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中实动发[2021]37 号

关于召开“2021 年动物模型与生物安全理论与技术研讨会”的通知

为促进实验动物领域的学术交流，提升实验动物模型研究及动物实验

相关的生物安全防护技术水平和质量，加强各相关单位在生命医药基础研

究、疫苗和药物等研发过程中生物安全方面的技术保障能力，中国实验动

物学会动物实验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上海市实验动物学会生物安全专业

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等单位将于 9 月 8—9月 12 日在

上海举行“2021 年动物模型与生物安全理论与技术研讨会”；其中 9 月 8日

为现场会议+线上会议，9月 9 日到 12 日为线上会议。

会议将邀请实验动物及生物安全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并作大会报告。

本次研讨培训会议围绕《生物安全法》立法与实施，从各相关管理部门的

角度进行解析，并结合实验动物的专业特点开展理论和实践知识培训，面

向各单位动物实验人员、实验室检验检测人员、生物安全实验管理人员、

设施设备维护人员等，开展动物实验及生物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和防

控的理论研究和技术进展等方面的培训。其中动物实验生物安全是本次讨

论的重点之一。会议热忱邀请与动物实验生物安全工作相关的人员以及病

原生物学、感染免疫学工作者参加。

一、主办单位：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动物实验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实验动物学会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二、协办单位：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市新发再现传染病研究所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健委/医科院重点实验

室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上海鸣励实验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纽珑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申美空气洁净技术有限公司

三、会议时间

2021 年 9 月 8—9月 12 日

四、地点及方式

会议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1.线下现场：9 月 8 日

会场地址：盛大源创谷会议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盛荣路 88弄）；

2.网上直播及线上授课 9月 8-12 日

线上会议网址：https://meeting.tencent.com/s/f1ngkhe42MxI

ID：998 4128 2882

会议密码：报名后获得，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99841282882# (中国大陆)

+85230018898,,,2,99841282882# (中国香港)

https://meeting.tencent.com/s/f1ngkhe42MxI




附件 1、缴费方式

1.银行汇款（建议提前银行转账汇款）：

单位全称：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潘家园支行

账 号：11220201040003764

请在汇款附言处注明：“生物安全+参会人员姓名+手机号码”，以方便

查收。

手机银行转账：账号同上，备注“生物安全+参会人员姓名+手机号码”，

并截图留存，以便查验。

2.学会将对提前缴纳注册费的代表开具增值税普通纸质版发票，开票

项目为“会议费”。须在注册信息表中写明单位财务提供的准确开票信息（单

位全称、纳税人识别号）。8 月 25 日前完成缴费的代表，可在报到时领取发

票，如未准确填写开票信息或未提前缴费的代表将不保证按时领取发票。

重要提示：

1.推荐参会代表选择非现场提前缴费方式并准确填写注册信息表。

2.请准确填写缴费备注信息、汇款留言信息和注册信息，否则不能开

具发票。

3.提前缴费后，如未能参加会议，退还 80%会议费。



附件 2、报名回执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单位 职务 职称

手机 E-mail

通讯（邮寄）地址

开票

信息

请根据各单位财务要求，

准确填写开票信息，发票

一旦开出不能更改。

单位抬头全称

纳税人识别号

参加现场会议 □ 参加线上直播会议 □ 卫生系统单位 □

I 类学分 □ I 类学分 □ 学会学分 □ 身份证号

酒店

预定

□ 预定会议指定上海全季酒店（500 元/间/天）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盛荣路 188 弄 5 号

标间（合住） 间， 单间 间， 其他 间

自行预定酒店

□

9 月 7 日 □ 9月 8日 □

重要

提示

1.请将此表务必于 2021 年 8月 31 日反馈；

2.请大家务必提前预订酒店，否则将不能保证

住宿安排。

3.信息必须填写完整准确，否则影响学分发放。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说明：

1、在卫生系统（医院及 CDC 等单位）工作的参会人员可申请 I 类学分，

名额为 60人。根据报名顺序，额满为止。

2、在上海市卫生系统（医院及 CDC 等单位）工作的参会人员也可申请

II类学分。

3、I 类学分与 II 类学分不能同时申请。

4、I类与 II 类学分先到先得，届时根据报名顺序、参会时长、报名信

息完整度等情况综合考虑。



附件 3、日程安排（暂定）

9 月 8 日开幕式暨现场学术活动

时间 内容 主持

8:30-9:00
1.开幕式（领导嘉宾致辞）

2.全体合影
邢凤英

专家论坛
现场地址：盛大源创谷会议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盛荣路 88 弄）

线上直播链接地址：https://meeting.tencent.com/s/f1ngkhe42MxI

9:00-9:45
《生物安全法》与国务院 424 号令解读
——中国 CDC 实验室管理处 赵赤鸿 处长 瞿涤

周晓辉9:45-10:30
新形势下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实践
——复旦大学 瞿涤 研究员

10:30-10:45 茶歇

10:45-11:30
新冠疫苗研究进展

——复旦大学 谢幼华 研究员
周晓辉

赵勇
11:30-12:15

小鼠模型在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研究中的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精准医学研究院 于士颜 研

究员

12:15-13:20 午休

13:20-14:00
实验动物病原微生物监控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陈鸿军 研究员
赵勇

邢凤英
14:00-14:40

生物安全法与生物安全实验室监管实践

——上海市卫监所专家

14:40-15:20
实验动物管理中的生物安全问题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赵勇 高级工程师

15:20-15:30 茶歇

15:30-16:10
从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使用者角度看《生物安全法》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周晓辉 研究员

邢凤英

李顺
16:10-16:50

实验动物伦理审批中的生物安全原则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邢凤英 高级实验师

16:50-17:30
常规实验动物设施管理中的生物安全问题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杨玉琴 高级兽医师

9 月 9 日 实验动物管理、认可与标准化（线上授课：

https://meeting.tencent.com/s/f1ngkhe42MxI）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主持

9:00-10:00
CNAS 实验动物机构认可的背景、进展

及申请程序

国家认可委 吴孝槐

高诚

10:00-11:00 CNAS 实验动物机构认可的评审要点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高诚

研究员

https://meeting.tencent.com/s/f1ngkhe42MxI


11:00-13:00 午休

13:00-14:00
新形势下科技部《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的修订解读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实验

动物资源研究所 贺争鸣 研究

员 魏强

14:00-15:00
国标《实验动物 微生物和寄生虫等级

及监测》修订要点解读

中国医科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

所 魏强 研究员

9 月 10 日 动物模型、感染免疫与传染病防控（线上授课：

https://meeting.tencent.com/s/f1ngkhe42MxI）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主持

9:00-10:00 仓鼠动物模型在新冠病毒研究中的应用 香港大学 陈鸿霖 教授
崔杰

10:00-11:00 病毒进化与病毒组 上海巴斯德所 崔杰 研究员

11:00-13:00 午休

13:00-14:00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 张小楠

研究员
鲍琳琳

14:00-15:00 新冠病毒感染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中国医科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

所 鲍琳琳 研究员

9 月 11 日 生物安全管理与技术（线上授课：

https://meeting.tencent.com/s/f1ngkhe42MxI）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主持

9:00-10:00 生物安全实验室认可 国家认可委 王荣
陆兵

10:00-11:00 生物安全风险评估 军科院陆兵研究员

11:00-13:00 午休

13:00-14:00 大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唐江山 研究员

邓巍14:00-15:00 ABSL-3实验室在新冠动物模型中的作

用及不同新冠病毒动物模型的病理学

比较

中国医科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

所 邓巍 研究员

9 月 12 日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动物实验平台技术培训（线上授课：

https://meeting.tencent.com/s/f1ngkhe42MxI）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主持

9:00-9:45 科学研究中的实验动物和动物伦理 周晓辉 研究员 李顺

https://meeting.tencent.com/s/f1ngkhe42MxI
https://meeting.tencent.com/s/f1ngkhe42MxI
https://meeting.tencent.com/s/f1ngkhe42MxI


李峰9:45-10:30 基因修饰动物模型技术简介 李峰 副研究员

10:30-11:15 感染动物模型技术简介 李顺 副研究员

11:15-12:00 无菌隔离管理/动物影像学技术简介 秦波音 兽医师

12:00-13:00 午休

13:00-13:30 SPF 动物保种区管理/生物净化技术简介 陈丽香 兽医师

秦波音

陈丽香

13:30-14:00 SPF 动物实验区管理/肿瘤动物技术简介 彭秀华 高级兽医师

14:00-14:30 动物P2实验室管理/TB潜伏感染动物模型
简介

杨华 高级兽医师

14:30-15:00 普通级动物实验室管理/非人灵长类动物
简介

徐春华 助理兽医师

15:00-15:40 线上考试 任晓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