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中实动发[2021]56 号

关于举办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媒介实验动物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暨学术
交流会的通知（第三轮）

各有关单位，媒介实验动物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媒介实验动物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自 2016 年成
立以来，开展了大量的媒介实验动物标准化促进工作。根据《中国实验动
物学会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
，今年应该进行换届工作，成立第三届委员会。
经中国实验动物学会批准，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媒介实验动物专业委员会将
于 2021 年 11 月 10-12 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媒介实
验动物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暨学术交流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媒介实验动物专业委员会换届；
(二)媒介实验动物及相关试验标准化学术研讨；
(三)参加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新时代传染病防控策略和技术研讨
会”。
二、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1 年 11 月 10-12 日，11 月 9 日报到。

地点：山东济南颐正大厦，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10 号，联系方式：
0531-85035888（交通方式见附件 3）
。
三、参会人员
1.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媒介实验动物专业委员会委员；
2.从事媒介生物实验室种群饲养、开展媒介生物相关实验研究和媒介
生物抗药性监测的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海关、高校、科研院所、PCO、药
械生产企业等单位专业人员；
3.其他疾病控制相关人员。
四、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11 月 10 日 全天

“新时代传染病防控策略和技术研讨会”大会报告。

11 月 11 日 上午

媒介实验动物及相关试验标准化学术研讨
1、媒介生物控制部门媒介饲养室和其他实验室布局
要求；
2、媒介生物抗药性监测中媒介生物品系饲养和使用
过程的质量控制；
3、媒介生物饲养室环境控制的设计、运行和管理等。

11 月 11 日 上午

“新时代传染病防控策略和技术研讨会”分会场报告。

11 月 11 日 下午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媒介实验动物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

11 月 12 日 全天

“新时代传染病防控策略和技术研讨会”分会场报告。

五、费用及其他
会议统一安排食宿，指定住宿酒店为颐正大厦，住宿标准：330 元/间/
天（标准间、单间）。也可选择其他酒店自行办理住宿。交通、食宿费用自
理。
本次会议收取注册费，注册费：1200 元/人.（缴费方式见附件 1）。
请参会人员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前将参会注册信息表（见附件 2）发
至 luliang@icdc.cn 邮箱。

附件 1、缴费方式
1.银行汇款（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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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会议+参会人员姓名+手机号码”，以方
便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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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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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现场缴费：现场采取刷卡缴费方式，现场不支持现金缴费。缴费时
须提供正确的开票信息（单位全称、纳税人识别号）。现场缴费人员的发
票将于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邮寄至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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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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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信息表

媒介实验动物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暨学术交流会注册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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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抬头全称
准确填写开票信息，发票
纳税人识别号
一旦开出不能更改。
□ 预定会议指定颐正大厦（330 元/间/天）

自行预定酒店

酒店 标间（合住）
间， 单间
间， 其他
间
预定
11 月 9 日 □ 11 月 10 日 □ 11 月 11 日 □
重要
提示

1.请将此表务必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反馈；

□
11 月 12 日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2.请大家务必提前预订酒店，否则将不能保证
住宿安排；

附件 3、交通路线

去往颐正大厦交通方式
1、机 场：
（1）在机场乘大巴车（20 元/位，每小时一辆，到北园大街站下车，
乘出租车到达酒店，约 10 元人民币）
；
（2）机场到酒店乘出租车，单程：130 元，双程：150 元。
2、济南站：
（1）在济南站乘 3 路公交车到解放桥下车，往南约 500 米路东即到（水
利厅斜对面，历山剧院北邻）
；

（2）可乘 18 路公交车到山师大路口下车，往北约 500 米路东即到（水
利厅斜对面，历山剧院北邻）
；
（3）济南站乘出租车到酒店约：15 元
济南西站：
（1）在济南西站乘 38 路公交车到华联商厦站下车，转乘 K96 路公交
车在新闻大厦站下车，往北约 200 米路东即到（省水利厅斜对面，历山剧
院北临）
；
（2）在济南西站乘 38 路公交车到华联商厦站下车，转乘 59 路公交车
在解放桥南站下车，往北约 500 米路东即到（省水利厅斜对面，历山剧院
北临）
；
（3）济南西站乘坐出租车，约 40 元。
3、长途汽车站：
（1）乘 5 路、95 路、K50 路、K53 路到解放桥站下车，往南约 500 米
路东即到（水利厅斜对面，历山剧院北邻）
；
（2）长途汽车站乘出租车到酒店约：20 元
4、大明湖站：
（1）乘 k8 路.k53 路.k46 路.k36 路.k31 路到解放桥站下车，往南约
500 米路东即到（水利厅斜对面，历山剧院北邻）
；
（2）大明湖站乘出租车到酒店约：10 元、
5、济南东站：
（1）乘济南东站摆渡车 2 号线倒车 k47 路，步行 1.7 公里，到达济南
东站公交枢纽（3 站台）乘坐济南东站摆渡车 2 号线，步行 480 米，到达工
业南路舜华路，乘坐 k47 路，经过 15 站，到达解放桥北，往南约 500 米路
东即到（水利厅斜对面，历山剧院北邻）
；
（2）乘坐 k917 路车倒车 brt3 路，可到山东颐正大厦门口
（3）济南东站乘出租车到酒店约：1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