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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消毒行业产值增长率将显著提升，
初步估测增长率可13.70%，将拉动整个消毒行业产业产值增长，全年消毒
行业产值预计突破115亿元。随着疫情防控需要消毒产品需求量激增。

       为了促进消毒产业的发展，了解消毒产业发展的最新动向，给消毒行
业企业搭建宣传消毒产品的平台。由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消毒产业
分会、上海市预防医学会消毒专业委员会、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
控制专业委员会、江西省消毒产品行业协会、陕西省卫生产业监督协会消
毒行业分会、浙江省健康产品化妆品行业协会消毒分会、全国卫生产业企
业管理协会有害生物防制分会、成都市消毒协会、《感染控制与消毒》杂
志、上海聚亿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1深圳国际医用消毒及感控
设备展览会将于12月21日-23日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隆重举
行，主办方将在大会期间举办消毒与感控论坛，并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消毒
控制进行专题学术交流活动。

展会介绍 About Exhibition

环境表面消毒剂、皮肤黏膜消毒剂、空气消毒剂、医疗器械消毒灭菌剂、瓜果蔬菜消毒剂、食饮具消毒剂、食品加工工具和设备消毒剂、水消毒

剂、手消毒剂、低温消毒剂、二氧化氯消毒剂、含氯消毒剂、过氧化物类消毒剂、含碘消毒液剂、胍类消毒剂、季铵盐消毒液、其他消毒剂产品。

空气消毒机、食具消毒柜、高温灭菌器、低温灭菌器、消毒机器人、紫外线消毒灯、紫外线消毒器、内镜自动清洗消毒机、生物指示物、化学

指示物、灭菌物品包装物、其他消毒器械。

  消毒器械

消毒湿巾、消毒干巾、卫生湿巾、湿巾、抗/抑菌洗手液、皮肤黏膜抗/抑菌剂、妇女经期卫生用品（卫生巾、卫生护垫等）、纸尿裤、隔尿垫等

尿布等排泄物卫生用品、隐形眼镜护理用品（隐形眼镜护理液、隐形眼镜保存液、隐形眼镜清洁剂）、纸巾纸等其他的一次性卫生用品。

感染监控及追溯系统软件、隔离技术、微生物检验技术与应用、职业防护与安全措施等其他感染控制产品。

其他消毒产品

消毒剂原料、消毒器械元器件等其他原料与耗材、超声清洗机、清洗剂、防污剂、手部消毒器、清洗液冷冻箱、冷藏柜及消毒蓄冷材料、热封纸

塑袋、生物降解袋、容器包装袋、医用塑料包装制品等

原料及其他产品

感染控制相关产品

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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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常态防控新形势下消毒与感控学术高峰论坛

日 程 安 排

12 月 21 日 星期二

时间 会议内容 专题报告 主持人 地点

09:30-10:00 开幕式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0:00-10:30 我国消毒产品行业现状和未来前景探讨 顾健

朱仁义

卢 杰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0:30-11:00 援外与重大活动保障传染病防控实践 魏秋华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1:00-11:30 如何选择合格的压力蒸汽灭菌监测指示物 李新武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1:30-12:00 医院感染管理思路探讨 李六亿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2:00-13:00 午餐及消毒产品、新技术展示

13:00-13:30 消毒湿巾在新发传染病防控中的应用 顾健

林 玲

姜华威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3:30-14:00 疫情防控常态化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消毒监管思考 王绍鑫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4:00-14:30 传染病中现场消毒效果评价方法 崔树玉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4:30-15:00 疫源地消毒 赵 伟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5:00-15:30 茶歇及消毒产品、新技术展示

15:30-16:00 新冠疫情防控指南第二版解读 高晓东

林 玲

姜华威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6:00-16:30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集中空调使用要求与实践 朱仁义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6:30-17:00 医疗机构水源性微生物污染特点与应对措施 刘运喜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7:00-17:30 多部门合作科学防控感染风险 陆群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2 月 22 日 星期三

09:30-10:00 消毒技术新进展 张流波 顾 健

范 凯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0:00-10:30 冷链食品表面的消毒 张流波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0:30-11:00 茶歇及消毒产品、新技术展示

11:00-11:30 切断传播途径，预防传播感染 吴安华 顾 健

范 凯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1:30-12:00 医疗机构新冠防控中空气净化要求与管理难点 曹桂晋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卫星会

13:00-13:30 我国消毒产品应用现状分析及常见误区 张流波

崔树玉

涂霞艺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3:30-14:00 “放管服”新形势下我国消毒产品卫生监督新要求 顾 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4:00-14:30 欧盟和韩国消毒产品市场监管及合规策略分析 沈金儿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14:30-15:00 美国消毒产品市场准入及合规详解 檀 玲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

李 荣



赵    伟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有害生物防制分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海南省农业有害生物防治协会副会长；    
日本プライスマネジメント株式会社（普罗斯株式会社）名誉教授；
海南省营养学会特别专家顾问；     
三亚市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首席专家；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媒介实验动物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会PCO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第五届鼠类及体表寄
生虫学组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五届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杀虫药械组成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会蚊虫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

陆     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国家卫健委新
冠疫情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医院感染控制标准委
员会委员、国家医院感染管理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
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老年医学会医院感染管理质控分会副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
医院感染控制分会常委、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
业委员会常委、浙江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浙江省医院感染管理质控中心常务副主任等职。《中华
医院感染学杂志》编委。曾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卫生
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浙江大学“好医生
奖”、最美浙江人最美天使称号、全国优秀医院感染管理青年
学者称号、全国优秀医院感染管理者称号、中国医院感染管理
30周年杰出贡献者等荣誉。

朱 仁 义

MPA，主任医师，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消毒
与感染控制科主任，先后从事过微生物检验、病媒生物防制、
传染病防治管理及消毒与感染控制工作，现主要从事消毒与感
染控制研究。先后发表论文60余篇，主编或参与《新发呼吸道
传染病消毒与感染控制》《医院感染防控与管理实训》《消毒
方法与应用》《公共场所卫生消毒操作技术指南》《医院消毒
技术规范》《医学消毒学最新进展》等多部论著的编写，主持
或参与国家及地方性标准起草10多项，主持或参与完成多项部
级、省市级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国家消毒标准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消毒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消
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
控制分会委员、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预防医学会消毒专委会主任委员、上海医院协会医院感
染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院内感染质控中心专家委员
会委员、《中国消毒学杂志》、《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环境与职业医学杂志》、《中国卫生资源》、《预防医学杂
志》和《上海预防医学》编委等。

刘 运 喜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研究员。
主要从事感染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及控制工作。中国老年医
学学会常务理事兼感染管理质量控制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
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卫生标准
委员会医院感染控制标准委员会、消毒标准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主编、中华预防医学会理事兼医院感
染控制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
第三届会诊专家、全军医院感染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崔 树 玉

主任技师，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预防医学会医院感
染控制分会主任委员，国家第六、七届卫生标准消毒标准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消毒分会常务委员，中国食
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消毒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卫
生监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分会常务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
消毒、卫生检验分会副主委、山东医学会微生物与免疫学会
副主委，等。主要从事传染病防治、产品检验，感染控制工
作，曾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2项，山东省医学科技进步二、三等奖3项及市级科技
进步二、三等奖2项，中华预防医学会二等奖2项，中华预
防医学会三等奖1项等成果，发表专业论文60余篇，主编
和参编论著10余部。记三等3次，荣获“全省卫生防病先
进工作者”、“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在全省防治
非典型肺炎工作先进个人”、山东省卫生系统“两好一满
意”先进个人等， “山东省三八红旗手”和“巾帼建功十
大标兵”和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
献奖”等荣誉称号。

魏 秋 华

医学博士。现任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感染控制科
主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硕士生导师，副研究员；国家卫生标
准委员会消毒标准专业委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消毒分会
委员，《中国消毒学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华医院感染学
杂志》编委。从事消毒学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研究以及消毒
效果评价工作20余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传染病
重大专项分题，军队课题等近20项，负责起草国家、行业、
团体等各类标准5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5项。负责编写专著
5部，发表论文50余篇。作为硕士学位导师，培养或协助培
养研究生、进修生多名，为军队、地方疾控机构授课培
训30余次。

王 绍 鑫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监督所，科长,副主任医师，医学和法律双本
科，公共管理硕士(MPA)。上海市首席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员，
主编参编论著数本，主持课题研究十余项，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发表论文近三十篇。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上海预防
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等。

张 流 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消毒与感染控制中心主任
中华预防医学会消毒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毒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 安 华顾     健

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国家卫生健康标委会消毒标准专业委
员会顾问、全国消毒技术与设备标准化技委会委员、国家卫健委
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卫生监督培训教研组（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专
业）副组长、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消毒技术与应用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卫生监督协会医疗卫生机构监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卫生监督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消毒技术与应用标委会主任委员
兼消毒与感控标委会副主任委员和卫生监督机构建设与装备标委
会委员、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消毒产业分会会长兼团标委
主任委员、中国消毒学等国家级杂志编委等职。主持国家《消毒
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消毒产品监督工作规范》以
及GB 38598-2020《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通用要求》、GB 2823
5-2020《紫外线消毒器卫生要求》、GB/T 38503-2020《消毒剂
良好生产规范》、WS 628-2018《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技术要
求》、WS 575-2017《卫生湿巾卫生要求》、T/WSJD 001-201
9《载体消毒剂卫生要求》等数十个相关法规规范标准制修订，副
主编或参加多部专著及全国监督员培训教材编写，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

曹  晋  桂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技师，现任全军医院感
染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医疗机构感染防控专家
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消毒标准委员会委员，国家
标准委员会全国洁净室及其受控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
长，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卫生
监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委。

高 晓 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上海国际感染控制论
坛（SIFIC）创始人。社会兼职：国家卫健委医疗机构感染防控专
家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第四届常委兼
秘书长、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感染管理质量控制分会委员兼青委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
市卫计委卫生监督所政风监督员、上海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
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市院内感染质控中心秘书。2018年
美国医疗保健流行病学学会国际大使荣誉（SHEA 2018  
International Ambassador），2020年获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2020年上海医学科技三等奖（第二完成人），2020
年度上海市质量金奖。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核
心期刊先后发表40余篇论著，其中SCI 8篇；主编了10本，副主
编2本专著并参编多部。

李  新  武

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消毒
检测中心副主任，主任技师。 现任国检安评（北京）医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副主任；卫生健康委消毒标准专
业委员会顾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评审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卫生检验检疫专家、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消毒产业分会常务副会长兼消
毒专家部部长、中国卫生监督协会卫生产品安全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
会顾问、全国纤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日本机能水学
会名誉会员、北京市涉水产品评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公
共卫生监督技术服务质控中心专家、中国消毒学杂志编委、
感染控制与消毒杂志主编。

李 六 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感染管理-疾病预防控制处 处长，研究员，
硕导，长江学者。兼任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医院感染控制标
准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消毒标准委员会委员、
国家医院感染管理专业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
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新冠
肺炎疫情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副
主编、《中国感染控制杂志》副主编等职。
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一百五十余篇。主编《医院感染管
理学》等专著10余部。参加20余部国家有关医院感染控制与
管理法规、标准的制定或修订。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
专家，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控中心主任医师，中国感染控
制杂志主编，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常委。国家卫生标准委员
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消毒专业委员会委员。

标准展位（3mX3m）

国内企业：12800 元 /9㎡
合资企业：25800 元 /9㎡
境外企业：USD5000/9㎡

豪华展位（3mX3m）

国内企业：16800 元 /9㎡
合资企业：28800 元 /9㎡
境外企业：USD5380/9㎡

形象展位（3mX3m）

国内企业：26800 元 /9㎡
合资企业：29800 元 /9㎡
境外企业：USD8800/9㎡

特装展位（36 平米起租）

国内企业：1600 元 /㎡
合资企业：2600 元 /㎡
境外企业：USD500/㎡

2021深圳国际医用消毒及感控设备展览会
联系人：杨洁13761301778                                      电  话：13761301778   13501623072
E-mail：1456184542@qq.com                               微信咨询:18964878976
展会咨询QQ：1456184542                                      网址：www.cmdse-expo.com/shenz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