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G14·RH组委会秘书处：      电话： 0755 - 3630 7176      邮箱： meeting@bgi.com      网址： http://icg-rh.bgidx.cn/  
主办：  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 协办：  中华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承办：  华大基因

第 十 四 届 国 际 基 因 组 学 大 会
生 育 健 康 临 床 应 用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omics
in Reproductive Health

2019年3月15日-17日

中国•深圳

主办单位

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

协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华大基因



ICG14·RH组委会秘书处：      电话： 0755 - 3630 7176      邮箱： meeting@bgi.com      网址： http://icg-rh.bgidx.cn/  
主办：  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 协办：  中华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承办：  华大基因

    

参加会议的代表可获得国家级Ⅰ类继续教育学分。

    

组委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 0755-36307176

电子邮箱： meeting@bgi.com

    
  

在实现全民健康大目标的推动下，国际基因组学大会：生育健康临床应用始终以大民生、大科学为

导向，聚焦于多组学在生育健康领域的临床应用，旨在通过多方协作构建高标准的国际化交流平台，

促进多学科的学术交流与碰撞，传承科学共享的精神。
 

2019年3月，我们再次诚挚邀请业内各位专家、学者和相关从业人员莅临深圳参加第十四届国际

基因组学大会：生育健康临床应用 (ICG14.RH) 。本届大会以“跨组学大科学、聚焦生育健康；产学研

全贯穿、服务人民群众”为主题，拟邀请出生缺陷防控领域国内外学术大咖和临床专家，就产前筛查

与诊断的最新进展、遗传病临床科研进展与发展方向、多组学与多学科临床应用的前景展望等方向

展开专题演讲和学术交流。同时，也将邀请区域民生项目的一线实践者就多组学应用的健康民生

项目建设进行经验分享。本届国际基因组学大会：生育健康临床应用将秉承华大“基因科技造福人类”的

使命，用基因科技的力量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助力我国出生缺陷防控事业的发展。
  

    
 

大会名誉主席： 杨焕明

大会主席： 边旭明、黄荷凤、刘俊涛、黄尚志、朱军、徐湘民、陈敦金
  

    
 

会议时间： 2019年3月15日 - 3月17日。 3月15日报到，3月16-17日学术会议。

会议地点： 国家基因库 (中国·深圳)
 

   
 

1. 大会特邀报告

2. 产前筛查与诊断： 应用与进展

3. 基因组学技术推动下的遗传病临床科研进展和发展方向

4. 基因组学与多学科临床应用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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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 & 领导致辞 
 专题一 大会特邀报告　 
 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的现状和展望       边旭明
 精准医学下的生殖遗传与出生缺陷防控        黄荷凤
 中国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现状和挑战       朱    军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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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三 基因组学技术推动下的遗传病临床科研进展和发展方向　 
 修饰基因与血红蛋白病的精准诊断       徐湘民
 We are what our mothers made us: Lessons from epigenetics    Irina Lehmann
 儿童罕见病基因组学临床应用         周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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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型与表型对应的复杂性         马    端
 待定          Sau Wai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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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代谢病早期筛查和治疗        江剑辉
 茶歇 
 胎儿神经元移行异常：从超声表型到基因诊断     李胜利
 子痫前期预测标志物的多组学研究       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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