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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医学日 
深圳 2020 年 10 月 31 日 

 

Journée médicale franco-chinoise 
Shenzhen, 31 octobre 2020 

 

 



 

 

日程安排 

13:15 - 13:45    开场致词 

• 罗梁先生，法国驻华大使 

• 深圳市政府代表 

 

主持人：白碧安女士，法国驻华大使馆卫生、社会事务与劳动参赞  

 

13:45 - 14:45    主题大会：中法两国针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与处理方式 

• 吴尊友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 让-弗朗索瓦 · 德尔弗雷西教授，法国流行病科学委员会主席 

• 冯铁建先生，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白碧安女士，法国驻华大使馆卫生、社会事务与劳动参赞  

 

14:45 - 15:00    茶歇 

 

15:00 - 17:45    主题会议（同时进行） 

主题会议一 : 罕见病, 患者获得护理的途径 / 蒙特利尔厅 

• 主旨发言： 

- 中国罕见病诊治的挑战和实践 

主讲人：李林康先生，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理事长 

- 法国的罕见病计划经验 

主讲人：安妮-索菲·拉波因特女士, 法国卫生部卫生护理总局卫生护理法规分局 

- 罕见疾病治疗的经济负担 

主讲人：夏苏建教授，暨南大学副教授，广东省医学会罕见病分会常委   

 

• 圆桌讨论：中国罕见病诊疗管理 

主讲人： 

李林康先生，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理事长 

夏苏建教授，暨南大学副教授，广东省医学会罕见病分会常委   

申春平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孔燕女士，深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 

 

主持人：马滔女士，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主题会议二 : 老龄化背景下, 如何在 2020 年更好地陪伴长者? / 夏威夷厅 

• 主题：如何从公共政策和社会角度，改善养老体系，为社会提供适当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主讲人： 

廖远飞先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 

Luc BROUSSY 先生，法国银色产业组织主席 

 

• 主题：养老院，采取何种新模式来改善我们的服务质量（标准化、培训等？）    

主讲人： 

屠其雷先生，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老年福祉学院院长 

文森特·克劳兹博士，法国高利泽集团医疗总监 

• 主题：生活质量与其对治疗的影响，如何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主讲人： 

张乃子先生，上海市交通大学老年产业研究所所长 

薇罗尼克·杜朗-莫勒女士，法国 AG&D 集团执行总监 

 

主持人：Olivier DESSAJAN 先生，高利泽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招商高利泽总经理 

 

主题会议三 : 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 多伦多厅 
 

开场: 白碧安女士，法国驻华大使馆卫生、社会事务与劳动参赞 
 

发言: 

• 主题：联合疫苗的免疫策略和发展 

主讲人：崔富强教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 主题：脑膜炎和脑炎的多重检测的临床实践与思考 

主讲人：曹清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感染科主任 

• 主题：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疾病负担与防治 

主讲人：谢正德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市儿科研究所感染与病毒研究室主任  

• 主题：基于症候群的快速呼吸道病原体检测的临床应用 

主讲人：邓继岿教授，深圳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 
 

主持人：卢国萍女士， 生物梅里埃大中华区副总裁 

 

 

  



AGENDA 
13h15 – 13h45    Discours d’ouverture 

• M. Laurent BILI,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 Représentant de la Municipalité de Shenzhen  
 
Modératrice : Mme Anne BRUANT BISSON, Conseillère pour la santé, les affaires sociales et le travail, 
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13h45 – 14h45    Session plénière : réponses et gestion de la crise de la 
COVID-19, approches croisées 

• Pr. WU Zunyou, Chef épidémiologiste, Centre national chinois de contrôle et de prévention des 
maladies  

• Pr. Jean-François DELFRAISSY, Président du conseil scientifique pour la COVID-19 

• M. FENG Tiejian, Directeur adjoint du Centre de contrôle et de prévention des maladies de 
Shenzhen 

 
Modératrice : Mme Anne BRUANT BISSON, Conseillère pour la santé, les affaires sociales et le travail, 
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14h45 – 15h00    Pause 

 

15h00 – 17h45    Conférences thématiques (en parallèle) 

Conférence 1 : Maladies rares, l’accès des patients aux soins / Salle Montréal 
 
Interventions : 

• M. LI Linkang, Président de l’Alliance chinoise pour les maladies rares : Les défis et les pratiques de 
prise en charge des maladies rares en Chine  

• Dr. Anne-Sophie LAPOINTE, Sous-direction de la régulation de l'offre de soins,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offre de soins,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 Le plan « maladies rares », l’expérience française 

• Pr. XIA Sujian, Université de Jinan, Comité des maladies rares de l’Association médicale du 
Guangdong : Le fardeau économique des traitements contre les maladies rares 

 
Table ronde : Gestion des maladies rares en Chine 

• M. LI Linkang, Président de l’Alliance chinoise pour les maladies rares 

• Pr. XIA Sujian, Université de Jinan, Comité des maladies rares de l’Association médicale du 
Guangdong 

• Dr. SHEN Chunping, Cheffe adjointe du département de dermatologie, Hôpital pédiatrique de 
Pékin affilié à l’Université médicale de la Capitale  

• Mme KONG Yan, Bureau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e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de la Municipalité de 
Shenzhen 

 
Modératrice : Mme MA Tao, Vice-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 Fondation pour les patients atteints de 
maladies rares et difficiles  
 



Conférence 2 : Vieillissement, comment mieux accompagner nos séniors en 
2020 ? / Salle Hawaï 
 

Thème 1 : Politiques publiques et vision sociétale, comment améliorer nos systèmes pour apporter une 
solution adaptée et efficace à nos sociétés ? 

• M. LIAO Yuanfei, Directeur des affaires civiles de la Municipalité de Shenzhen 

• M. Luc BROUSSY, Président de France Silver Eco  
 
Thème 2 : Maisons de retraite, quels nouveaux modèles pour améliorer la qualité de nos services (normes, 
formation, etc.) ? 

• M. TU Qilei, Doyen de l'École de protection des personnes âgées, Collège professionnel de 
l’accompagnement social de Pékin (Centre de formation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civiles) 

• Dr. Vincent KLOTZ, Directeur médical, Groupe Colisée 
 
Thème 3 : La qualité de vie et son impact thérapeutique, comment améliorer la qualité de vie des personnes 
âgées ? 

• M. ZHANG Naizi, Directeur de l'Institut du vieillissement de l’Université Jiaotong de Shanghai 

• Mme Véronique DURANT-MOLEUR, Directrice exécutive, AG&D  
 
Modérateur : M. Olivier DESSAJAN, Directeur de Colisée Chine / Directeur général de CMC 
 

Conférence 3 : Prévention et contrôle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 Salle 
Toronto 
 

Introduction : Mme Anne BRUANT BISSON, Conseillère pour la santé, les affaires sociales et le travail, 
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Interventions : 

• Pr. CUI Fuqiang, Professeur à l’école de santé publique, Université de Pékin : Développement et 
stratégie d’immunisation des vaccins combinés  

• Pr. CAO Qing, Directeur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Centre médical pour les enfants de Shanghai 
affilié à l’Université de Shanghai Jiaotong : Utilisation clinique des tests multiplex contre la 
méningite et l’encéphalite 

• Pr. XIE Zhengde, Directeur du 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es infections et les virus, Institut de 
recherche pédiatrique de Pékin, Hôpital des enfants de Pékin : Prévention et contrôle du virus 
respiratoire syncytial 

• Pr. DENG Jikui, Directeur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Hôpital des enfants de Shenzhen : Utilisation 
clinique des tests rapides basée sur une approche syndromique pour détecter les pathogènes 
respiratoires  

 
Modératrice : Mme LU Guoping, Vice-présidente, bioMérieux Chine 
 

  



开场致词 - Discours d’ouverture 

 

 

罗梁先生 - M. Laurent BILI 

法国驻华大使 

罗梁先生自 2019 年 9 月起担任法国驻华大使。他于 1991 年进入法国外交部，在战略事务和军

控司工作。1993 年，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副外事顾问，随后于 1995 年赴法国驻土耳其大使馆

工作。1998 年，他被任命为法国常驻西欧联盟副代表，于 2000 年被任命为欧盟临时政治安全

委员会顾问。 

2002 年，他先后被任命为欧盟事务部长级代表办公室主任、顾问并于 2002 年至 2007 年担任雅

克·希拉克总统的技术顾问。2007 年至 2009 年，他担任法国驻泰国大使，后返回巴黎于 2009

年至 2010 年担任国防部部长军民事务办公室主任。随后，他被任命为法国驻土耳其大使（2011

年至 2015 年）、法国驻巴西大使（2015 年至 2017 年）。2017 年至 2019 年，他担任法国欧

洲与外交部全球化、文化、教育和国际发展总司长。 

罗梁先生从巴黎-索邦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和政治学硕士，持有巴黎政治学院文凭，他还是国立

行政学院毕业生（1991 年，维克多·雨果届）。 
 

 

周丽君女士 - Mme Siv Leng CHHUOR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 

资深高级外交官，拥有远东及亚太地区高等深入研究专业硕士文凭，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

化学院和巴黎第三大学。2001 年至 2004 年任职于外交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司，2004 年至 2007

年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政治顾问，2007 年至 2009 年担任外交国务秘书的亚洲和拉丁美洲事

务顾问，2009 年到 2010 年担任体育国务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10 年至 2011 年担任外交部部长

的亚洲和美洲事务顾问，2011 年至 2013 年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2013 年至 2017 年外交部

亚洲和大洋洲司长顾问，2017 年 9 月起担任法国驻广州总领事一职。 
 

 

深圳市政府代表 

 

白碧安女士 - Mme Anne BRUANT BISSON 

法国驻华大使馆卫生，社会事务和劳动参赞 

作为一位已有 30 余年经验的高级公务员，白碧安女士曾承担省级和中央级不同部委领域（海洋

和运输、渔业和农业、内政部、外交、卫生社会问题和劳动）的各种职责。毕业于政治研究专

业后，1986 年至 1996 年，她开始了作为海军军官的职业生涯；1997 年至 2002 年，她加入公

务员，专门研究移民和融合政策。2004 年至 2006 年，她担任法国北部的一名地方政府代表，

随后于 2006 年至 2008 年，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文化合作参赞。她在卫生问题和政策方

面从事更具体的工作至今已有 10 余年，分别任职于卫生部秘书处，和卫生、社会与劳工问题监

察总局。她曾任法国公共卫生监测所（现为法国公共卫生局）副所长，社会事务监察总局副局

长，并于 2018 年 9 月起任法国驻北京大使馆卫生、社会事务和劳动参赞一职。 
 

 

  



中法两国针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与处理方式主题大会 - Session plénière : 

réponses et gestion de la crise de la COVID-19, approches croisées 

 

 

吴尊友教授 - Pr. WU Zunyou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教授，联

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科学委员会委员。从事艾滋病、非典、新冠等重大传染病防控 30 多年，发表科

学论文 500 多篇，包括《Science》、《Lancet》、《JAMA》等国际著名杂志发表 SCI 论文 260

多篇，出版两本英文学术专著。先后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金质奖章、国际

毒品学会 Rolleston 大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并荣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名人

堂”。新冠疫情以来，十多次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中

央电视台《新闻 1+1》等，为群众答疑解惑、稳定民心。 
 

 

让-弗朗索瓦 · 德尔弗雷西教授 - Pr. Jean-François DELFRAISSY 

法国流行病科学委员会主席 

让-弗朗索瓦 · 德尔弗雷西(Jean-Francois Delfraissy)自 2020 年 3 月起担任 COVID-19 科学委员会主席 。 

他是一名免疫学家、艾滋病毒和新兴病毒专家。至 2016 年底，他一直担任国家艾滋病研究署 ANRS（法国

南北方艾滋病肝炎研究）和免疫学与传染病研究所（国家生命科学与健康联盟-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

院）的负责人。2014 年，他被任命为部级协调员，负责应对埃博拉疫情。他曾是巴黎萨克雷医科教学及医

疗中心（巴黎公立医院集团 AP-HP）内科系主任，以及巴黎萨克雷大学教授。Delfraissy 教授主持了多个国

际艾滋病毒/艾滋病科学委员会以及一系列致力于传染病研究的国际大会，例如 2017 年 7 月在巴黎举行的国

际艾滋病协会 IAS 世界大会。他在免疫学、内科医学和 HIV 感染领域发表了 500 多篇文章。他与法国和南部

国家的艾滋病毒协会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于 2010 年被授予法国国家荣誉军团勋位。2018 年，他以

法国伦理咨询委员会（CCNE）主席的身份，领导了生物伦理公民代表大会，编辑撰写了委员会的摘要报告

和第 129 号通告。这些文件旨在为负责修订将于 2020 年底实施的生物伦理法的法国决策者提供启发

（ www.ccne-ethique.fr/fr/type_publication/avis ） 。 2019 年 ， 他 被 任 命 为 “ 社 会 参 与 协 作 小 组

（OMS）”联合主席。他于 2019 年获得了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INSERM 荣誉奖。 

2020 年 3 月，Delfraissy 教授被任命为 COVID-19 科学委员会主席，向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提供科学建议。该委员会是多学科且独立的，聚集了 11 名科学家和医生。 

 

https://solidarites-sante.gouv.fr/actualites/presse/dossiers-de-presse/article/covid-19-conseil-scientifique-covid-19 
 

 

 

冯铁建先生 - M. FENG Tiejian 

现任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技师，特聘教授、博士生兼职导师、硕士生导师。中

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

病防治领域专家、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学术委员会性病学组委员、广东省艾滋病防治协会副

会长、广东省预防医学会性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性病艾滋病防治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 

1997 至今，一直致力于艾滋病防控政策和策略、HIV 分子流行病学和艾滋病病程进展影响因素研

究，梅毒母婴传播预防控制策略和技术措施及其控制效果研究，传染性疾病多维度综合监测预警

评估体系建设及免疫规划性疾病控制策略和效果评估预测等研究工作。 

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重大科技专项子项目、重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

设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共 28 项课题资助，主编（译）专著 4 部，发表学术论文 94 篇，

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59 篇（SCI 收录 18 篇）。获得广东省级科技奖 1

项、市级奖励 3 项、华夏医学科技二等奖 1 项。 
 

http://www.ccne-ethique.fr/fr/type_publication/avis
https://solidarites-sante.gouv.fr/actualites/presse/dossiers-de-presse/article/covid-19-conseil-scientifique-covid-19


主题会议一：罕见病, 患者获得护理的途径 

Conférence 1 : Maladies rares, l’accès des patients aux soins 
 

李林康先生 - M. LI Linkang 

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理事长 

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健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办

公室主任、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理事长、北京罕见病诊疗与保障学会会

长、《中国药房》杂志编委会主任委员等职务。曾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巡视员。 
  

 

 

安妮-索菲·拉波因特女士 - Mme Anne-Sophie LAPOINTE 

安妮-索菲·拉波因特（Anne-Sophie Lapointe）受到罕见疾病的直接影响，她的两个孩子患有溶

酶体病。她在国家和欧洲罕见病协会的理事会任职 15 年。她被任命为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INSERM）道德委员会成员近六年。 

安妮-索菲·拉波因特有健康伦理学的论文和硕士研究学位。她曾担任罕见病卫生部门 AnDDI-

Rares 的项目经理，并与罕见病知识库 Orphanet 共同创立了第三个国家罕见病计划（PNMR3）

的第四条方针，内容涉及信息、培训和电子医疗。自 2018 年 10 月以来，在结束了她协会的任职

后，她加入了团结与卫生部罕见病使团，担任副项目经理。她目前在该使团负责指导和协调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启动的第三个国家罕见病计划（PNMR3）中的行动。她也以此身份作为欧盟委

员会罕见病欧洲参照网络成员国理事会成员。 
 

 

夏苏建教授 - Pr. XIA Sujian 

暨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暨南大学医学院医学统计学教研室主任，兼社会医学与卫

生事业管理教研室主任，暨南大学药物经济学与卫生技术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医疗保险政策研究、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药物经济学研究等。主持

了四十多项各级科研项目，累计课题经费超过 1000 万元。已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

文章 4 篇。为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完成了多部重要规划文件与研究报告。其中作为项目负责人和

广州市城市勘测设计院共同承担的《广州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1-2020 年)》，经广州

市第十四届人代常委会审议通过，由广州市政府颁布实施。2019 年研究成果《广东省基本医疗

保险按病种分值付费工作指南》为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全面采用。 

社会兼职：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局信息化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社会保险学会副会

长、广东医药价格协会常务理事/医保大数据分析专委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免疫

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罕见病学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管理创新和发展研究

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医疗保障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医院协

会医院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广东老年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申春平博士 - Dr. SHEN Chunping 

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儿童医学中心及辛辛那提儿童医学中心等机构担任访问

学者。曾主持多项儿童特应性皮炎相关研究，多次在国外医学刊物发表研究论文，对遗传性大疱

性皮肤松解症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孔燕 - Mme KONG Yan  

深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  

医学硕士，广东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医师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1994 年

曾公派赴日本群马县循环器病中心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专业进修。2007 年~2019 年曾任深圳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专家委员会主任，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马滔女士 - Mme MA Tao 

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 副秘书长 

八年公益行业从业经验，参与发起多个大型公益项目及行业交流活动。  

15 年开始关注公益组织能力发展，为国内公益机构提供团队建设，项目运作管理，公众筹款，

捐赠人维护等方面培训支持。17 年开始专注如何用信息技术支持公益，为公益机构提供筹款，

传播，数据管理等多方面信息化支持及咨询。支持了国内众多知名公益机构进行内部信息化建设

和筹资体系搭建。 

2019 年起加入病痛挑战基金会，关注罕见病领域的问题解决和社会公众参与。 
 

主题会议二：老龄化社会背景下, 如何在 2020 年更好地陪伴长者? 

Conférence 2 : Vieillissement, comment mieux accompagner nos séniors en 2020 ? 
 

廖远飞先生 - M. LIAO Yuanfei 

深圳市民政局局长 

廖远飞，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1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历研究生，法学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曾任深圳市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13 年 12 月任深圳

市委办公厅副主任。2015 年 07 月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党委书记。 
 

 

 

 

Luc BROUSSY 先生 - M. Luc BROUSSY 

Luc BROUSSY 先生是法国银色产业组织主席，该组织聚集了法国银发经济领域的企业。同时，

他也是巴黎政治学院老龄化政策硕士专业的主任，并在 2013 年法国国会筹划“应对人口老龄化

法案”期间，撰写了呈交法国总理府的《法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发展》报告，该法案在 2014 年

通过。同时，BROUSSY 先生还长年担任法国《养老院月刊》的主编。 
 

 

屠其雷先生 - M. TU Qilei 

屠其雷，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老年福祉学院院长，医学硕士，副教

授。国家级养老服务领域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北京青年英才计划项目负责人，全国

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划专家委员，民政部养老服务专家库专

家，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医养结合项目子课题执行人，中国工程院康养战略研究项目

组副组长。同时兼任中国健康养老职业教育集团秘书长；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老

年专委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医养结合分会专家顾问；中民养老规划院特聘专家顾

问；当代养老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顾问等。 
 

 



 

 

文森特·克劳兹博士 - Dr. Vincent KLOTZ 

法国高利泽集团医疗总监 

文森特·克劳兹（Vincent Klotz），波尔多大学医学博士，老年病学专家。曾任全科医生 14 年，

养老机构驻院医生 8 年，老年病理及老年人护理管理专家。 自 2014 年起，担任高利泽集团的医

疗总监，主管高利泽全球医疗板块，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德国和中国。 
 

 

张乃子先生 - M. ZHANG Naizi 

上海市交通大学老年产业研究所所长 

张乃子，男，58 岁，中共党员，汉族，1972 年参加工作，1978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医学

系，2004 年上海大学修满社会学系研究生课程。 2006～2008 年期间曾出国留学，学成归

国后，先后在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和上海市第三社会福利院担任院长，他长期工作在上海

卫生、民政战线，自 1999 年至 2008 年间，先后参加劳动部养老护理员职业系列的建立、

教学大纲、教材编制、题库设置工作。参加中国欧盟上海市老年人评估体系的建立合作项

目、上海市与荷兰共同合作建立失智老人照料中心的工作。有着丰富的老龄工作服务理论和

工作经验。并通过中荷护理照料合作项目，与荷兰劳伦斯基金会建立长期跨国交流合作，

2014 年被民政部聘为全国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薇罗尼克·杜朗-莫勒女士 - Mme Véronique DURANT-MOLEUR 

薇罗尼克•杜朗-莫勒，AG&D 集团执行总监，欧洲蒙台梭利疗法代表人。基于玛丽亚•蒙台梭

利医生的哲学理念，她关注个人的现存的能力并帮助他们进行个人的发展。她所创立的公司以

人文主义视角，全面关怀患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 

 
 

杜立伟先生 - M. Olivier DESSAJAN 

法国籍，48 岁，在中国超过 10 年，是资深的养老护理机构管理专家。毕业于法国知名高等学

府埃塞克商学院（ESSEC）和巴黎第九大学（Paris Dauphine University），获得工商管理硕士

（EMBA）。2013 年起担任欧洲第四大养老服务商高利泽集团中国区首席执行官，2015 年起，

担任招商高利泽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该公司由高利泽集团与中国地产巨头招商局集团合

资成立。目前，招商高利泽已有两家养老机构成功落地运营，在为长者提供高品质的照护服务

和创新养老方案方面，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和价值，积极应对老龄化进程。2020 年，高利泽当

选法国健康产业联盟主席，杜立伟作为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他将与其他在华的健康领域的企业

携手，更多地参与到中国与亚洲地区的健康事业中。 
 

 

  



主题会议三：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Conférence 3 : Prévention et contrôle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崔富强教授 - Pr. CUI Fuqiang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病毒性肝炎和疫苗可预

防疾病的流行病学和免疫预防。承担过国家“十五”攻关、国家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十一

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课题，获得过中华预防医学科学技术二等奖 2 次，华夏医学科

技三等奖 1 次，在国内外杂志发病论文 280 多篇，主编专著 4 篇。曾任世界卫生组织总部高

级技术官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中国卫生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中方负责人等职务。崔富强目前是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战略信息顾问、免疫战略咨询

委员会（SAGE）甲肝疫苗工作组成员、西太区乙肝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还担任全球消除病毒

性肝炎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联合国咨商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专委会专

家。崔富强在国内还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感染性疾控防控分会副主任委员、医疗机构公共卫生

管理分会常委、卫生检验分会常委、疫苗和免疫分会常委、全球卫生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委员、比尔盖茨基金会《中国疫苗学培训项目》专家指导委员会

委员，《中国预防医学杂志》代理主编、《中国病毒病杂志》副主编、《中国疫苗和免疫》常

务编委、《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编委等职务。 
 

 

曹清教授 - Pr. CAO Qing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感染科主任，儿科转化医学研究所感染研究室副主

任，加拿大渥太华医学院兼职助理教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感染与免疫中心主任  

上海市医学会感染学会儿科学组副组长；上海医学会儿科委员会秘书；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感

染学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感染与化疗学会秘书；上海市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和管理专家委员会

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感染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儿童重症医师分会感染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感染学会结核病学专科分

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是病原学及耐药基因的快速诊断、脓毒症发病机制、基因药物基因组学及血药浓

度监测的脓毒症抗感染治疗、细菌素对脓毒症肠道内源性感染及细菌易位的机制、儿童粪菌移

植临床应用、特殊人群预防接种评估等。发表论文 30 余篇，SCI 论文 10 余篇，参编著作 2 部。 
 

 

 

 

谢正德教授 - Pr. XIE Zhengde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市儿科研究所感染与病毒研

究室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童危害感染诊治”创新单元主任，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博

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儿童感染学组 副组长 

中华医学会医学病毒学分会临床病毒学组 副组长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理事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分子诊断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分子诊断学会儿科感染学部 主任 

中国中药协会儿童健康与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儿科感染学组 西医组 组长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儿童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 传染病标准专业委员会 委员 



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 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流感预防控制工作委员会 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儿童健康临床标准与规范分会 儿童临床试验医学标准与规范专业学组委员 

《病毒学报》杂志编委会 委员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编委会 委员 

全国儿童 EB 病毒协作组 副组长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呼吸感染协作组 副组长 
 

 

邓继岿教授 - Pr. DENG Jikui 

深圳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感染学组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儿科分会常务委员 

广东医学会儿科分会感染学组副组长 

IDSA Journals 中文版杂志编委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编委  

国内外发表中英文论文 120 余篇 
 

 

 

 

卢国萍女士 - Mme LU Guoping 

卢国萍女士现任法国生物梅里埃大中华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卢国萍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大学，获卫生管理硕士学位，曾在中国卫生部和中国医学科学院任职。现任中国医院协会临床

微生物实验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检验医学分会委

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全球卫生分会委员等职。曾在《柳叶刀》发表《中国全球卫生战略》，在

《联合国特刊》发表《中国与全球卫生：愿景与展望》等文章，并有《艾滋病：上升的浪潮》

等译著。 
 

 

  



本活动由以下机构大力支持 – GRACE AU SOUTIEN DE 

 

 

安盛保险（安盛天平）隶属于安盛集团，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业务最多元的全球保险

公司之一。安盛天平始终以全方位、定制化的优质产品和服务，在健康险、商业险以及

财产和意外伤害险领域，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安盛天平于全国 20 个省份开设了 25

家分公司，为超过 500 万中国个体及商业客户提供服务。安盛天平以消费者为中心，基

于“从赔付者到陪伴者”的企业愿景，并融合科技与分销渠道创新，积极转型以聚焦健

康领域，为客户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保驾护航。安盛天平于 2019 年获中国银保监会

“AA”评级，为 64 家参评财险公司中最高评级，并于 2020 年斩获亚洲保险大奖“中国

年度国际财险公司”大奖。2014 年，安盛集团与国内股东组建合资公司安盛天平。2019

年，安盛天平由安盛集团全资控股，成为外资全资财险公司。安盛集团总部位于法国巴

黎，是当今世界领先的保险及资产管理集团之一，于 2020 年位列《财富》世界五百强榜

单第 34 位。扎根中国 20 余年，安盛集团始终通过全方位的保险服务和解决方案，不断

满足中国本土及全球客户的保险保障需求。 
 

 

生物梅里埃作为一家有着超过 55 年历史的全球体外诊断领导者，始终秉承开拓精神, 

致力于改善全球公共健康。 今天，生物梅里埃通过其 43 家子公司和经销商网络在 150

多个国家开展业务，提供诊断解决方案，改善患者健康和消费者安全。 

生物梅里埃为私立分析实验室或医院开发和生产主要用于传染病诊断的体外诊断解决

方案（系统，试剂和软件）。 从患者样本（血液，尿液，粪便，脑脊髓液，唾液等）

获得的结果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帮助决策的信息。 

25 年来，生物梅里埃还将其在临床领域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工业微生物控制服务，从而

可以管理整个生产链中食品，药品或化妆品污染的风险。 
 

 

 

 

法国高利泽拥有超过 40 年经验，现在为欧洲排名第四的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运营

者。 

截至 2019 年，高利泽拥有超过 270 个老年护理服务机构（比 2014 年增加 153%），

18000 名员工（增加 254%）和 28000 张床位（增加 170%）。主要运营的业务包括护

理院、康复中心、家庭护理服务中心和日间照护中心。 

多年来，高利泽专注于在老年照护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积累，获得了非常高的客户满意

度。如今，高利泽凭借养老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招商局成立合资公司——招商高利泽，

在中国成功落地运营。 

招商高利泽秉承“呵护，无微不至”的服务理念，为中国长者打造高雅舒适的养老环

境，引进国际尖端医疗护理和周到精细的法式养老理念，配合非药物介入和蒙台梭利认

知疗法的应用，个性化定制健康管理和康复计划，为他们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并致力

成为中国养老行业的领跑者。 
 

 

上海爱的发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是爱的发集团的子公司。在中国拥有超过

200 名员工，同时在上海设有一处办公室和一处工厂。上海爱的发制药有限公司是一

家致力于改善中国罕见以及超罕见疾病患者生活的平台公司。以中枢神经系统、消化

代谢等治疗领域为重点，并致力于在中国注册和商业推广已在海外上市的罕见病药

品。同时在中国从事高质量药品的生产和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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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普生集团是一家专注在药物创新和肿瘤病学、神经科学以及罕见病学领域的国际生物

制药公司。同时，益普生在多元健康业务领域也有卓越表现。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发现

新的疾病解决方案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益普生中国专注于建立一个不断增长并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健康业务，提供值得信赖的健

康方案；在专科业务领域，加速新产品的引进，拓展在肿瘤、罕见病和神经科学领域的

业务，并深耕妇儿健康；1992 年益普生初次将明星品牌思密达®带给中国患者并成立代

表处，随后于 1997 年投资在天津华苑产业区建立起符合 GMP 生产标准的博福-益普生

(天津)制药有限公司。在此期间，益普生中国逐渐在以消化为主的多元健康领域拓展丰富

的产品线，并且发展专科业务，引入了达菲林®、索马杜林®等专科产品品牌。随后又成

立益普生（天津）医药商贸有限公司从事药品进口业务，2019 年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 

 

 

法国宜世高等精神运动与康复学院（ISRP）创立于 1967 年是精神运动康复学的发源地，

世界顶尖高等教育学府。专注于培养为例如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自病症等疾病患者所

需的专业康复与照护人才。学院承担多项法国国家卫生健康工程的实施和人才培养。自

2014 年起，宜世学院已与中国各地政府和医疗单位开展专业康复人才联合培养计划，如

中国残联体系，民政体系，精卫体系，中国解放军总医院，中国康复医学会等。网址：

www.isrp.cn 微信公众号：ISRPFrance-since1967 

 

 

 

 

罗格朗是全球建筑电气专家，有 150 多年历史。 在中国，罗格朗有 9 个工厂、6000 名员

工和 40 个服务办事处。在智慧养老领域，罗格朗有 30 多年经验，是市场领导者。罗格

朗的智慧养老系统，能帮助运营机构大幅提升护理效率，全球有 3000 多个养老机构使用

罗格朗系统。 

罗格朗在 90 个国家或地区设有分支机构，2019 年销售额超 66 亿欧元。旗下经营近 70

个品牌，在中国有：罗格朗、视得安、卡博菲、克莱沃、力登、尊宝...等品牌。罗格朗产

品包括开关插座、综合布线、智能系统、楼宇对讲、低压电器、智慧养老...等，广泛应用

于各类建筑，如北京天安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上海迪士尼、上海中心等。网址：

www.legrand.com.cn  
 

 

赛诺菲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专注人类健康。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进入中国

的跨国企业之一，1982 年赛诺菲便在中国设立了办公室。赛诺菲中国的多元化业务覆

盖了制药、人用疫苗和消费者保健。在中国，赛诺菲拥有 12 处办公室，3 家生产基地，

4 大研发基地和 1 个数字创新中心。赛诺菲致力于将创新药品和疫苗加速引进中国，领

军数字化创新，从而满足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健康需求。 

 

 

  

http://www.legra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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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菲巴斯德是赛诺菲集团的疫苗事业部，也是全球最大的人用疫苗企业。赛诺菲巴斯

德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887 年，发展历史同路易·巴斯德先生、梅里埃家族的贡献息息

相关。 

赛诺菲巴斯德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用于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疫苗。每年，赛诺菲巴斯德

向全球提供逾 10 亿剂疫苗，其中流感疫苗超过 2 亿剂，全球市场上每 2.5 支流感疫苗中

就有 1 支来自赛诺菲巴斯德。 

自 1996 年进入中国，赛诺菲巴斯德一直积极参与并推动中国免疫预防事业的发展。2007

年，投资 7 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建立现代化流感疫苗工厂，推进疫苗的本土化生产。2019

年，携手深圳市政府签署中法疫苗创新战略合作协议，开拓与深化中法两国在免疫预防

领域的合作。 

秉承根植中国的愿景，赛诺菲巴斯德致力于提供创新、优质、安全的疫苗，成为中国在

公共卫生领域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优格基金会（URGO Foundation）成立于 2010 年，由法国优格集团（URGO Group）

Hervé Le Lous 先生担任主席。自创立以来，优格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对抗遗传性大疱性

表皮松解症（EB）。这是一种好发于儿童的罕见遗传性皮肤病，患者的皮肤异常脆弱

和敏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优格基金会自 2015 年起，持续与中国的

医务人员及患者组织合作，支持医护人员诊疗知识培训，为患者家庭免费提供伤口护

理产品和居家护理技能培训，努力提升疾病的认知和护理水平。 

 

 

 

  



组织方 – ORGANISATEURS 

 
法国驻华大使馆 

卫生与社会事务处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Business France (法国商务投资署)： 

法国商务投资署（Business France）是旨在提升法国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国家机

构，协助法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并推动企业出口业务，同时肩负推广和接待国际投

资者前来法国投资经商的使命。机构积极推广法国、法国各地区及法国企业的经济

形象，提升他们的吸引力，并负责管理和发展企业国际志愿者项目（V.I.E.）。 

法国商务投资署前身为法国企业国际发展局（UBIFRANCE）和法国政府投资部

（AFII/IFA），两者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合并成 Business France。机构目前在法

国及世界其它 70 多个国家拥有超过 1500 人的团队。在其众多的合作伙伴中，既

有政府机构，也有国有和民营企业。 

有关法国商务投资署其他资讯，请浏览官方网站： 

www.businessfrance.fr  （法语） 

http://en.businessfrance.fr  （英语） 

微信公众号：businessfrance（或搜索“法国商务投资署”） 

 

 

法国健康产业联盟 

CLUB SANTE CHINE / FRENCH HEALTHCARE ALLIANCE 

法国健康产业联盟成立于 2013 年法国总统对中国正式访问期间，在法国驻华大使

馆的支持下，该联盟集聚了 100 家活跃在中国的法国医疗健康领域企业（涵盖制

药/生物技术，医疗科技和电子健康公司，公立/私立医院，养老机构运营商，建筑

设计事务所，服务和培训供应商，研究机构等）。 

网址：www.french-healthcare-alliance.com.cn 

 

如需垂询，敬请联系法国驻广州领事馆商务投资处： 

• 何敏仪女士，高级商务官员（广州）minyi.he@businessfrance.fr 

• Benoit COLINOT 先生，高级商务官员（北京）benoit.colinot@businessfrance.fr 

• Antoine OUSTRIN 先生，高级商务官员（北京）antoine.oustrin@businessfranc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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