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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创刊 40 周年纪念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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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1-13 日，由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

康中国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立足于此节

会主办，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委会协办，海南省疾病预防控

点，回望光辉历史，展望光明未来。希望通过我们的学术研

制中心、海南省预防医学会和海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共

讨，深入交流，能够为我国流行病学学科建设、公共卫生教

同承办的“2021 年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中华流行病学

育、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今年是《中华

杂志》创刊 40 周年纪念会”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本次大

流行病学杂志》创刊 40 周年。历经 40 年风雨，在几代人的

会的主题是“迎接新挑战，启航新征程”。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有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沈洪兵副局

努力奋斗和无私奉献下，坚持守正创新、内容为王、引领学
术、扶掖后生，不断发展成为“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中

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流行病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等，并入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总编辑、北京大学李立明教授，流行病学

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我国新冠疫情防控成效

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詹思延教授，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显著，这其中凝聚着公共卫生工作者、医护人员、社区工作

中心党委书记兼主任廖志武，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

者、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师生员工的辛勤汗水，更凝聚着全国

处廖敬乐处长，海南医学院向伟副校长，流行病学分会常

流行病学工作者的无私奉献。让我们借此盛会共同努力奋

委，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委等，开幕式由中华预防医学会流

斗，共同见证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美好未来。

行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副总编辑、解放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洪兵
教授在致辞中向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向《中华流行病学杂

军总医院何耀教授主持。
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詹思延教授介
绍了会议总体情况，向《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创刊 40 周年表

示热烈的祝贺，并代表所有参会人员向本次会议的承办单

志》创刊 40 周年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沈洪兵副

局长指出：
（1）40 年来，流行病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质

量和数量上都取得很大进展，为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公

位（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海南省预防医学会和海南医

共卫生事业，科研、体系建设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2）流行

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和支持单位［海南医学院、杭州诺辉健

病学面临着新挑战、新问题。流行病学在学科建设水平、人

康科技有限公司、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医渡云（北

才培养的数量质量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新冠

京）技术有限公司、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葛兰素史克中

疫情防控提示在流调溯源、大数据运用等多个方面尚需进

国投资公司、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华流行

一步提升。如何加强流行病学理论和现场的结合、理论和

病学杂志编辑部］表示诚挚的感谢。

实践的结合、现场和实验室的结合、传统理论方法和现代技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兼主任廖志武致

术应用的结合，传染病流行病学在高校的地位和作用等，都

辞，向与会代表致以诚挚的问候并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

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3）流行病学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疾

建设总体方案和相关政策，向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表示热

控体系改革提出要优化完善疾控机构职能设置，强化监测

烈的祝贺。

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等职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流行病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能。流行病学调查将在疾控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发挥更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总编辑，北京大学李立明教授在致辞中

大的作用，这是流行病学工作者的责任。
（4）高校流行病学

指出：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年，也是我国十四五

人才培养要契合国家战略需求，要特别重视传染病流行病

科技攻关和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的开局之年，更是推动健

学人才培养。流行病学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要与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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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断更新发展。在国家层面布局建设高水平公共卫生

价——由数据到决策（南京医科大学彭志行教授），新冠疫

学院，注重培养国家急需的包括流行病学在内的公共卫生

苗临床试验结果和评价（华中科技大学潘安教授），基于中

人才。现场流行病学非常重要，近期成立了国家流行病学

国自然人队列的长寿遗传研究（北京大学孙点剑一教授），

调查队伍，不仅注重加强现场流行病学，还要加强血清流行

新冠传播动力学模型构建和效果评价（南京医科大学魏永

病学、分子流行病学、基因组流行病学和数字流行病学等，

越教授），老年人群共病模型及时空特征分析（解放军总医

方法和技术紧密结合。希望疾控系统和高校公共卫生学院

院刘淼研究员），人群接触与新冠肺炎传播动力学研究（复

紧密结合，联合培养流行病学复合型高层次的优秀人才。

旦大学张娟娟教授）。参会代表可申领中华预防医学会继

会议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大会报告、分会场报告和培

训班，共有 65 个学术报告。报告专家既是大咖云集，也有

很多青年才俊，共同为大家带来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精彩
学术盛宴。共有来自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

政区）的近 600 名代表参会。参会代表来自 133 家不同的机
构，其中 47.7% 来自高校，27.3% 来自疾控系统，17.7% 来自

科研院所（包括医院），其他机构（学会、杂志、行政部门等）

占 7.3%。

续医学教育项目 3 学分。

7 个分会场内容分别为：
慢性病流行病学、
药物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教学与方法、艾滋病流行病学、全健康理念下的公
共卫生风险防控、热带医学与健康、现场流行病学等内容。

会议期间召开了“自贸港公共卫生风险防控专家座谈
会”，由海南省卫健系统邀请多位知名流行病学专家就加强
海南省“自由贸易港”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措施召开座谈会，
专家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

大会报告分别为：代谢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国家疾病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常委

预防控制局沈洪兵副局长），疫苗安全性主动监测的必要性

会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委会，总结分会和杂志今年的工

与可行性（北京大学詹思延教授），发展创新、追求卓越——

作情况，讨论明年的工作计划。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创刊 40 周年（北京大学李立明教授），

本次会议是我国流行病学界的又一次学术盛会，对流

中国消除传染病进展（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杨

行病学多个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成果进行广泛交流和深入讨

维中主任医师），
碳中和背景下的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流行病

论，共同探讨新挑战和新机遇，与会代表对会议内容给予了

学（复旦大学阚海东教授），我国老年卫生的现状与健康老

高度评价。

龄化策略（解放军总医院何耀研究员），自贸港建设中的公

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让我们借此盛会共同努力奋

共卫生需求与展望（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曾昭长副主任）

斗，共同见证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美好未来！为我国流

培训班内容分别为：新冠疫情研判分析与防控效果评

行病学学科发展和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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