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 南 省 实 验 动 物 学 会

云南省/中科院实验动物标准化管理及

应用培训交流会议通知(第二轮)

各相关单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云南省和中国科学院实验动物科技工作者与同行间的交流

与合作，提升实验动物从业人员技术水平，推动云南省和中国科学院实验动物学

科快速发展，云南省实验动物学会、中国科学院动物实验平台工作委员会和中国

实验动物学会实验动物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实验动物标准化管理及应用

交流会，拟定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24 日在云南省保山市举办。会议以实验动物

标准化管理及应用交流为主题，由云南省实验动物学会承办，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昆明市实验动物行业协会、云南省兽医

生物制品研制中心和中普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协办。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培训交流时间：2018 年 8 月 21 日-24 日（21 日报到，22 日-24 日培训交流

及参观实验动物设施）

培训交流地点：云南省保山市永昌大酒店

二、会议日程安排

会议日程安排

8月 21 日 报到注册

8月 22 日（星期三）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8:30-9:00 开幕式、合影

9:00-9:30 AD 疾病动物模型 秦 川 所长/理事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

验动物研究所/中国实验

动物学会

9:30-10:00
新型啮齿类实验动物

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田 勇 研究员/主任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

10:00-10:20 茶歇



10:20-10:50
新型肿瘤动物模型的

改进和应用
赵旭东 研究员/主任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

10:50-11:20

基因编辑和体细胞克

隆技术在生物医药上

的应用

魏红江 教授/院长 云南农业大学

11:20-11:50
灵长类动物实验的规

范管理
李绍东

副研究员/首

席运营官

昆明科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12:00-14:00 午餐

14:00-14:30
树鼩在生命科学研究

中的应用和挑战
代解杰 研究员/主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

物学研究所

14:30-15:00
阿尔茨海默病树鼩模

型建立及特征分析
郑 红

副教授/副主

任

昆明医科大学/云南省实

验动物管理办公室

15:00-15:30
实验动物福利与伦理

审查
孙德明 研究员/主任

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

术研究所

15:30-15:50 茶歇

15:50-16:20
实验动物设施运行管

理
常 在 副教授/主任 清华大学

16:20-16:50
小鼠生物净化与胚子

冻存
吴德国 主任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

16:50-17:20 实验动物质量控制 胡建华 研究员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18:00 晚餐

8月 23 日（星期四）

8:30-9:00

合格评定及其在实验

动物行业发展中的作

用

史光华 博士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

9:00-9:30
实验动物机构的认可

制度介绍
贾汝静 博士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

9:30-10:00
实验动物机构 CNAS

认可经验交流
吕龙宝

副主任/秘书

长

中国科学院昆明灵长类

研究中心/云南实验动物

学会

10:00-10:20 茶歇

10:20-10:50
实验动物团体标准制

修订现状及展望
孔 琪

所长助理/秘

书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

验动物研究所/中国实验

动物学会实验动物标准

化专业委员会

10:50-11:20
实验动物 病原体

PCR 检测方法
张 钰

研究员/副所

长
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11:20-11:50
实验动物 安乐死指

南
孔 琪

所长助理/秘

书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

验动物研究所/中国实验

动物学会实验动物标准

化专业委员会

12:00-14:00 午餐



14:00-14:30
实验动物 感染性疾

病动物模型评价指南
魏 强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

验动物研究所

14:30-15:00
实验动物 教学用动

物使用指南
吴宝金 研究员/主任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15:00-15:30
实验动物 SPF 猪

(禽)质量控制
韩凌霞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

兽医研究所

15:30-15:50 茶歇

15:50-16:20
实验动物 豚鼠微卫

星 DNA 检测方法
刘迪文 教授 浙江大学

16:20-16:50
实验动物 爪蟾生产

和使用指南
蔡 磊 副研究员 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16:50-17:20
实验动物 猕猴属动

物饲养和质量管理
张晓迪 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

17:20-17:40 中普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介绍

18:00 晚餐

8月 24 日（星期五）参观制药公司、实验动物设施及交流

8月 25 日（星期六） 离会

三、参会人员

本次培训交流会适于从事实验动物生产、管理、检测的相关人员，动物实验

相关人员，实验动物管理部门人员，实验动物相关产品生产、销售人员等。欢迎

广大实验动物科技工作者报名参会。

四、会议费

培训费：1200 元/人，云南省实验动物学会会员 1000 元/人，学生 800 元/

人。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参会人员请提前准备好开票信息，将开票信息发

送到邮箱：zhaoling@mail.kiz.ac.cn。

缴费方式：银行汇款、现场缴现金或刷卡。

汇款单位名称：保山汉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保岫东路支行

银行账号：5300 1728 6400 5100 2487

五、会议回执

因会议期间正值旅游旺季，为了便于安排食宿，务请各参会代表及时填写会

议回执，请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前将回执通过邮件或传真反馈至云南省实验动物

学会秘书处，报名额满为止。

联系人：赵玲

E-mail：zhaoling@mail.kiz.ac.cn

联系电话/传真：0871-65195511

mailto:zhaoling@mail.kiz.ac.cn。
mailto:zhaoling@mail.kiz.ac.cn




附件 1：实验动物标准化管理及应用培训交流会议

姓 名 性别 联系电话

职务职称 民族 E-mail

工作单位

发票抬头

纳税人

识别号

通讯地址

身份证号 （制作学分证明用）

住宿日期 8 月 21 日□ 8月 22 日□ 8 月 23 日□ 8月 24 日□

住宿要求 单间□ 标准间（拼房）□

附件 2：永昌大酒店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