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会议纪要

2015 年全国酶工程与糖生物工程学术研讨会.............................................1

第六届中国临床微生物学大会暨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论坛..........................2

第七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暨国际微生物系统与分类学研讨会..............4

简讯

中国科协召开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优秀科技社团建设工作部署会...................................8

2015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科普进课堂系列讲座如期开展.............................8

学会参加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工程甘肃庆阳调研活动..................................8

期刊动态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入选 2015 年福建省品牌刊社种子期刊............9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跃居基础医学类学科第 1 位..............................9

中国科协摘登

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守则........................................10

地方学会动态

“中国梦 •科技梦”科学传播圆梦奉献系列活动走进红安 .................... 11

第三届环渤海微生物学术研讨会................................................................12

湖北省微生物学会、重庆微生物学会 2015 年联合学术年会..................13

天津市微生物学会快讯................................................................................14



- 1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5 年第 3 期   总 101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2015 年全国酶工程与糖生物工程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5 年 8 月 21-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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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镇江东方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5 年全

国酶工程与糖生物工程学术研讨会”在镇

江明都大饭店成功召开。本次会议还得到

了大连格莱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杜邦杰

能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诺维信（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仙奕生物科技（南京）有

限公司、和美谷分子仪器（上海）有限公

司的大力支持。大会主席为中国微生物学

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生物工程

学会糖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中科院

微生物研究所金城研究员，镇江东方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丁春华董事长，中国微生物

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微

生物研究所的陶勇研究员，中国生物工程

学会糖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科

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杜昱光研究员。

有来自全国 72 家科研院所、高校及

企业的 380 余名代表参加，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中国微生物学会和中国生物工程

学会的领导也出席了大会。在会议开幕式

上，首先由大会主席丁春华和金城分别致

欢迎辞，随后，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秘书长

杨海花和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秘

会议纪要

书长马树恒代表学会对会议的召开表示

祝贺。开幕式后，进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大会首先为第四届“中国酶工程杰出贡献

奖”获奖人—山东大学的曲音波教授颁发

了“杜邦杰能科中国酶工程杰出贡献奖”

的奖状、奖牌及 3 万元奖金，以表彰曲音

波教授在纤维素酶的研究与应用方面取

得的杰出贡献；随后，大会还进行了 “张

树政糖科学奖”颁奖仪式，为首届“张树

政糖科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北京生命

科学研究所的邵峰研究员和北京大学的

叶新山教授颁发奖状、奖牌及每人 3 万元

的奖金，分别表彰他们在“病原菌对宿主

免疫系统的糖基化修饰”和“糖化学合成”

领域的重要贡献。为激励糖科学领域的青

年学者，本次会议还为西北大学王仲孚、

山东大学国家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曹鸿

志和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尹

桓颁发了“张树政糖科学优秀青年奖”的

奖状、奖牌及每人 1 万元的奖金。

颁奖仪式后，“杜邦杰能科中国酶工

程杰出贡献奖”获奖人曲音波教授、“张

树政糖科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邵峰研究

员和“张树政糖科学杰出贡献奖” 获奖

人叶新山教授分别做了精彩的获奖报告。

本次会议还邀请山东大学张玉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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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做了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后，会议分 5

个分会场和 1 个展厅进行，代表们对 90

个口头报告和 60 份墙报进行了充分的交

流，促进了酶工程和糖工程领域学者的

相互了解。参会专家还通过认真评选，

选出了 10 名 “诺维信青年优秀报告奖”

和 6名“诺维信青年优秀墙报奖”获得者，

并在大会闭幕式上为获奖者颁发了奖状

和奖金。

根据学会的部署，本次会议期间还分

别召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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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委员会会议，传达了学会换届的通知，

并进行了专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

（中国微生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  

供稿）

第六届中国临床微生物学大会暨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论坛
会议纪要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医学参考报社、宁波大学医学院

附属医院主办，宁波大学、湖南昭泰集团

和海南省临床微生物学检测与研究中心

协办的第六届中国临床微生物学大会暨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论坛（国家级继续医学

教育项目，项目编号：2015-01-06-014）

于 2015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在湖南长沙召

开。来自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的 212 名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会议邀请了知名专家做大会学术报告，并

评选了优秀论文。会议期间召开了专业委

员会全国委员暨青年委员工作会议、《医

学参考报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频道》第二

届编委会第三次工作会议及《临床微生物

学实验指南》编委会工作会议。

9 月 3 日 19 点，本届大会主席、中

国微生物学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谷海瀛教授主持召开了中国微

生物学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第七

次全国委员工作会议暨第五次青年委员

工作会议和《临床微生物学实验指南》

编委会工作会议。全国委员工作会议上，

介绍了新增 3 位委员和 3 位青年委员的情

况，选举了明年换届主任委员的候选人，

总结了今年的工作情况，确定了明年的工

作任务。《临床微生物学实验指南》编委

会工作会议上，该书主编谷海瀛教授阐述

了本书的创作思路和编写细则，列出了初

稿的完成情况，分配了下一步评审的任

务，进一步明确评审细则。各位编委对在

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做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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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副秘书长肖昌

松先生，《医学参考报》常务副社长兼秘

书长周赞女士，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

长、第四军医大学徐志凯教授，宁波大学

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麦一峰教授，湖南昭

泰集团董事长汤朝阳先生和宁波大学医

学院谷海瀛教授等在开幕式上为本届大

会致辞。开幕式由中国微生物学会临床微

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继红主

任主持。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大会组织奖”

颁奖仪式，大会主席谷海瀛教授宣读了

获奖名单，肖昌松秘书长、麦一峰院长、

周赞副社长、徐志凯教授为获奖者颁发了

证书。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类奖项意义重

大，增强了委员积极参与学术活动的信

心，活跃了切磋学术交流的氛围。开幕式

最后全体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9 月 4 日，大会邀请国内 8 位知名专

家做大会专题报告。

大会主席谷海瀛教授以“幽门螺杆菌

定植机制进展”为题，详细介绍了幽门螺

杆菌定植机理及存在问题，强调了研究定

植机理的重要性，参会专家反应热烈，多

人现场提问与解答。

上海市肺科医院胡忠义教授在“结核

病耐药性快速检测技术研究进展”的报告

中，针对当前结核病耐药性检测方法存在

的问题及研究技术的发展趋势，分析评价

了这些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情况及其优

缺点，提出了可能的改进措施。

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检验科、南京军

区医学检验质控中心孙长贵主任的报告

是对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

抗菌药物敏感试验执行标准 M100-S25 文

件主要更新和变化情况做了详尽解读。另

有其他专家在大会报告上也做了精彩的

讲座，如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余

平教授就“沙眼衣原体致病机制及候选疫

苗研究”做了深入解析，海南三亚市人民

医院陈海主任做了关于热带病类鼻疽杆

菌的研究进展。这些报告反应了临床微生

物学的热点和疑难问题，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和前瞻性，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

9 月 4 日 20 点，召开了《医学参考报 •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频道》第二届编委会第

三次工作会议，周赞副社长对微免频道一

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与编委们共

同探讨，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

议：①优化报道形式，排版化整为散，增

加视觉吸引力；②丰富报道内容，增强阅

读趣味性、保证时效性；③拓宽报道渠道，

完善微信浏览；④彰显报道本质，塑造学

术进步平台。

9 月 5 日上午召开的青年论坛，是属

于青年科技工作者们自己展示学术成果

和活跃学术思想的平台。论坛的开幕式

由青年委员副主任委员胡付品主任主持。

大会主席谷海瀛教授致开幕辞。论坛上，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胡

付品主任以“细菌耐药监测：敢问路在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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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为题，风趣生动地做了详细报告；

青年委员辽宁省抚顺市临床检验中心鲁

颖主任对“妊娠期甲状腺功能筛查及参考

区间建立”做了报告；此外，天津医科大

学肿瘤医院检验科李丁和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医院刘卫平主任也进行了报告。报告

之后，谷海瀛教授对本届青年论坛做了总

结。

本届会议共收到论文 379 篇，其中

369 篇录入本届大会《论文汇编》。经初

评、复评和论文答辩三个环节，评选出本

届大会优秀论文 25 篇，其中一等奖 1篇，

二等奖 3篇，三等奖 6篇，优秀奖 15 篇。

9 月 5 日下午闭幕式由中国微生物学

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桂炳东教授主持，大会主席谷海瀛教授宣

布优秀论文获奖名单，并为优秀论文作者

颁奖。临近闭幕时，他总结道，本届会议

完成了三项既定议程：①全国委员暨青年

委员工作会议、《临床微生物学实验指南》

编委会工作会议、医学参考报微生物学与

免疫学频道编委会工作会议的各项安排

已基本落实。②大会报告和青年论坛报告

在与会同仁中引起了强烈反响。③优秀论

文的分会场答辩和壁报展示是本届会议

的一大亮点。最后，第六届中国临床微生

物学大会暨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论坛在精

彩中圆满落下了帷幕。

（中国微生物学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  供稿）

第七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暨国际微生物系统
与分类学研讨会  会议纪要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

会、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主办，国家海洋

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三

海洋研究所、浙江大学等单位共同承办

的第七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暨国际微

生物系统与分类学研讨会于 2015 年 8 月

27-30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

8 月 28 日，会议在杭州之江饭店隆

重开幕。开幕式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

资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姜瑞波研究员

主持；大会主席、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

邓子新院士、科技部平台中心卢凡处长、

大会共同主席、IJSEM 期刊主编 Aharon 

Oren 教授、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李家彪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王道龙所长到会并致辞。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国微生物学会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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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赵国屏院士、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

长东秀珠研究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

生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顺鹏教授、普

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越中

教授、工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程池教授、科技部平台中心张鹏等专家与

领导。

本次会议围绕“新资源、新技术、新

方法”主题，以“微生物资源分类及鉴定

新技术的研究进展”、“微生物资源的遗

传、代谢、功能多样性及应用研究”、“海

洋、极端、特殊环境微生物资源的挖掘与

评价”、“微生物基因资源获取及应用”、

“微生物基因组学的研究进展”、“微生

物资源中心建设理论与实践”和“微生物

资源平台运行与服务”七大议题开展，涉

及海洋、工业、农业、食品、医药、环保

等多个领域。会议共收到论文摘要 195篇，

学术海报 59 张。来自国内 150 多个单位

的 400 多名专家与代表，以及来自美国、

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英国、丹麦、

以色列、西班牙和爱尔兰共 10 个国家近

30 位国际同行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报告时间 2 天，通过 24 个大会

报告和 29 个分会报告，重点围绕微生物

资源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进展开展

了热烈的学术研讨与交流。

上海交通大学邓子新院士做了题为

“Reviving the natural products legend: 

path from natural screening to synthetic 

biology”的大会报告；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赵国屏院士做了题

为“Amycolatopsis genomics: bring the 

taxonomy back to BIOLOGY”的大会报

告；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Aharon Oren 教授、

英国综合微生物学会（SGM）出版社主

席 Charles J. Dorman 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东秀珠研究员分别做了题为

“Cyanobacterial taxonomy and nomenclature 

– a problem of two codes”、“The role 

of DNA conformation in determination of 

microbial species” 和“Global mapping 

transcriptional start sites revealed post-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prevalent in the 

cold adaptation of methanogenic archaea”

的大会报告。

会议设立了“新资源、新技术和新方

法”与“系统与分类学”两个专题的英

文报告专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刘双

江研究员、韩国首尔大学 Jongsik Chun 教

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所张瑞福研究员、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

Antonio Ventosa 教授、南开大学宋存江

教授、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 Paul Lawson

教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白逢彦

研究员、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 Radhey 

S. Gupta 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Henrik 

Christensen 副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南海海

洋研究所高贝乐研究员等专家围绕微生

物资源领域的新进展做了精彩的大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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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山东大学张玉忠教授、德国吉森大学

Peter Kämpfer教授、山东大学李越中教授、

中山大学李文均教授、日本技术评价研究

所生物资源中心 Ken-ichiro Suzuki 教授、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陈波研究员、中国农业

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徐玉泉研究员、国

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许学伟研究员

和北京大学吴晓磊教授等专家也围绕微

生物资源及应用主题做了大会报告。各位

专家报告内容精彩，会场学术氛围浓烈，

提问发言踊跃。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此次

大会报告内容丰富，学术水平高，受益匪

浅。

会议通过“微生物多样性与应用基

础”、“微生物资源与基因组学”和“极

端环境微生物资源挖掘”三个专题，邀请

到中国海洋大学张晓华教授、中国医学科

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张玉琴副研究

员、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姚粟高级工

程师、宁波大学张德民教授、福建省农业

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刘国红助理

研究员、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邵宗

泽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罗海伟研究员、

浙江省微生物研究所陈欢副研究员、上海

交通大学徐俊教授、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王

阶平研究员、东北农业大学姜巨全教授、

江苏大学崔恒林教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研究所姜成英副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生院赵百锁副研究员和武汉大学彭

方副教授等学者的分会报告。

会议还采用青年论坛形式，通过“新

技术与新方法”、“新资源与新机制”和

“海洋与极地”三个专题，邀请到 14 位

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所的年轻学者做了

分会报告，包括：复旦大学李继喜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蒋建东教授、复旦大学丁琛

教授、中国农业大学田长富副教授、国家

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骆祝华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张德超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所

张桂山助理研究员、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

研究所周鹏助理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张涛助理研究员、内

蒙古农业大学孙志宏副教授、华中农业大

学彭楠副教授、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陶

勇副研究员、浙江大学安千里副教授和云

南大学职晓阳助理研究员。

会议期间，通过粘贴会议徽标形式对

学术海报进行了不记名投票，评选出了

11 份优秀海报并进行奖励，作者分别是：

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郭翔、中国科学院

南海海洋研究所宋永相、云南大学姜钊、

内蒙古农业大学宋宇琴、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王丹丹、中国

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贾阳、浙江大学胡

靖、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徐林、塔

里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夏占峰、中国医学

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艾梦杰和首

尔大学 Yeong Ouk Kim。

本次会议吸引了大批年轻学者到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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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部分年轻学者的报告与学术海报给与

会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会代表一

致认为第七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暨国

际微生物系统与分类学研讨会为从事微

生物资源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交流平台，达到了促进学科发展、

增强思想交流目的，并对第八届全国微生

物资源学术会议充满了期待。

为加强国际微生物资源学领域学术交

流，提升中国微生物学家资源分类和系

统学研究水平，在正式会议之前，组委

会举办了“微生物系统与分类学”专题

培训，特邀 Aharon Oren 教授担任主讲教

师，Oren 教授是 IJSEM 期刊现任主编，

原核生物系统学国际委员会前主席和秘

书长，是微生物分类学研究领域的国际知

名专家。在两天时间里，Oren 教授以“微

生物系统与分类”为主题，通过“如何投

稿科研论文及回复编辑及审稿者意见”、

“原核生物物种概念及其分类与鉴定”、

“如何撰写新种论文”、“国际原核微生

物命名法规与微生物命名”以及“微生物

命名拉丁文”等专题系统讲授原核微生物

新种发掘、分类命名及论文写作。此次参

训人数 194 人，远超预期的 100 人规模。

培训班采用全英文讲课形式，鉴于学员们

英文水平高低不等，授课过程中，武汉大

学陶天申教授、中山大学艾云灿教授和山

东大学张熙颖副教授给予了充分支持。参

加学员表示在微生物鉴定、分类和命名方

面收货颇丰。最后所有参训人员均通过了

测试，并获得由 Aharon Oren 教授签授的

培训证书。

此外，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微生

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会议”和

“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工作委员会全体会

议”。

本次会议是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和

浙江大学的大力支持下成功举办的。国家

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许学伟研究员、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姜瑞波研究员、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

究所邵宗泽研究员和浙江大学吴敏教授

以及会务组工作人员为本次会议圆满召

开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会议代表认为，本

次会议组织周密，有条不紊，工作人员接

待热情。对此，向所有承办单位及全体会

务组工作人员致以衷心感谢！

本次会议得到北京诺禾致源生物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珀金埃尔默企业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迪必尔生物工程（上海）

有限公司、广州美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粤行仪器有限公司、杭州厚泽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徕卡显微系统（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梅特勒 - 托利多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青岛水德仪器有限公

司、上海锐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

科学器材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沃特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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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年 9 月 17 日，中国科协在

中国科技会堂召开“学会创新和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优秀科技社团建设工作部署

会”。会议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宋

军主持。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王春法做了工作报告。会议对优秀科技社

团项目建设学会颁发了证书。165 个学会

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参加了会议。中国微

生物学会副秘书长杨海花研究员参加了

本次会议。

2. 为培养高中生对微生物科学知识的

兴趣，增进他们对微生物学科前沿的认识

和了解，中国微生物学会组织专家从 2013

年起开展了科普进课堂系列活动。该系列

讲座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专

家、学者结合自己的领域进行科普宣讲。

2015年9月起正式开展本年度的科普讲座。

目前，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秘书长杨海花研

究员于 9 月 14 日和 9 月 25 日分别在北京

简讯

市第三十五中学、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做

了开题讲座。两所中学的师生积极参与互

动，对微生物科学知识和其广泛的应用前

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期待着后续

各位专家各具特色的科普讲座。

3. 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工程甘肃庆阳

调研活动于 9 月 23-25 日在庆阳市举行。

中国科协服务中心组织中国科协所属十

多个全国性学会推荐的专家赴庆阳市，

十多位代表各自学会的专家对石油、微生

物、医药、地质、环境、腐蚀与防护、可

再生能源等领域进行了实地调研和与企

业签订合作协议。我会常务副秘书长肖昌

松教授级高工参加了此次活动，并与煤炭

地质、食品发酵、微生物肥料等方面企业

进行了交流，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同

时代表中国微生物学会愿意加强与庆阳

市的联系，为我会的专家与庆阳市相关企

业进行合作搭建平台。

技（上海）有限公司、浙江天科高新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系统

与生物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农业部农业

微生物资源收集与保藏重点实验室、兵团

塔里木盆地生物资源保护利用重点实验

室、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农业

部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

和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等单

位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撰稿人：许学伟、霍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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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动态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入选
2015 年福建省品牌刊社种子期刊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学科排名第一

为培育我省期刊出版龙头骨干，打造

名优期刊品牌效应，根据《福建省品牌刊

社培育扶持管理暂行办法》，经过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和综合评审，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获福建省品牌刊

社种子期刊扶持资金 20 万元。感谢省局

对本刊发展的大力支持，感谢长期以来支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由北大图

书馆编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我国

大陆目前出版的期刊为基础，根据载文

量、文摘量统计和引文分析，综合选定出

核心期刊 1 571种，按 75个学科门类排列。

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 , 是各学科领域

持我们的专家、作者与读者。本刊将与同

时入选的兄弟刊物共勉，严格遵守新闻出

版法规规章，按规定使用好扶持资金，不

断增强综合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在人兽

共患病学术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不断

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在要目总览

基础医学期刊排名由 2008 年第 13 位，

上升到 2011 年的第 3 位，在近期出版的

2014 版要目总览中跃居基础医学类学科

第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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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摘登

中国科协发布
《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守则》

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大幅

增长，质量显著提升。在取得成绩的同

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在国际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时存在不规范行为。对此，我

们有必要重申和明确科技工作者的一些

科学道德行为规范。中国科协在商有关方

面后，制定了“五不”行为守则。本“五

不”行为守则中所述“第三方”指除作者

和期刊以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论文代

写”指论文署名作者未基于自身研究工作

和真实的实验数据亲自完成论文撰写而

由他人代理的行为；“论文代投”指论文

署名作者未亲自完成提交论文、回应评审

意见等全过程而由他人代理的行为。现发

布 “五不”行为守则，望科技工作者共

同遵守。

1．不由“第三方”代写论文。科技

工作者应基于自身研究工作和真实的实

验数据完成论文撰写，坚决抵制“第三方”

提供论文代写服务。

2．不由“第三方”代投论文。科技

工作者应学习、掌握国际学术期刊投稿程

序，亲自完成提交论文、回应评审意见的

全过程，坚决抵制“第三方”提供论文代

投服务。

3．不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

修改。论文作者委托“第三方”进行论文

语言润色，应基于作者完成的论文原稿，

且仅限于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完善，坚决抵

制以语言润色的名义修改论文的实质内

容。

4．不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科

技工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如需

推荐同行评审人，应确保所提供的评审人

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真实可靠，坚决抵

制同行评审环节的任何弄虚作假行为。

5．不违反论文署名规范。所有论文

署名作者应事先审阅并同意署名发表论

文，并对论文内容负有知情同意的责任；

论文起草人必须事先征求署名作者对论

文全文的意见并征得其署名同意。论文署

名的每一位作者都必须对论文有实质性

学术贡献，坚决抵制无实质性学术贡献者

在论文上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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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科技梦”科学传播圆梦奉献系列活动走进红安

一边是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一边是

湖北省微生物学会和中科院武汉病毒所

的共青先锋，他们间的物理距离虽然很

远，然而爱心却将他们紧密相连。

红安县七里坪镇杨李家村大斛联校，

是红安县的一所留守儿童寄宿小学，该小

学共有 6 个年级，约 57 名学生，9 位教

职员工，学生都是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的留

守儿童。近几年，虽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

学校的硬件设施有很大改善，但师资力量

匮乏，学生生活比较艰苦。

为此，湖北微生物学会与中科院武汉

病毒所联合在 2015 年 5-6 月间组织一次

主题为“心系山区，传递爱心在行动”爱

心捐赠活动。此次活动得到了中科院武汉

病毒所职工和研究生的热烈响应和积极

参与。

在贴有“伸出你我的手，让爱陪伴孩

子们成长”海报的募捐台前，志愿者们

每天都接受着来自研究所职工和研究生

捐赠的各种衣物、图书、爱心款。“今天

有一位年轻的老师捐赠了一箱崭新的儿

童书籍。”“今天又有老师捐赠了很多儿

童衣物和用品，还有很多同学捐赠了爱

心款。”志愿者们每天都会兴奋地向我们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当天的“收获”，在他

地方学会动态

们的话语中，时常能让我们感受到大家的

爱心之举所带来的温暖。在短短两周的爱

心捐赠活动中，武汉病毒所共有 102 位职

工和研究生参加了捐赠，募集爱心款项

3514 元（包括湖北省暨武汉微生物学会

捐款 2000元），募集到各类衣物近 800件，

各类图书 300 余本。

6 月 25 日，由湖北微生物学会和中

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组成的志愿者团队

带着大家的爱心，前往留守儿童就读的红

安县七里坪镇杨李家村大斛联校。大家首

先参观了学校的教室和师生宿舍，然后举

行了捐赠仪式；在捐赠仪式上，湖北省微

生物学会会员、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刘

欢博士表示：“科学传播不仅仅是传播

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和科学成果，更重要

的是传播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实质就

是实事求是。革命先烈曾秉承此信念建设

了新中国，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圆梦，圆一

个强国、富国和大国崛起的中国梦和科技

梦。要想实现这个梦想，需要老一辈的科

学家、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以及在座的各位

同学，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共同去实现。” 

接着，志愿者们将募集的衣服、文具

等用品全部转交到校长手上，同时还将用

爱心款购买的文具分发到每位学生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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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随后，刘欢博士为大斛联校的师生作

做了一场题为“生命探索的精彩瞬间”的

科普报告，以天花和狂犬病为例，向大家

介绍了病毒学的基本知识和用科学的方

法防治病毒性疾病的科普知识。

志愿者们还走访了当地比较贫困的 3

位留守儿童家中，与他们的爷爷奶奶进行

交谈，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和生活中的主

要困难，并送去了爱心款。他们得知我们

此行的目的后，在感谢之余更多地是希望

家中的孩子以后能够努力学习，有朝一日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涓涓细流可以汇成浩瀚大海，点滴爱

心可以汇成爱的洪流，我们坚信，这份爱

心一定能为这些留守儿童传承一份希望，

增添一份鼓励，同时也为构建和谐社会贡

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湖北省微生物学会  供稿）

第三届环渤海微生物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连召开

2015 年 8 月 16-18 日，由辽宁省微生

物学会、山东微生物学会、河北省微生物

学会、天津市微生物学会联合主办，由大

连民族大学承办的第三届环渤海微生物

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连召开，来自三省一

市的 76 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共 30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副秘书长肖昌松

研究员、副秘书长杨海花研究员，大连民

族大学校长刘玉彬教授，辽宁省科技厅鲁

英君处长，辽宁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李莉

研究员，山东微生物学会理事长陈冠军

教授，河北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张利平教

授，天津市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宋存江教

授、大连民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胡文

忠教授等出席开幕式。

环渤海微生物学术研讨会已经成功举

办两届，对加强环渤海三省一市微生物学

界的深度合作与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本届研讨会对推进科技资源相互开

放与共享，加大科技信息交流与科技合

作，联手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

本届研讨会主要内容为微生物前沿进

展、微生物资源开发及新技术应用、微生

物产品开发。会议邀请到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北京大学王忆平教授，中科院

百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

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刘双江研究员，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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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杰出人才、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赵宗保研究员，分别作了“生物固氮的

合成生物学研究进展”、“微生物对芳香

化合物的趋化”、“圆红冬孢酵母的系统

生物学研究”大会特邀报告，李莉研究员、

陈冠军教授、宋存江教授、吕志堂教授等

28 位国内知名专家作了大会报告。与会

专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共同探讨科

研成果，从工业、农业、医学、环境微生

物等领域为专家学者、企业精英搭建了深

度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收到会议论文 200 余篇，评选出优秀

论文 30 篇。收到研究生论坛学术墙报 32

个，民主投票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

秀奖。

本次研讨会是一次探索技术难题、展

示最新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的学术会

议，在活跃学术氛围、传递学术信息的同

时，促进了环渤海地区微生物学科的发

展，这对进一步发挥科技带动环渤海区域

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辽宁省微生物学会  供稿）

湖北省暨武汉微生物学会、重庆微生物学会
2015 年联合学术年会

 2015 年 8 月 21-23 日，“湖北省暨

武汉微生物学会、重庆微生物学会 2015

年联合学术年会”在美丽的“世界硒

都——恩施”圆满召开，大会的主题为“微

生物与生态环境”，鄂渝微生物领域的

207 位专家、学者、科技人员和研究生参

加了会议。本次大会旨在为鄂渝微生物学

工作者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成

果展示平台，促进强强联合，提升科技竞

争力，同时对微生物学科的发展和实现中

国中部崛起战略计划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重庆微生物学会理事长、第三军医大

学饶贤才教授和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

医院王松副院长分别致开幕词和欢迎词。

随后，湖北省暨武汉微生物学会理事长、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袁志明研究员讲

话，他希望鄂渝微生物学会为科技工作者

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微生物

学领域的科学家在教学、科研、成果推广、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强强联合，为我国微生

物学学科发展、为国民经济建设、为建设

和谐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希望鄂渝

科技工作者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多的

成果，并祝大会达到预期效果。中国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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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会副理事长、华中农业大学陈焕春院

士在青年论坛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介绍了

我国生物产业发展概况，强调基础研究必

须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并对青年科技人

员提出了殷切希望。

清华大学程功研究员和中科院武汉

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员分别作了题为

“Interaction between Flavivirusesand their 

mosquito vectors”和“蝙蝠 SARS 冠状病

毒的进化：从基因组到功能研究”的精彩

特邀报告；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晓昱教授、

第三军医大学的邹全明教授等 14 位专家

分别作了大会报告；中科院武汉病毒所

裴荣娟副研究员、重庆医科大学宋志新博

士等 14 位年轻学者作了青年论坛报告。

报告内容涵盖了工业、农业、医学、环境

等方方面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既有

创新研究成果，也有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展

示。每个报告后，代表与报告人都要就科

学问题进行互动提问和探讨，整个会场气

氛非常活跃。

为激励青年科技工作者，从青年论坛

报告中评选出 6 篇优秀论文进行了表彰和

奖励。

此次会议的专家和代表通过深入交流

和探讨，收获颇丰。大家一致希望鄂渝微

生物学会今后多组织学术交流活动，大家

共同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做贡献。

（湖北省微生物学会、重庆微生物学

会 供稿）

天津市微生物学会快讯

2015 年 8 月 12 日晚 11 时 34 分，天

津滨海新区天津港一危险品物流仓库发

生剧烈爆炸，导致人员伤亡惨重，灾情牵

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天津市微生物学会积

极响应天津市科协、市社团局的号召，充

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迅速投入到抢险救

灾和捐助善后工作中。

学会副理事长路福平教授和中国微生

物学会常务理事王磊教授分别组织在本

次爆炸中受到波及的天津科技大学、南开

大学泰达学院的教职工开展自救，第一时

间慰问暑期留校师生，确保他们的人身安

全，迅速修缮受损的校舍门窗和天花板，

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同时，学会各级领

导和会员积极开展捐助。学会副理事长、

天津市百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许

勤虎带领团队，分两批为受灾地区运送瓶

装水 2000 瓶、专用防护口罩 5000 个、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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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5000 顶、磁疗夏凉被 100 床，为广大

受灾群众和抢险官兵送去学会的温暖，尽

绵薄之力。学会资深会员李志新、董宝生

所在的天津市萌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向

一线施救消防官兵捐赠了数十箱自主研

发的多酶核酸生物营养素——九谷酵汁。

此外，部分理事单位也积极为灾区捐款捐

物，奉献爱心。此举充分体现了天津市微

生物学会坚持促进科技繁荣，为社会主义

建设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发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救灾精神，受

到了天津市科协的充分肯定和灾区群众

的广泛好评。

（天津市微生物学会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