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预防医学会环境卫生分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环境卫生分会关于 

举办环境危害的健康影响评估技术 

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交流环境与健康学术进展，推动环境与健康科研工作的

发展，环境卫生分会定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11 月 21 日在广西

南宁召开环境危害的健康影响评估技术培训班。会议将邀请相

关领域的同行和知名专家，汇总近年来环境卫生学科领域的新

技术、新方法，分享、展示环境卫生学科最前沿的学术与科研

成果，促进环境卫生学科领域学术交流。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华预防医学会环境卫生分会、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协办单位：广西预防医学会环境卫生分会、广西医科大学等。 

二、会议内容 

培训内容包括：健康环境促进行动解读；高通量组学技术在

环境健康领域中的应用；突发环境卫生事件危害效应评估方法；

环境化学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估方法等。 

三、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9 年 11 月 18 日下午报到，19-20 日开会，21 日



上午离会。 

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生路 38号； 

酒店名称：广西南宁饭店。 

四、参会人员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各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各

有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等。 

五、会议注册及缴费 

参会代表：现场缴费：1200 元/人，可使用刷银行卡、支

付宝、微信的形式缴纳，不收取现金。 

请参会代表认真填写参会回执，2019 年 11 月 8 日前将回

执表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六、其它事项 

（一）本次会议已获批中华预防医学会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继续教育项目编号：2019-45-01-051；参加培训会人员可授予 4

学分。 

（二）参会代表差旅、住宿费用自理，参会代表自行与酒

店提前联系并确认预订房间数量及类型。大会不安排接送站，

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会议期间用餐由会议统一安排。 

酒店住宿联系人：莫经理 

联系电话：0771-2103399；18978866392 

（三）联系方式 

注册报到：闫  旭 13681197389，010-50930216 

          张宇晶 13552986867，010-50930219 

电子邮箱：cpmaeh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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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 日程

3.酒店交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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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 议 回 执 表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E-mail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住宿情况 在会议酒店住宿：是□    否□ 

参会时间 

 

到会时间：      日     时 

 

离会时间：      日     时 

 

请参会代表认真填写参会回执，于 2019年 11 月 8 日前

将回执表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会务组电子邮箱：cpmaehb@163.com 
 

  



附件 2 

培训日程 
时间：2019年 11月 18-21日           地点：广西南宁饭店 

2019.11.18 (星期一) 

12:00-22:00 代表注册 

18:00-20:00 晚餐（聚合楼一层，怡和厅） 

2019.11.19 (星期二)，聚合楼二层，仁和厅 主持人 

09:00-09:30 

开幕致辞 

1. 中华预防医学会环境卫生分会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 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王先良 

9:30-10:30 

健康中国与健康环境促进行动解读 

待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 

张伟 10:30-10:50 会间休息 

10:50-11:50 

自然灾害环境卫生应急技术指南 

张伟研究员 中国疾控中心南疆工作站站长 

12:00-14:00 午餐（聚合楼一层，怡和厅） 

14:00-15:00 

典型重金属污染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案例 

郭常义主任医师，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邹云锋 15:00-16:00 

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钟格梅主任医师，广西壮族自治区疾控中心环

境所所长 

16:00-17:00 

典型水污染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案例 

丁震主任医师，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所所长 



18:00-21:00 晚餐（聚合楼一层，怡和厅） 

2019.11.20 (星期三)，聚合楼二层，仁和厅 

9:00-10:00 

空气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估方法 

董光辉教授，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助理 

钟格梅 
10:00-11:00 

环境化学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估方法 

邹云锋教授，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11:00-12:00 

高通量组学技术在环境健康领域中的应用 

唐宋副研究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环境毒理

室副主任 

12:00-14:00 午餐（聚合楼一层，怡和厅） 

14:00-15:00 

突发环境卫生事件危害效应评估方法 

王先良研究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环境健康

防护室主任 王先良 

15:20-15:40 会间休息 

15:40-17:00 培训考试 

18:00-21:00 晚餐（聚合楼一层，怡和厅） 

2019.11.21 (星期四)，离会  

 

 

  



附件 3 

广西南宁饭店交通路线信息 

一、南宁吴圩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 → 南宁饭店，全程约 35 公里。 

方式一：乘坐机场巴士 1 号线 >直接到达酒店 （约 1 小时） 

从“南宁吴圩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站”乘坐民航专线巴士“机场巴士

1 号线”抵达“南宁饭店”下。 

方式二：乘坐的士（约 50 分钟，预计约 120 元） 

 

二、南宁火车站（南宁站）→ 南宁饭店，全程约 2 公里。 

方式一：乘坐地铁 1 号线（约 15 分钟） 

从“火车站-地铁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往火车东站方向）”抵达

“朝阳广场站-地铁站”下车，从“地铁 C 出入口”出站，再步行至

“地铁商业街 G 出入口”，向左转步行 50 米即到。 

方式二：选择乘坐 9 路、B10 路、21 路、K2 路公交车（约 25 分钟） 

从“南宁火车站（南宁站）”出站后步行至对面街道的“火车站（杭

州路）站-公交站”。在此站台选乘“9 路、B10 路、21 路、K2 路公

交车（往民族大道方向）”抵达“朝阳广场（朝阳民生路口）站-公

交站”下车，从天桥步行至对面街道的“悦荟广场”，再向左前方步

行 10 米即到。 

方式三：乘坐的士（约 10 分钟，预计约 10 元） 

 

三、南宁东站 → 南宁饭店，全程约 15 公里。 

方式一：乘坐地铁 1 号线（约 45 分钟） 



从 “火车东站-地铁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往石埠方向）”抵达“朝

阳广场站-地铁站”下车，从“地铁 C 出入口”出站，再步行至“地

铁商业街 G 出入口”，向左转步行 50 米即到。 

方式二：乘坐机场巴士 4 号线 >> 选择换乘 >> 6 路、34 路、39 路、

79 路公交车 >> 步行 >> 10 分钟（约 70 分钟） 

从“南宁火车东站南广场站-公交站”乘坐民航专线巴士“机场巴士 4

号线”抵达“沃顿国际大酒店站”下车，然后向左转步行至对面街道

的“滨湖广场（地铁南湖站 B1 出入口）站-公交站”。在此站台选乘

“6 路、34 路、39 路、79 路公交车（往共和路方向）”抵达“民族

共和路口站-公交站”下车，向左转步行至“悦荟广场”，再从“正

新鸡排店”的巷口横穿广场 50 米即到。 

方式三：乘坐的士（约 40 分钟，预计约 40 元） 

 

四、埌东客运站 → 南宁饭店，全程约 11 公里。 

方式一：乘坐地铁 1 号线（约 30 分钟） 

从“埌东客运站-地铁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往石埠方向）”抵达

“朝阳广场站-地铁站”下车，从“地铁 C 出入口”出站，再步行至

“地铁商业街 G 出入口”，向左转步行 50 米即到。 

方式二：乘坐 6 路公交车（约 60 分钟） 

从“琅东站-公交站”乘坐“6 路公交车（往朝阳路方向）”抵达“朝

阳广场（朝阳北宁路口）站-公交站”下车，然后步行至“地铁商业

街 G 出入口”，再向左转步行 50 米即到。 

方式三：乘坐的士（约 30 分钟，预计约 35 元） 

 

紧急联系电话： 

莫经理：0771-2103399；189788663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