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第 12 届）中国抗菌产业发展大会 

第三轮会议通知 

 

各企事业单位： 

2019（第 12 届）中国抗菌产业发展大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25 日在江西省南昌

市召开。本次大会以“新形势、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对抗

菌产业发展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进行解读，对国内外抗菌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介绍，对

抗菌产业发展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解析，发布抗菌行业 2019 年度十大新闻、产业

研究报告，评选年度影响力企业和创新力企业，并予以表彰。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组织机构 

（一）共同主办：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抗菌产业分会 

中关村汇智抗菌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南昌大学 

南昌临空经济区管委会 

（二）协办单位：江西赣大材料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三）承办单位：北京云记科技有限公司 

二、大会时间和地点 

（一）会议时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25 日（23 日报到） 

（二）会议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大会内容 

（一）会议主题：新形势、新机遇、新发展 

（二）会议议题 

（1）国内外抗菌相关国家政策、行业法规和产业规划解读。 

（2）不同国家和地区抗菌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和前景剖析。 

（3）抗菌行业新技术、新需求、新应用和新发展方向探讨。 

（4）抗菌标准体系、产品质量控制以及产品性能评价。 

（5）抗菌技术及其在医院和医疗中的应用。 

（6）2019 年度抗菌行业 10 大新闻发布。 

（7）影响中国抗菌行业 2019 年度影响力企业和创新力企业表彰。 

（8）2019 年中国抗菌产业研究报告和抗菌知识手册（2019 版）发行 



四、大会日程 

五、大会报告 

2019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四 

开幕式 

08:30-09:00 大会开幕致辞 相关领导和嘉宾 

大会报告 

09:00-09:30 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助力产

业发展 

赵  刚（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 研究员） 

09:30-10:00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及其产

业发展机遇 

贺文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蓝迪国际智库专家、

西亚非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10:00-10:30 集体合影、茶歇及展位参观时间 

10:30-11:00 抗菌技术及其在健康校园

建设中的应用策略及建议 

张  萌（南昌大学/江西赣大材料技术研究有

限公司  教授/首席科学家） 

11:00-11:30 抗菌技术及其在住宅领域

中的应用策略及案例 

陈广川（同曦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9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三  

10:00-20:00 大会报到，展位搭建  

2019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四  

08:30-09:00 开幕式 

09:00-11:00 大会报告 

11:00-12:00 影响中国抗菌行业 2019 年度评选结果发布暨颁奖仪式 

12:00-14:00 自助午餐  

14:00-17:30 国际论坛 

18:00-20:00 “赣大之夜”欢迎晚宴  

2019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五 

09:00-12:00 抗菌技术及其在医院中的应用分会场 

抗菌标准体系、产品检测和质量控制分会场 

12:00-14:00 自助午餐 

14:00-17:30 抗菌产学研专场 



影响中国抗菌行业 2019 年度评选颁奖典礼 

11:30-12:00 发布 2019 年度抗菌行业 10 大新闻 

发布 2019 年度抗菌行业影响力企业并颁奖 

发布 2019 年度抗菌行业成长力企业并颁奖 

12:00-14:00 自助午餐  

抗菌产业国际论坛 

14:00-14:40 日本抗菌产业发展介绍 平沼  进（日本抗菌制品技术协议会 -Th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sustaining growth for 

Antimicrobial Articles 专务理事） 

14:40-15:20 美国抗菌产业状况介绍 James W Krueger（美国抗菌协会-International 

Antimicrobial Council 会长） 

15:20-15:40 茶歇及展位参观交流时间 

15:40-16:20 欧洲抗菌产业状况介绍 IBRG （ The International Biodeterioration 

Research Group）相关负责人 

16:20-17:00 APEC 项目进展及功能性加

工纺织品试验和认证方法

在 APEC 区域内的能力构建 

须曾继光（日本纤维技术评价协议会-Japan 

Textile Evaluation Technology Council 参与） 

17:00-17:30 中国抗菌产业状况介绍 张迎增（中关村抗菌产业联盟 - Chinese 

Industry Association for Antimicrobial 

Materials & Products 秘书长） 

18:30-20:30 “赣大之夜”欢迎晚宴  

2019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五 

抗菌技术及其在医院中的应用分会场 

08:40-09:10 抗菌医疗器械的应用及监

管现状 

徐丽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研究员） 

09:10-09:40 抗菌医疗器械安全性评价 奚廷斐（（北京大学 教授） 

09:40-10:10 全国医院消毒与感染控制

监测结果 

沈  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

相关产品研究所 研究员） 

10:10-10:30 茶歇及展位参观交流时间 

10:30-11:00 耐药细菌感染的噬菌体治 童贻刚（北京化工大学 教授） 



疗 

11:00-11:30 抗菌技术在烧伤整形感染

控制中的应用 

胡骁骅（北京积水潭医院 主任医师） 

11:30-12:00 基于 QCM-D 技术分析不同

牙科材料表面获得性膜吸

附和细菌附着的研究 

桑  婷（南昌大学口腔医院 副主任医师） 

 

抗菌标准、检测和产品质量控制分会场 

08:40-09:10 中关村抗菌产业联盟团体

标准发展规划及管理规定 

谢小保（中关村抗菌产业联盟标委会/广东省

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主任委员/研究员） 

09:10-10:10 联盟已发布团体标准介绍 团体标准主起草单位代表 

10:10-10:30 茶歇及展位参观交流时间 

10:30-11:00 抗菌标准化体系及抗菌检

测要求 

陈  健（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

司 工程师） 

11:00-11:30 抗菌产品检测与质量控制 郑苏江（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抗菌检

测中心 工程师） 

11:30-12:00 国内外抗菌相关法规及最

新进展 

程哲婉（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法规经

理） 

12:00-13:30 自助午餐 

产学研专场 

14:00-14:25 梯度纳米结构钛的低温表

面渗铜及渗铜层性能 

胡  剑（华东交通大学/江西赣大材料技术研

究有限公司 教授/技术总监） 

14:25-14:50 新型有机/无机复合材料的

研究与应用 

郑裕东（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 

14:50-15:15 持久抗菌除螨纺织品 陈仕国（深圳大学 教授） 

15:15-15:40 档案（图书）馆的室内环境

污染影响及预防 

张利平（江西远洋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总经理） 

15:40-16:05 禧天龙家居塑料制品的抗

菌功能产业化战略 

潘世兵（禧天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16:05-16:30 中国石化抗菌聚丙烯树脂

的产业化及其应用 

李  杰（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高工） 



16:30-17:00 产学研现场交流 

六、参会须知 

（一）请各参会单位填写参会报名表，并邮件（ciaa2001@126.com）发送至会务组。 

（二）参会费用 

（1）参会费用：包括会议场地、资料、餐饮及专家费用等。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类型                               费用 9 月 30 日前注册交费 9 月 30 日后注册交费 

副理事长单位∥学术委员会委员∥高校学

生（凭学生证） 

1200 元/人 1600 元/人 

理事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个人会员 1600 元/人 2000 元/人 

会员单位∥高校教师 2000 元/人 2400 元/人 

非会员单位 2400 元/人 2800 元/人 

（2）参展费用：同期设展，展示抗菌新技术、新产品、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以及

企业品牌和形象等。 

费用         类型 副理事长单位 理事单位 会员单位 非会员单位 

费用标准 4000 元/展位 6000 元/展位 8000元/展位 10000元/展位 

（3）大会还提供会刊广告等相关宣传方式。 

会刊广告 封二 封三 内页 

费用标准 8000元/页（已预订） 6000 元/页（已预订） 2000 元/页 

（三）请将会议费用汇款至大会指定账号，并及时将回执发送至 ciaa2001@126.com。  

户  名： 北京云记科技有限公司 

账  号：11050161510009100115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七、会务咨询 

电话：010-82543777/15652838082/18814881688  传真：010-82543499     

邮箱：ciaa2001@126.com                        网址：www.kjj.com.cn 

 

中关村汇智抗菌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抗菌产业分会 

二 0一九年九月九日                       二 0一九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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