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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微生物学会秘书长
工 作 会 议 纪 要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微生物学会秘

书长工作会议及中国微生物学会组织工

作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8 日－ 11 日在浙江

省杭州致远大酒店 18 楼会议室召开。全

国各省、市、自治区微生物学会秘书长及

中国微生物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委员 29

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

治区秘书长（或代表）及中国微生物学会

组织工作委员会委员有：宋存江（天津）、

马挺（天津）、王炜（新疆）、李永泉（浙

江）、梁莉（湖北）、何永吉（山西）、

孙翠焕（辽宁）、于德水（黑龙江）、李

利（吉林）、孙磊（河北）、钟江（上海）、

卢春（江苏）、连云阳（福建）、李蓉（江

西）、林建群（山东）、李良秋（广东）、

王海波（海南）、唐春（四川）、刘永翔（贵

州）、张炳炎（云南）、李明（重庆）、

党永（陕西）、邓光存（宁夏）、房伟（安

徽）、谢春（广西），中国微生物学会常

务副秘书长肖昌松、学会办公室主任王旭

出席了会议。北京、青海、内蒙古、河南、

西藏、甘肃、湖南微生物学会因故未派代

表出席。会议纪要如下：

1，中国微生物学会东秀珠秘书长主

持会议，并介绍了中国微生物学会的概

况，对会议讨论内容进行了详尽讲解。

组织工作

杨海花副秘书长就会员发展、会员服务工

作、增加会费等内容进行讲解。会上各地

代表踊跃发言，互相交流了各自的办会经

验，充分发表了意见和建议。代表对《中

国微生物学会章程》的修改提了一些建设

性的建议，大家一致同意执行民政部的规

定。

2，会议讨论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

届理事会换届方案，大家认为可行、可操

作，地方微生物学会将一如既往地配合、

支持 2016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

事会换届工作。

3，会议讨论了中国微生物学会第

十一届理事会理事分配方案，下届理事人

选应是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员，学术上有影

响，热心为学会工作并积极参加学会组织

的各项活动的学术骨干。由于中国微生物

学会理事现总人数已达 154 名，增加理事

名额过多将难以得到中国科协批准，因此

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分配名额仍维持第

十届理事会理事分配名额不变，但会议认

为已达到四名理事名额的学会原则上不

再增加，只有三名（或三名以下）理事名

额的学会，可以提出变动理事名额的申

请，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办公室汇总、讨论

后，决定五个地方微生物学会增加理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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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并通知其学会。会议强调第十一届理事

候选人推荐表务必按照表格填写要求，于

8 月 30 日之前提交中国微生物学会办公

室。

4，会议认为可以适当的调整会费，

并一致建议会费标准为：普通会员 50 元

/ 年，永久会员 500 元，团体会员 2000

元 / 每年。建议提交 2016 年中国微生物

学会换届时讨论通过后正式执行。

5，会议还对《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员

管理办法》、《中国微生物学会优秀工作

者评选表彰办法》进行了讨论，一致表示

无异议。会议建议评选优秀学会工作者改

为两年一次，对调动学会工作人员的积极

性和增强荣誉感有帮助。

会议就如何加强吸收会员、为会员服

务等方面工作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在继续

做好为会员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为中国微

生物学会学术年会会员参加年会优惠会

议费的同时，还应做好《中国微生物学会

通讯》电子版及时发送到会员邮箱的等工

作。

参加会议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微

生物学会秘书长（或代表）及中国微生物

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委员对此次秘书长

工作会议及中国微生物学会组织工作会

议非常满意。从事学会工作的新、老同志

互相交流了经验，就如何促进学会发展进

行了探讨，感到受益匪浅。会议加深了中

国微生物学会与地方微生物学会的关系，

对地方微生物学会规范组织管理，提高办

会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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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生物安全培训班 纪要

2015 年 4 月 20-21 日，中国微生物学

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科

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联合成功举办了“2015 年生物安全培训

班”。培训面向全国各科研单位，共有

130 余人报名，包括科研人员、支撑人员、

管理人员等，旨在提高实验室安全意识，

规范各类实验操作和日常行为，落实各项

安全制度的监督和管理，从而尽可能地降

低或规避各类风险，为科研活动的顺利开

展提供支撑和保障。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所长刘双江、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

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文军出

席本次培训。 

培训会上，刘双江所长强调了实验室

安全培训特别是生物安全培训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列举了目前研究所存在的个别

问题，他希望通过本次培训能普及和提高

全所人员特别是管理者的安全意识，并通

过各方努力逐步发展和完善我所的生物

安全管理体系。科技处作为生物安全管理

的职能部门，杨怀义处长（王贺冉代）介

绍了研究所的生物安全实验室情况，生物

安全管理框架，各部门管理职责以及下一

步工作设想。目前我所共有 1 套生物安全

会议纪要

三级实验室，正压、负压动物房以及生物

安全二级实验室等。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刘文军主任介绍了实验室的管理要求，明

确了管理责任和管理流程，在保障生物安

全的前提下为科研活动起到支撑作用。 

本次培训还特邀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

物流行病研究所 P3 实验室于学东主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病

毒室魏强主任，微生物研究所生物安全三

级实验室贾晓娟、朱以萍老师讲解生物安

全实验室的运行管理维护、动物生物安全

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和安全操作规范、生物

安全实验室监督审查制度以及项目准入

人员准入申请材料的编写等内容。培训内

容丰富生动，全体学员经过笔试考核和操

作培训演示，成绩合格者将取得“生物安

全培训证书”，得到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申请准入的资格，也真正的提高了生物安

全意识，加强和细化生物安全监督管理措

施，规范今后的生物安全实验操作技能和

行为。培训会后还征集了学员对培训讲

师、培训内容、考核方式及培训组织方面

的评估意见，将对我们进一步改进培训工

作、提高培训服务水平起到很大的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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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传染病防控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论坛召开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编委

会、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专业委

员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传染病防控基

础研究与应用技术论坛”于 2015 年 6 月

10-13 日在吉林省延吉市顺利召开。首先，

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微生物学

会分析微生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瑞

馥研究员对会议的概况进行了介绍。中华

医学会罗玲副秘书长、中国微生物学会杨

海花副秘书长、延吉市 CDC 沈活主任分

别致辞，祝贺本次论坛顺利召开。论坛学

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瑞馥、阚飙、徐建青

研究员并 50 位学术委员，以及来自各级

疾病预防控制单位、科研院所和医院的

400 余位专家代表出席了此次论坛。

论坛大会报告关注国内外热点和焦点

问题。杨瑞馥研究员首先做了“埃博拉疫

情防控及启示”的开场报告，探讨了埃博

拉病毒的来源、流行情况以及我国研究人

员在这次疫情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随后，

江苏省 CDC 朱凤才研究员以“埃博拉疫

苗 I 期临床研究”为题，介绍了国内外埃

博拉疫苗的最新研究成果、临床研究与应

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首席专家何剑锋

教授以“广东登革热疫情防控及启示”为

题，介绍了广东登革热疫情爆发的原因、

防控检测和防控启示。中国 CDC 传染病

所阚飙研究员做了“流行病 + 实验室：

提高传染病疫情分析的准确度”的大会报

告，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提

高传染病疫情的分析准确度，以及传染病

防控的技术研究与应用。最后，来自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郭云昌研究员

做了“食品安全病原菌监测网络的构建与

实践”大会报告。

本次论坛分细菌、真菌、螺旋体等病

原微生物检测与防控和病毒性疾病防控

及检疫两个专题会场同时进行。各与会专

家代表围绕“传染病防控基础研究与应用

技术”这一主题，以专家报告和代表提问、

交流等多种形式展开研讨，涉及病毒、细

菌、真菌和寄生虫等病原体的生物学、流

行病学、免疫学、形态学、遗传学、结构

生物学研究；传染病诊断、预防和治疗技

术与产品的研发；新发和重大传染病及不

明原因传染病病原的高通量筛查与现场

快速定量检测技术；病原微生物的基因组

学、分子分型与溯源；重要和新发传染病

的致病机制；实验室生物安全；传染病的

流行病学特征及疫苗接种等问题以及传

染病防控领域近几年取得的成绩和今后

的发展前景各个领域。本次论坛共征集到

50 余篇文章，从中选出 10 篇优秀论文并

举行了颁奖仪式。

本次论坛延续了其学术权威性高、会

议内容丰富以及参会人员分布广泛等特

点。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同交

流、相互启迪和深入探讨传染病防控领域

近几年所取得的成绩，共同展望今后的发

展前景。本次论坛议题集中、明确，代表

提问开门见山，专家回答有的放矢，各会

场讨论氛围热烈、友好，学术观点百花齐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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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学

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十八次全国环境

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获得中国科协

2015 年度“综合交叉学术交流活动”的

项目资助。这对中国微生物学会的学术交

流活动的开展具有激励和推动作用。

2. 2015 年 6 月 16 日，应《知识就

是力量》科普杂志的邀请，杨海花副秘书

长参加了《知识就是力量》第四期专题策

划会并为该杂志微生物相关的板块提出

简讯

期刊动态

了建议。 《知识就是力量》作为一本科

普期刊，主要面向中学生，深受学生和公

众的欢迎。本次专题是以海洋和海洋生物

为主题，希望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立

体而生动地揭示海洋、海洋生物、海洋生

态、海洋资源的相关知识。应邀参加此次

策划会的还有中国海洋学会、中国水产学

会和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的科普工作相关

负责人。

我病毒学领域期刊 Virologica Sinica 首被 SCI 收录

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

国微生物学会主办的英文期刊 Virologica 

Sinica（《中国病毒学（英文版）》），

于 2015 年 5 月已正式被世界权威检索数

据库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收录。

Virologica Sinica 成为中国病毒学领域第

一本被 SCI 收录的期刊，将为国内病毒

学领域科研成果的展示和国际交流的分

享提供一个高效的新平台。

Virologica Sinica 创刊于 1986 年，于

2010 年被 PubMed/Medline 收录，现由德

国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进行全球

发行。期刊主要刊登病毒学、传染病学、

疫苗学等生物医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论文、

综述、短讯等，致力于促进学术交流，提

升国际合作。论文作者来自 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读者遍及 116 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Virologica Sinica 在主编陈

新文研究员及 70 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组成的编委会的共同努力下，在主办协

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不断推进病毒学期

刊国际化的各项工作。调动发挥编委会在

期刊整体策划及组稿约稿上的重要作用，

积极利用网络进行期刊的数字化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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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获得

了大幅度的进步与提升；并获得了“中国

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及“中科

院文献情报和期刊出版领域引进优秀人

才计划”的支持。

此次 SCI 收录是对该刊的充分肯定和

巨大激励，同时标志着该刊的发展迈向了

一个全新的起点。今后将再接再厉，将该

刊打造成为一个学术水平高、可读性强的

重要的国际病毒学期刊。

（SCI 收 录 查 询 官 网：http://ip-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论文荣获期刊优秀作品奖

学会主办刊物获得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资助

2014 年 8 月中旬福建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福建省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

了 2011-2013 年度福建省优秀出版物、优

秀出版人奖评选活动，在 123 件期刊作品

2015 年度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

程第四期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结束。中

国微生物学会主办的《微生物学报》、《生

物工程学报》、《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中有 31 件获期刊优秀作品奖，《中国人

兽共患病学报》作品《福建省首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实验室诊断和病毒序列

分析》总排名第 5 位。

和《微生物学通报》获得了中国科协精品

科技期刊工程项目的资助，项目资助周期

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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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酶工程与糖生物工程学术研讨会第一轮通知

为了加速酶工程、糖工程基础研究及

成果的转化，促进酶工程与糖工程科研、

生产与应用的相互合作，中国微生物学会

酶工程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糖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将在全国范围内

邀请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

青年学者以及全国酶工程、糖生物工程

生产与应用相关的企业的专家代表参加

“2015 年中国酶工程与糖生物工程学术

研讨会”。

这次大会将由中国微生物学会酶工程

专业委员会、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糖生物工

程专业委员会、镇江东方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共同主办。

一、会议内容：

● 酶与糖研究的基础问题、热点及

新生长点  ● 酶工程、糖生物工程新技术、

新工艺在新领域中的应用 ● 基因工程及

蛋白质工程优良菌种及工程酶   ● 新酶、

功能糖及其应用  ● 合成微生物学与生物

制造  ● 医疗、化工、轻工、饲料生产用

酶的开发  ● 环境监治与控制及洗涤剂用

酶   ● 生物反应器与后处理工艺  ● 功能

糖的生物合成与转化  ● 糖的合成与化学

生物学

会议消息

会议形式：以特邀报告、大会报告、

分组报告及墙报进行学术交流，可进行专

题工作综述、研发报告、成果报告及产品

展示。

二、会议地点和时间：

地点：江苏镇江

时间：2015 年 8 月 22 日至 23 日开会，

21 日全天报到（不接站）。

三、会议摘要：

论文摘要提交格式为：题目：3 号字，

题目下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学系、邮编、

电话、传真、E-mail 号（用 5 号字），

摘要文字用小 4 号字，单倍行距；用 A4

纸激光打印，左右边距及上下边距均为

3.0cm，每篇论文摘要可 1-2 页（A4 纸）。

综述可至 3 页，论文摘要可附上主要图表

及 5 篇左右参考文献。会议摘要提交方

式：将 word 文档格式的会议摘要发送至：

ouyanghm@im.ac.cn；会议摘要投稿截止

时间：2015 年 7 月 15 日 24:00。注意：

会议摘要提交后，将会收到回复的邮件；

如未收到回复邮件，请重新提交。

四、会议报告及墙报展示：大会报告

30 分钟，报告 25 分钟，讨论 5 分钟；分

会报告 15-20 分钟，大会与分组报告使用

电脑多媒体投影；墙报论文规格为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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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1 米 ×1.2 米。请在回执中注明口头

报告或墙报发表，经组委会讨论后通知作

者。

五、酶工程杰出贡献奖：为表彰在酶

学及酶工程领域有成就的科学家或企业

家，中国微生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特

设立“酶工程杰出贡献奖”。候选人可自

荐或由单位及专家推荐产生，并报送成果

材料、成果水平、单位证明、产值证明、

专利、论文、社会及经济效益等。经会议

组委会组织专家审议，评选出 1 名授予奖

状及奖金。获奖者将受邀在本次会议上做

特邀报告（50 分钟）。

六、酶工程青年优秀论文奖：为奖励

优秀青年学者，中国微生物学会酶工程专

业委员会将设立青年优秀论文奖，约 8-10

名（包括口头报告及墙报优秀论文），获

奖者由会议组织委员会评定后授予奖状

及奖金。

七、张树政糖科学奖：为表彰在糖生

物学与工程领域有成就的科学家或企业

家，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糖生物工程专业委

员会特设立“张树政糖科学奖”。候选人

可自荐或由单位及专家推荐产生，并报送

成果材料、成果水平、单位证明、产值证

明、专利、论文、社会及经济效益等。经

评奖委员会评议，评出 1 名授予“张树政

糖科学奖”，获奖者将受邀在本次会议上

做特邀报告（50 分钟）。同时，为奖励

优秀青年学者，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糖生物

工程专业委员会还将设立“张树政糖科学

优秀青年奖” 4-5 名（包括口头报告及墙

报优秀论文），获奖者由经评奖委员会评

定后授予奖状及奖金。

八、会议注册：

会议注册费：1200 元（学生 800 元），

含会务费、资料费、会议期间（21-23 日）

餐费；

家属每人交纳 600 元，含会期餐费、

宴会费。

为及时提供发票，注册费需在 8 月

15 日前从银行或邮局汇到。会议期间迟

到或早退代表不退还任何会议注册费。

会议展台费用为 1000 元 / 个。

会议住宿费用自理

联系人：欧阳浩淼 

邮箱地址：ouyanghm@im.ac.cn

电话：010-64807420 

注册费汇款地址：

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开户行：工行北京市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帐号：0200004509089117425（汇款

单上请注明汇款人姓名及酶工程会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1

号院 3 号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100101）

赞助款及会议费款汇出后请发电子邮

件通知（ouyanghm@im.ac.cn），以便财

务核查。

注意：如不能提前电汇会议费来，而

在注册时交纳者，我们将不能当时开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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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 第一轮通知 )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主办，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

湖泊研究所、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

院承办的“第十八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

学术研讨会”定于 2015 年 11 月 21 日 -24

日在江苏镇江召开。热忱欢迎全国从事环

境微生物学研究、教学和开发的专家、学

者到镇江相聚，本次会议将为与会代表提

供一个学术交流、成果展示以及项目合作

的良好平台。大会还将邀请院士、国内外

环境微生物学领域著名专家、学者报告当

今环境微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发展

趋势。同时，大会也热忱欢迎环境微生物

相关企业参会并展示技术和产品。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主题

环境微生物与生态文明建设

二、大会主办及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

物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大学

三、会议规模

500 人左右。

四、会议时间

2015 年 11 月 21 日 -24 日。

五、会议地点

镇江明都大饭店（江苏省镇江市智慧

大道 470 号）。

六、会议内容安排

1. 院士及国际著名专家特邀报告；

2. 大会学术报告与分会场学术交流；

3. 简浩然环境微生物学优秀论文奖、

简浩然环境工程奖颁奖；

4. 墙报（Poster）交流及优秀 Poster

奖颁奖；

5. 青年学子与著名专家面对面；

6. 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会议；

7. 环境微生物学教学委员会会议等。

七、论文及工程征集内容及要求

本次大会将编辑《第十八次全国环境

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现向

打发票，要会后回北京后才能将会议费发

票寄给您，请见谅。

九、回执：如欲赴会请务必在 9 月

30 日前用传真或 E-mail 传来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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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微生物学领域科技工作者征集会议

论文与摘要（中英文均可），论文文责自

负。论文征集要求如下：

1. 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摘要（限 1000

字）。

2. 参加简浩然环境微生物学优秀论

文奖评选的学者请提交论文全文（不超

过 5000 字；在提交时请注明“参选论

文”），第一作者年龄不超过 45 岁，并

请提交第一作者简介。格式要求：题目，

三号宋体；作者和作者地址（包括 E-mail

地址），五号楷体；正文，小四号宋体；

采用 office2000 以上软件排版。

3. 为进一步鼓励环境微生物学领域的

环境保护工作等应用研究，本次大会将继

续设立简浩然环境工程奖，将推选 2-3 个

优秀的环境微生物工程颁发证书及奖金。

请参加简浩然环境工程奖评选的学者填

写简浩然环境工程奖推荐书（附件 2）。

该奖仅限于近 5 年未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

奖励的项目。

4. 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30 日。大

会会务组 E-mail: emnjau2015@163.com

八、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

本次大会报告将采取专家申请和大会

学术委员会遴选的方式，要求大会报告申

请者提供个人简历、近 5 年发表文章目录

以及不少于 1000 字的报告内容摘要，大

会报告时间为 20 分钟，提问讨论时间 5

分钟。欢迎能反映当前环境微生物学发展

趋势与最新进展、有代表性的环境微生物

污染治理的应用成果到大会交流。申请大

会报告者请在 2015 年 9 月 30 日前将材料

提交大会会务组。

有意申请分会报告者，请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前提交报告摘要（不少于 1000

字）和个人简历，统一由大会学术委员会

遴选，分会场报告时间为 12 分钟，提问

讨论时间 3 分钟。

九、会议注册

本次会议代表注册费 1200 元 / 人，

学生 800 元 / 人（凭学生证），家属 500

元 / 人，企业代表 1200 元 / 人。注册费

现场缴纳，并由镇江市明都大饭店代为开

具会务费。

十、会议报到时间与地点

报到时间：2015 年 11 月 21 日全天。

报到地点：镇江市明都大饭店（镇

江 市 智 慧 大 道 470 号； 电 话：0511-

88778888）。

十一、会务组联系信息

南京农业大学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卫岗 1 号，南京

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联系人：洪青 朱建春 蒋建东

电 话：025-84395326   13951773405 

邮编：210095

E-mail: emnjau2015@163.com    备用

邮箱 : microb@nj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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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生命科学联合学术大会纪要

第七届生命科学联合学术大会于 2015

年 06月 16日在海口天佑大酒店顺利举行。

本次大会由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海

南省微生物学会主办，海南省遗传学会、

生理科学学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及免疫学会协办，开幕式在酒店一楼海

南厅举行，由省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海

南大学李从发教授主持开幕式， 海南省

微生物学会理事长朱中元博士致大会开幕

词。朱中元理事长代表海南省微生物学会

和生命科学联合学术大会组委会对到会的

嘉宾和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对海南省科学

技术协会对此次会议的指导和多方面支持

表示诚挚的谢意、对支持本次大会的单位

和公司表示衷心的感谢。海南省科学技术

协会林峰副主席及海南省微生物学会的挂

靠单位海南省农垦总医院蔡毅书记到会指

导并致辞。海南省遗传学会符生苗理事长、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钱士匀理事长、

免疫学会王华民理事长及生理学会莫燕娜

副理事长出席了开幕式。共 204 位代表参

加了本次大会。其中有一位来自外省科研

人员特来参加会议，这是零突破的事，预

示着我们的会议质量越来越高，影响越来

越大。

本次大会收集和编录了《第七届生命

地方学会动态

科学联合学术大会论文集》，其中包括

48 篇论文，6 篇论文摘要。按照先进性、

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原则，评选出郭刚、霍

鹏等 5篇一等奖优秀论文，评选出郭峻莉、

董战玲等作者的 10 篇二等奖优秀论文。

学术交流首先由来自国内外著名专家

中国农业科学院刘正初教授做了“微生物

在麻类农产品加工中的应用研究进展”报

告，刘教授的报告中先对麻类纤维的作用

及其传统方法的加工进行介绍，从而进一

步讲述微生物在麻类农产品加工中应用的

意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生物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王从义教授通过对 DNA 序列

及人类进化论到转基因食品讲解，从而引

伸出 DNA 序列之外的表观遗传学信息是

现代生活环境诱发人类常见疾病的病理机

制。华中农业大学喻子牛教授报告了水虻

与微生物转化有机废弃物及高效资源化利

用的研究方向及其发展前景。美籍华人、

北京大学钟南教授对人类早产及流产危险

因素、系统生物学及表观遗传学进行分析，

还对如何进行课题设计进行了讲解。

来自省内专家或者专业人员也报告了

他们的学术成果。海南医学院王丽欣博士

及董战玲教授、华南热带科学院盖江涛硕

士及周鹏教授和海南大学方再光博士，先



- 12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5 年第 2 期   总 100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后分别就 “疫苗研发的最新进展”、“地

方院校临床医学本科专业基础医学课程综

合改革探索”、“植物油脂生物合成相关

基因挖掘及进化分析”、“番木瓜畸形花

叶病毒鉴定及其分子病理学基础研究”、“ 

微生物生态及其自然分布”等专题的做了

精彩报告。

本次会议讲座涉及较多医学、农学、

生态学等相关专业知识，主要以基因及其

产品与安全为重点，围绕新兴的生物技术

前沿所涉及的生物医学、生物制药、海洋

及水产养殖学、能源与环境、动植物及森

林、食品与安全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新进展

开展广泛学术交流，整个会议的组织有序

使得与会者能在“和而不同”的学术氛围

中交流，因此参与会议的人员普遍反映良

好。本次学术会议的召开主要总结我省生

命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及发展前景，启迪

我们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思维，开拓视野具

有重要意义。

会议最后由微生物学会理事长朱中元

博士和遗传学会秘书长王洁主任进行生命

科学联合大会组委会印章交接仪式，遗传

学会为下届生命科学联合大会主办单位。

王洁主人代表遗传学会期待明年再聚首，

共享盛事。

16 日晚 18 点，微生物学会还召开了

理事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理事会一致同

意向中国微生物学会推荐鲍时翔同志为全

国理事。

   ( 海南省微生物学会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