孔庆喜 中国兽医病理师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有限公司 病理部总监 

15:30-15:45 
全景组织细胞定量分析技术在动物病理研究中

的应用 
王德岩 TG 公司 产品经理 

15:45-15:55 茶歇 

15:55-16:25 动物常见病变的观察与分析系列讲座 
王雯慧 甘肃农业大学 教授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病理学分会  副理事长 

16:25-16:45 鸡球虫病的病理学观察 
郑明学 山西农业大学 教授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病理学分会 副理事长 

16:45-17:00 北京科力怡达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介绍 姚秀娟 北京科力怡达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17:00-18:00 闭幕式 

18:00-20:00 晚餐 山海大酒店 5F 宴会厅 



附件 2： 

2020 中国动物病理读片交流论坛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开票单位名称  

开票单位税号  

通讯地址  邮编  

办公电话  手机  

E-mail  

入住酒店时间：__月__日            离开酒店时间：__月__日   

住宿（请划“√”）是□    否□ 

山海大酒店与宜尚酒店随机分配 

□双人标准间 220元/间/天（含双早） 

□单人间 200 元/间/天（含单早） 

房间数量：       间         

合住    是□     否□  

特殊餐饮需求 □无                    □清真 

备注  

 

  



附件 3： 

2020 中国动物病理读片交流论坛酒店信息 
 

一、山海大酒店 

地址：泰安市龙潭路与擂鼓石路交汇处 

联 系 人：王庆伟    联系电话：13562823783 

二、宜尚酒店（距主会场山海大酒店 300 米左右） 

联 系 人：王  猛    联系电话：13371009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