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中国动物病理读片交流会 

邀请函（第二轮：延期举办通知） 
 

因近期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避免人员聚集引发疫情传播的风险，

为确保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经会议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 2021 年 12 月份在

西安举办的“2021年动物病理读片交流会”延期至 2022 年 3月 11-14 日在原地点

举办。对于延期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希望您疫情期间按照政府的防

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感谢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理解！会议详情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实验病理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病理学分会 

中国兽医协会兽医病理师分会 

中国药学会毒性病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毒理学会毒性病理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兽医协会实验动物兽医分会 

北京实验动物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北京莱艾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陕西省实验动物学会 

承办单位：北京生态农牧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安美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二、组织委员会 

主  席：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赵德明  教授 

副主席：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高  丰  教授 

委  员： 

任  进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彭瑞云 研究员（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 

刘恩岐 教  授（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实验动物中心） 

秦  川 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李文龙 研究员（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汪开毓 教授（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梁宏德 教授（河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鲍恩东 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王雯慧 教授（甘肃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陈创夫 教授（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高  洪 教授（云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祁克宗 教授（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程向朝 教授（河南科技大学） 

刘思当 教授（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郑明学 教授（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周向梅 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杨利峰 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黄振烈 教授（南方医科大学） 

王凤龙 教授 （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石火英 教授（扬州大学兽医学院） 

刘月焕 研究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陈  华 研究员（解放军总医院） 

王和枚 研究员（睿智医药江苏有限公司副总裁，GLP中心主任） 

吕建军 主任药师（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病理总监） 

乔俊文 正高级工程师（英矽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病理总监） 

霍桂桃 副主任药师（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孔庆喜 博士（康龙化成（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病理总监） 

金  毅 主任药师（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张连珊 教授（河北医科大学） 

祁保民 教授（福建农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王选年 教授 （河南新乡学院） 

贾  宁 教授（甘肃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童德文 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 

尹燕博 教授（青岛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刘淑英 教授（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古少鹏 教授（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李广兴 教授（东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程国富 教授（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周碧君 教授（贵州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马吉飞 教授（天津农学院） 

金天明 教授（天津市农业科学院） 

董世山 教授（河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吴长德 教授（沈阳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马春全 教授（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马德慧 教授（内蒙古民族大学） 

周铁忠 教授（锦州医科大学） 

孙  斌 教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成子强 教授（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许立华 教授（宁夏大学农学院） 

卢选成 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贺文琦 教授（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宁章勇 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黄  勇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 

严玉霖 教授（云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盛金良 教授（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刘兆华 教授（山东大学新药评价中心） 

金美兰 教授（西南民族大学） 

耿  毅 教授（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王守立 教授（苏州大学病理中心 主任，苏州堪赛尔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病理总监，

江苏博赛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 

王东胜 副主任技师 艾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首席病理技术专家 

赵  魁 教授（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谭  勋 副教授（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涂  健 副教授（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杨秀进 博士（勃林格殷格翰动物保健（中国）有限公司，病理技术总监） 



王浩安 高级工程师（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病理部副部长） 

王金玲 副教授（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吕英军 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泰  刚 高级兽医师（山西省药品检验技术研究所）  

马春霞 高级兽医师（广西壮族自治区兽医研究所） 

孙艳明 兽医师（北京海洋馆 海洋动物兽医总监） 

师福山 副教授（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杨  杨 副教授（浙江农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董  强 教  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 

三、会议日程 

具体会议安排详见第三轮通知。 

四、邀请报告（暂定） 

1.非洲猪瘟实验感染病例的病理学观察（王凤龙 教授 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2.动物死亡后组织器官的改变（胡春燕 教授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人类动脉粥样化疾病动物模型病理分析（刘恩岐 教授 西安交大实验动物中心） 

4.几种重要动物疾病的病理诊断和分析（贾  宁 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5.LDLR杂合缺失保护仓鼠睾丸脂毒性的研究（张连珊 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 

6.蛋鸡肝破裂病理学观察及病因分析（成子强 教授 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7.一起猫传染性腹膜炎的病理学观察及诊断（赵晓民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院） 

8.犬牙龈肿瘤病理学诊断分析（杨利峰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9.猞猁肺炎病理学诊断（范春玲 教授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10.绵羊几种肺病病理组织学比较（盛金良 教授 新疆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11.恒河猴 2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病理学分析（陈正礼 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

医学院） 

12.干细胞类药物促瘤试验研究（裴天仙 副研究员 天津药物研究院临检病理中心） 

13.实验动物神经系统常见病变诊断（尹纪业 副研究员 军事医学研究院 GLP中心） 

14.鸡传染性肿瘤病的分子鉴定及其组织病理学观察（刘红梅 副教授 安徽农业大

学动物科技学院） 

15.副结核病例的病理学诊断（焦海宏 副教授 塔里木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五、病例读片报告及投稿 

为鼓励典型动物病例的病理读片交流学习，本次大会特设“优秀报告奖”，现

广泛征集病理读片报告，或携带疑难或有学习与分享价值的典型病例参会交流，

欢迎与会人员踊跃投稿。 

1.征稿要求：题目+摘要字数 300～500 字，并附作者、单位、手机、邮箱等。 

2.提交方式：请于 2022年 1月 22日前将投稿内容发送至 meeting@bjlat.com。 

3.评选：征文截止后，会务组将组织专家审稿，并安排优秀报告在本次会议

期间进行演讲交流，演讲时间不超过 15分钟，交流不超过 5分钟，演讲 PPT自行

准备。其它投稿将刊登本次会议手册，且在会议官网开设特别板块进行展示。 

*温馨提示：所有投稿都要经过专家统一评审，确定报告人选后，会务组将逐

一电话通知确认。 

部分病例读片报告（暂定） 

1)猪源改造修饰抗菌肽的小鼠模型病理学评价（廖成水 副教授 河南科技大学） 

2)仓鼠多脏器损伤组织病理学观察（宋志琦 中国医科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3)绵羊肺腺瘤病毒和梅迪维斯纳病毒混合感染病例病理诊断分析（段续接 内蒙古

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4)恒河猴卵巢恶性混合性生殖细胞瘤 1例分享（何杨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公司） 

5)某新型铂类抗癌药大鼠长期毒性试验的病理学检查（廖文平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GLP中心） 

6)华南地区首例鸵鸟细小病毒病的病例分析（白慧丽 广西壮族自治区兽医研究所） 

7)影像学下观察到犬后肢骨溶解的肿物（石俊超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8)1例犬横纹肌肉瘤的病理组织学特征及鉴别诊断（张竞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六、“优秀兽医病理师”评选工作 

    为鼓励广大兽医病理师积极投身于动物病理的诊断、评价与研究工作，本次

会议将评选“优秀兽医病理师”，并在大会上进行表彰。请有意参评的人员，将个

人材料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meeting@bjlat.com。截止日期：2022年 1 月 22日。 

七、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22年 3月 11-14日（11日报到、12-13日会议报告、14日离会） 

地点：西安天朗时代大酒店（西安市莲湖区环城西路北段 360 号。酒店总机：

029-84679312） 



八、在线报名 

在线报名链接：http://www.bjlat.com/page229.html请务必填写姓名、单位

名称、税号、手机号、邮箱，以便开具会议费发票。报名截止日期：2022 年 1 月

31日，已经报名的参会人员无需重复报名。 

    在线报名时请直接预订住宿，会务组将以住宿预订情况预留房间，没有在线

预订住宿的，只能以现场实际情况协调，不能保证住宿安排。 

九、会议注册 

普通参会代表：1200元/人。 

学生（需提供有效学生证件）或参会代表的随行家属 600元/人。 

注册费缴纳：可以现金、刷卡、微信、支付宝等形式现场缴纳。 

*包括:会议期间所有报告入场券、会议报告材料及餐费。 

十、联系方式 

刘鹏杰 13661381711、010-62969989（北京） 

刘恩歧 18681877469（西安） 

杨利峰 010-62732987（北京） 

会务组邮箱：meeting@bjlat.com 

 

 

 

动物病理读片交流会会务组   

北京莱艾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