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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 28 届 IFNGO 世界大会暨第 18 届 CADAPT 学术会议日程

5 月 22 日全天 会议注册

5 月 23 日 第一天

会场 内容安排 发言嘉宾

主会场

07:40-08:20 早餐会

08:30-09:15 开幕式

9:15-10:00 大会报告（一）： 神经可塑性与成瘾:中国脑计划视角 蒲慕明院士

10:00-10:15 茶歇

10:15-10:45 大会报告（二）：精神与麻醉药品的可获得性 理查德 P. 马蒂克教授

10:45-11:15 大会报告（三）：中脑边缘皮层多巴胺通路与药物成瘾 李锦教授

11:15-12:00 高峰论坛：全球药物滥用防治政策检讨：成与败，利与弊 发起人：郝伟教授

12:00-14:00 午餐会及休息

第一分会

场

专题会一：成瘾医学热点及相关治疗干预措施

14:00-14:30 成瘾医学发展挑战与热点问题 赵敏教授

14:30-15:00 成瘾的精神科药物治疗 钱敏才院长

15:00-15:30 VR/AR 在戒毒领域中的应用 谌红献教授

15:30-15:40 休息

专题会二：药物滥用的流行病学研究与国际合作

15:40-16:10 药物滥用的流行病学研究 伊蒙•墨菲先生

16:10-16:40 阿片危机与处方药滥用的思考及对策 时杰

16:40-17:10 国际合作 卡伦•皮特斯女士

17:10-18:00 卫星会一

第二分会

场

专题会三：酒精滥用：一个被忽视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14:00-14:30 中国酒精使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对策 刘铁桥教授

14:30-15:00 酒精相关障碍的诊疗思维 周旭辉主任

15:00-15:30 酒精使用障碍与其他精神障碍共病 夏炎主任

15:30-15:4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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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内容安排 发言嘉宾

第二分会

场

专题会四：特殊人群的物质滥用问题

15:40-16:10 女性话题 克劳迪娅•斯多埃塞斯

16:10-16:40 老年物质滥用特点 杜江 主任

16:40-17:10 中国文化下成瘾青少年的家庭干预 周丽辉主任

17:10-18:00 卫星会二

第三分会

场

专题会五：药物滥用控制——政策先行

14:00-14:30 葡萄牙模式-作为药物政策基础的公共卫生方法 若昂•古朗先生

14:30-15:00 Balancing approaches；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for drug-related offences
约翰-彼得 库尔斯先生

15:00-15:30 题目待定 吉诺•文巴卡先生

15:30-15:40 休息

专题会六：药物滥用社区治疗和康复

15:40-16:10 培训项目：建立亚洲治疗社区最低标准 马丁•因凡特先生

16:10-16:40 治疗社区模型 盖斯·波普尔先生

17:10-18:00 卫星会三

第四分会

场

专题会七： 合成毒品滥用与毒品犯罪

14:00-14:30 合成毒品所致的激越与攻击行为 李毅院长/刘学兵主任

14:30-15:00 甲卡西酮与冰毒使用者攻击性与冲动性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袁逖飞教授/尹杰博士

15:00-15:30 毒品与犯罪的关联调查 杨波教授/张卓副教授

15:30-15:40 休息

专题会八：药物滥用预防和教育

15:40-16:10 民间社团如何对毒品问题施加影响 埃斯比约恩•霍恩伯格

16:10-16:40 高校禁毒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曲晓光主任

16:40-17:10 生命礼赞——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之理念 莫关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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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会四

会场 内容安排 发言嘉宾

第五分会

场

专题会九：物质成瘾的共病：临床现象与生物机制

14:00-14:30 物质成瘾共病的临床调查：横断面研究 董慧茜医生

14:30-15:00 物质成瘾共病与治疗结局研究 润海燕 护士长

15:00-15:30 物质成瘾共病的生物学机制探索 杨 梅 主任

15:40-15:50 休息

专题会十：我国精麻药品使用：现状、挑战与应对

15:50-16:10 我国疼痛医学的发展与进步 樊碧发 教授

16:10-16:40 癌痛诊疗十年回顾 刘端琪 教授

16:40-17:10 精麻药品的应用现状与分析 吴大胜教授

17:10-18:00 卫星会五

第六分会

场

专题会十一： 药物成瘾神经生物学基础专题研讨

14:00-14:30 The role and possible mechanism of IRAS in modulating
opioid functions

李斐研究员

14:30-15:00 The use of virtual reality in craving assessment and
cue-exposure therapy in methamphetamine use disorders: its
neurophysilogical correlates and implications on treatment.

李勇辉教授

15:00-15:30 Neural pathways and key molecules involved in addiction
memory retrieval induced by heroin

崔彩莲教授

15:40-15:50 休息

专题会十二： 中国司法强制隔离戒毒工作

15:50-16:10 内容待定

16:10-16:40 内容待定

16:40-17:10 内容待定

17:15-18:15 卫星会六

5 月 24 日 第二天

主会场 08:-08:50 早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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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内容安排 发言嘉宾

主会场

09:00-09: 30 大会报告（五）： 当前我国毒品滥用形势与戒毒康复工作 宫秀丽处长、

09:30-10: 00 大会报告（六）：中国戒毒医疗服务管理工作 胡翔处长

10:00-10:15 茶歇

10:15-10:45 大会报告（七）： 全球的药物滥用情况与政策应对 朱利安.加尔萨尼先生

10:45-11:15 大会报告（八）心理治疗在成瘾性障碍治疗中的作用 张宁教授

11:15-12:00 高峰论坛：游戏障碍：挑战及应对 发起人：赵敏教授

12:00-13:00 午餐会

13:00-14:00 休息

分会场 14:00-16:15 论文分享会 1-8

主会场
16:30-17:00 优秀论文颁奖及闭幕式

17:00-18:00 IFNGO 成员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