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分子影像学组成立大会 

暨第 5 届中国分子影像学高峰论坛 

Founding Conference for Molecular Imaging Group of 

CSR & The 5th China Advanced Forum for Molecular Imaging  

（第二轮通知） 

 

会议主题：角色与任务 

Role & Mission 

 

会议名称：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分子影像学组成立大会 

暨第 5 届中国分子影像学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2012 年 7 月 5 日-7 日 

会议地点：哈尔滨市香格里拉大酒店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分子影像学组 

承办单位：黑龙江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尊敬的 高明远 教授： 

     您好！ 

由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分子影像学组主办，黑龙江省医学会放

射学分会、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承办的“中华医学会放射学

分会分子影像学组成立大会暨第 5 届中国分子影像学高峰论坛”将于

2012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在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会议主题为“分

子影像——角色与任务”，参会者将授予国家级Ⅰ类继续医学教育学

分 6 分。 

分子影像学组在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的支持和指导下即将正

式成立，本次会议邀请中外 200 余位分子影像及相关专家共同庆祝分

子影像学组成立这一重要时刻，中国分子影像学事业将揭开崭新的一

页。 

同时，会议期间将举办“第 5 届中国分子影像学高峰论坛”，专家

来自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药学、化学、纳米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

信息学等相关学科。届时将有 20 余位中外专家在会上发言，围绕我

国分子影像扮演的角色和肩负的任务展开讨论，以及就国际和国内分

子影像发展趋势、面临的问题等交换意见。 

此外，为鼓励青年学者及博士生积极参与，会议期间将举办“引

领创新”为主题的博士论坛，突出创新的意义和价值，以及研究成果

应用转化。专家团将对研究成果进行点评，并对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进

行指导。 

最后，衷心希望本次会议能为各位同道搭建分子影像研究和应用



推广的高端平台，促进各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中国分子影像

事业的发展。 

                   恭候您的莅临与参与！ 

 

                                  

                          大会执行主席：申宝忠 

                                    二零一二年六月 

 

大会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刘玉清 郝希山 杨宝峰 于金明 

大会主席：冯晓源 郭启勇 徐克  

大会执行主席：滕皋军 申宝忠 

大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分子影像学组成员 

大会专家指导委员会： 

程敬亮  崔进国  单  鸿  方  印  冯晓源  高培毅   
龚洪翰  龚启勇  郭  志  郭启勇  郭顺林  郭佑民   
郭玉林  韩  萍  胡道予  宦  怡  黄  力  贾文霄  
姜卫剑  焦  俊  金征宇  李  澄  李建军  李健丁   
李坤成  李明华  李银官  梁长虹  刘  筠  刘挨师   
刘士远  刘玉林  龙莉玲  卢光明  罗娅红  马祥兴  
申宝忠  沈  文  史大鹏  宋  彬  宋法亮  孙  钢   
唐桂波  滕皋军  王  维  王振常  伍建林  武乐斌   
徐  克  徐文坚  许建荣  许顺良  严福华  杨建勇  
袁建华  曾蒙苏  翟仁友  张  敬  张惠茅  张伟国   



张小明  张晓鹏  赵  卫  赵建农  郑穗生  周诚 周纯武 

 

特邀嘉宾： 

Sanjiv Sam Gambhir（美国）、Aruna Gambhir（美国）、Gregory M. Lanza

（美国）、程震（美国）、陈小元（美国）、李晓峰（美国）、任刚（美

国）、马和平（美国）、Shi Ke（美国）、赵明（美国）、Andrew Wang

（美国）、苑学礼（美国）、李百祺（中国台湾）、李恩中、张宁、 

张辉、田捷、刘一军、崔大祥、杨祥良、黄钢、高宏、袁德启、王凡、

郑海荣、刘泓、高权胜、高明远、杨海山、邹英华、马林、任克、 

张敏鸣、匡安仁、李亚明、李方、汪静、曹丰、杨敏、戴志飞 

 

组织委员会主席：申宝忠 王振常 

  

 

会议日程 

2012-07-05    09:00—18:30    报到及注册 

             18:30—20:00    晚宴   

             20:00—21:00    分子影像学组成立筹备会     

2012-07-06    8:30—16:30    学术会议 

2012-07-07    9:00—11:30    学术会议 

时间    开幕式 ： 

08:30-9: 10 1. 主持人介绍参会领导和嘉宾 



2. 致大会欢迎辞           申宝忠教授 

3. 公布学组名单           滕皋军教授 

4. 学会领导致辞           冯晓源教授 

5. 学校领导致辞           杨宝峰院士 

6. 中华医学会领导致辞      

7. 合影 

 主题之一：“分子影像——角色与任务”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题目 

09:10-09:40 学术报告 冯晓源 上海复旦大

学 

影像医学的发展

思考 

09:40—10:10 学术报告 Gregory 
M. Lanza

美国华盛顿

大学（圣路

易） 

The advance of 
Molecular Imaging 
and Nanomedicine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Oncology 
Theranosis 

10:10—10:40 学术报告 程 震 美国斯坦福

大学 

Molecular Imaging 
at 2012   

 

10:40—10:50 茶歇 

10:50—11:20 学术报告 杨晓明 

 

美国华盛顿

大学（西雅

图） 

Development of 
Intrabiliary 
Molecular Imaging 

11:20—11:50 学术报告 李晓峰 美国路易斯

维尔大学 

Molecular imaging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hererogeneity of 
tumor 



microenvironment: 
focusing on hypoxia 
metabolism and 
proliferation 

12:00-13：30 自助午餐 

13:30—13:50 学术报告 李百祺 台湾大学 超声及光声分子

影像与未来发展 

13:50—14:10 学术报告 申宝忠 哈尔滨医科

大学 

分子影像——角

色和任务 

14:10—14:30 学术报告 田捷 中科院自动

化所 

分子影像手术导

航系统在乳腺癌

方面的应用 

14:30—14:50 学术报告 崔大祥 上海交通大

学 

多功能纳米探针

设计制备及在胃

癌原位靶向成像

与治疗中的应用

研究               

14:50—15:10 学术报告 滕皋军 东南大学 血管疾病的分子

影像研究 

15:10—15:30 学术报告 杨祥良 华中科技大

学 

脑胶质瘤 MRI 的

靶向纳米磁球 

15:30—15:40 茶歇 

15:40—16:00 学术报告 王凡 北京大学 放射性分子探针

与肿瘤的显像和



治疗 

16:00—16:20 学术报告 李坤成 首都医科大

学 

医学影像学发展

展望 

16:20—16:40 学术报告 吴仁华 汕头大学 磁共振分子影像

的新技术与应用

研究 

16:40-17:00 学术报告 郜发宝 四川大学 心肌缺血干细胞

治疗 MR 示踪 

17:00-17:30 学术报告 单鸿 中山大学 光学成像报告基

因在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移植治疗

肝损伤中的应用 

17:30-17:50 学术报告 陈小元 

 

美国国立卫

生院 

Nanoparticle 
Platforms for 
Molecular Imaging 
and Drug/Gene 
Delivery 

17:50-18:10 学术报告 张贵祥 上海交通大

学 

修饰、表征后的纳

米金颗粒对肺腺

癌细胞离体、载体

的实验研究 

18:30 晚宴 

 主题之二：引领创新 

7 月 7 日 学术报告 任刚 CellSight 
Pre/clinical Cell 
Tracking Using 
SPECT and PET 



9:00-9:30 Technologie

s, Inc. 

9:30-11:30 博 士 论

坛：(7 分

钟 / 人 , 专

家点评 3

分钟) 

 

田 捷 主

持  

  

 口头发言 肖壮伟、

孙夕林、

孙继红、

王可铮、

权 启 蒙

等 10 人

  

11:30-11:40 大会闭幕式 

11:40-13:00 自助午餐 

13:00 撤离 

 

 

报到及住宿 

一、报到时间：2012-07-05  12:00—18：30 

二、报到地点：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贵宾休息室 



三、 会议费用： 

1. 参会代表需缴纳注册费 800 元/人（包括会务费、资料费、

学分证书费用，不含住宿及交通费）。  

2. 博士、硕士研究生注册费享半价优惠 400 元/人，请凭相关

证件注册报到。 

3. 专家统一入住香格里拉大酒店，研究生入住龙门大厦酒店。

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按会议统一包租 2 天收费（7 月 5

日、6 日）。请各位代表将住宿房型及房间数告知杨坡医生

或温晓婓医生。 

    杨坡   电话：13704810561  邮箱：yungpoo@sohu.com 

    温晓婓 电话：13836129468  邮箱：13836129468@163.com 

住宿标准： 

香格里拉大酒店（五星级） 龙门大厦酒店（三星级） 

820 元/天/间（大床间） 

920 元/天/间（标准间） 

240 元/天/间（标准间） 

四、 接送站服务：  

    杨坡   电话：13704810561  邮箱：yungpoo@sohu.com 

    温晓婓 电话：13836129468  邮箱：13836129468@163.com 

 

本次会议会务组负责全部接送站，请您确定行程后，将航班信息（或

火车车次）告知杨坡医生或温晓婓医生。 

五、 会务组联系方式： 



黄涛 电话：13936330355 邮箱：playno1@sina.com  

杨坡 电话：13704810561 邮箱：yungpoo@sohu.com 如果您

对此次会议有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六、会议酒店地址： 

    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 

    哈尔滨道里区友谊路 555 号（电话：0451-84858888） 

注：机场至酒店车程约 45 分钟，哈尔滨站至酒店车程约 20 分

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