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2015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 会议纪要................................................1

组织工作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九次常务理事会......................................3

会议纪要

第四届农业生态与环境安全学术研讨会......................................................5
第十五届全国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讨会..........................6
第 12 届全国海洋药物学术年会....................................................................7
第一届全国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青年学术论坛......................................7
第十一届全国病毒学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武汉现代病毒学国际研讨会..9
第十八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10
全国医学真菌学高级培训班........................................................................12
2015 第三届中国微生物与白酒酿造技术研讨会.......................................13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召开............................14
《家禽主要病毒病防制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科技成果评价会............15

热烈祝贺吴清平研究员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5
简讯

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丁家波喜获大北农

        科技奖创新奖二等奖............................................................................16
中国科协举办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报告会................................16
中国微生物学会获得“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称号....................16
第十九期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秘书长沙龙............................................16

期刊动态

《微生物学报》第十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成功召开................................17
2015 年《微生物学通报》京区编委会纪要...............................................18

地方学会动态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  河南省微生物学会......................................................19

学术活动计划

2016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学术活动计划...........................22



- 1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5 年第 4 期   总 102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2015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 会议纪要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主办，安琪酵母股

份有限公司、三峡大学、湖北省微生物学

会、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共同承办

的“2015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

于 2015 年 10 月 23 － 27 日在湖北省宜昌

市隆重召开。24 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在

宜昌市馨岛国际酒店瞿塘厅举行，中国微

生物学会东秀珠秘书长主持开幕式，中国

微生物学会理事长邓子新院士致大会开

幕辞。邓子新理事长代表中国微生物学会

和大会组委会对到会的嘉宾和代表表示

热烈欢迎，对支持和赞助本次大会的 20

多家单位和公司表示衷心的感谢，宜昌市

常务副市长宋文豹、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李莹 副巡视员、湖北省微生物学会理事

长袁志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

副所长肖庚富研究员、三峡大学校长何伟

军教授、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俞

学锋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中国微生物

学会副理事长黄力研究员、曲音波教授、

张先恩研究员、盛军教授、徐志凯教授和

杨瑞馥研究员，出席了本次大会。共来自

全国的 1200 多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

本次大会收集和编录了《2015 年中

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其

中包括 1 篇 “纪念中国微生物学界前辈

事迹报告”、4篇大会报告、42个主旨报告、

98 个分会场报告的摘要及 392 篇论文摘

要。

本次年会的开场报告是中国微生物学

界前辈事迹报告，由复旦大学的钟江教授

做了题为“纪念植物病理和病毒学家、教

育家王鸣岐教授”的报告，追忆和回顾了

王先生“手脑并用，理实结合，加强基础，

服务生产”的献身科学、服务社会的一生。

前辈科学家报效国家和奉献社会的精神，

感动和激励着后辈学者为祖国的科研事

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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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徐建国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黄力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张先恩研究员和上海交通大学赵立平

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微生物和国家安

全”、“微生物在重要元素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中的驱动作用”、“分子生物传感与

细胞分子事件的可视化”和“肠道微生物

组对人体代谢表型的影响”的大会报告，

使参会代表了解到微生物学科国际前沿

和国家对未来微生物学领域支持的方向，

对年轻科研人员有引导作用。

本次学术年会围绕 “微生物与可持

续发展”主题，设置了六个分会主题，分

别为：“微生物资源挖掘与利用”、“病

原微生物与人类健康”、“微生物与环境

健康及保护”、“微生物合成生物学”、

“微生物代谢与生物技术创新”和“青年

科学家论坛”。共有近 140 位代表在六个

主题中做了主旨报告和分会报告，会场交

流非常的热烈。主旨报告的报告人大多数

是近年来获得国家杰出青年资金或优秀

青年基金资助的年轻的科学家，以及百人

计划、青年千人计划的获得者。经过一天

半的报告和交流，共评出 28 位优秀报告

人。其中，申玉龙教授、彭方副教授、杨

洋教授、林建群教授、吕明副研究员、王

秀伶教授获得“微生物资源挖掘与利用”

主题的优秀奖；冯耀宇教授、吴卫辉教授、

李君文研究员、孙红妹研究员、黄广华

研究员、李朝阳研究员、王汉中研究员、

邓教宇研究员获得“病原微生物与人类健

康”主题的优秀奖；刘秋教授和谢冰教授

获得“微生物与环境健康及保护”主题的

优秀奖，朱广义副研究员和刘天罡教授获

得“微生物合成生物学”主题的优秀奖；

刘钢研究员、杨琛研究员、卞小莹副研究

员、叶邦策教授、鞠建华研究员、高超副

教授获得“微生物代谢与生物技术创新” 

主题的优秀奖；郑振华副研究员、楼慧强

教授、高贝乐研究员和叶健副研究员获得

“青年科学家论坛”的优秀奖。李晶、杨

海泉、郑世玲、韩墨和张明明 5 位代表获

得优秀墙报奖。

10 月 26 日，会议组织参会代表参观

了宜昌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和三峡大

学，在参观过程中进行了多方面交流。

本次会议在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三峡大学、湖北省微生物学会、中国科学

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大力协助下顺利召

开，圆满成功。安琪酵母股份股份有限公

司和三峡学大高度重视本届年会的承办

服务工作，安琪公司董事长俞学锋指导组

建了专门的会议服务团队，三峡大学也组

织了大学生志愿者参加会议接待工作。本

次年会的会务安排井然有序，工作周到、

细致、热情，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普遍赞誉。

中国微生物学会对支持和赞助本次会

议的以下单位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湖北省微生物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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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三峡大学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武汉未来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施普林格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苏州金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伯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物芯片

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粤行仪器有限公司

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广州市尤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康润诚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韩国 ChunLab 生物信息分析公司

上海锐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锐翌基

因）

天津生物芯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诺禾致源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伟恩斯技术有限公司

喀斯玛 . 科苑商城（北京中科资源有

限公司）

《Virologica Sinica》《中国病毒学（英

文版）》编辑部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编辑部     

《病毒学报》编辑部  

《微生物学报》编辑部

《生物工程学报》编辑部

《微生物学通报》编辑部  

组织工作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九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九次

常务理事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晚上

在湖北宜昌馨岛国际酒店 26 层会议室召

开，出席会议的有理事长邓子新院士，副

理事长黄力研究员、曲音波教授、张先恩

研究员、盛军教授、徐志凯教授、杨瑞馥

研究员，秘书长东秀珠研究员，常务副秘

书长肖昌松研究员，常务理事李俊研究

员、姚咏明研究员、谭华荣研究员、庄英

萍教授、郭俊研究员、覃重军研究员、程

池研究员、陈向东教授、姜瑞波研究员、

肖亚中教授、赵国强教授、刘文军研究员、

焦炳华教授、夏立秋教授、金城研究员、

李越中教授、胡福泉教授、李若瑜教授、

王磊教授、倪健教授、张霆研究员、谷海

瀛教授，委托他人代为出席会议的常务理

事有：朱巍巍（代表李莉）、闫新（代表

李顺鹏）、梁华（代表邵一鸣）、丁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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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冯忠武）、张炳炎（代表范泉水）、

万康林（代表徐建国院士）。部分常务理

事因公来电请假未能出席会议，但表示同

意多数常务理事的意见。学会副秘书长杨

海花研究员和学会办公室主任王旭列席

了会议。

会议由理事长邓子新院士主持，会议

纪要如下：

1. 东秀珠秘书长做了 2014 年 8 月 

-2015 年 10 月中国微生物学会工作汇报，

与会者对学会的工作进行了肯定。

2. 肖昌松常务副秘书长做了中国微生

物学会理事会换届前期各项准备工作的

汇报。

3.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全票通过

了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各省、

市、自治区理事候选人名单、第十一届

理事会 21 个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候选人

名单和 6 个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候选人

名单。

4.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全票通过学

会负责人候选人名单：中国微生物学会第

十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候选人为邓子新院

士，副理事长候选人为黄力研究员、邵一

鸣研究员、徐志凯教授、杨瑞馥研究员、

焦念志院士、徐建国院士、张克勤教授、

王磊教授，秘书长候选人为东秀珠研究员。

会议责成学会办公室公示候选人名单。

5. 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第

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

由陕西省微生物学会和西安交通大学承

办，在陕西西安召开，举办时间初步定为

2016 年 10 月下旬。

6. 会议讨论并举手通过了中国微生物

学会农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申请成立

“中国农业微生物科技馆”的事宜，责成

学会办公室协助该专业委员会将相关材

料按照科协规定上报。

7. 根据中国科协的精神和学会常务理

事的建议，对《中国微生物学会专业委员

会（或分会）管理办法》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修改。

此外，常务理事还对学术年会的主题

设立等事项进行了讨论。建议设立大会报

告和主旨报告人到会情况统计，对无故不

到场报告者进行记录并将停止再次参会报

告的可能。另外，大会报告的致辞人数和

致辞的时间应当有严格的限制、保证大会

开幕式按时完成。分会场报告的主题可以

听取各专业委员会的建议，再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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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农业生态与环境安全学术研讨会 纪要

6 月 27 日至 28 日，“第四届农业生

态与环境安全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此

次研讨会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微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微

生物技术分会、农业部农业环境重点实验

室、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污染控制与循环

利用产业创新联盟联合主办，厦门大学环

境与生态学院协办。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福建省农

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等

单位的 100 余名专家参加了会议。本次会

议主题为“保障农业环境安全，促进绿色

食品生产”，会议围绕我国退化土壤修复、

污染土壤治理、农业清洁小流域建设、农

业源污染防控、有机污染物资源化安全利

用、生态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最新

研究进展、成果进行了学术交流和研讨。

6 月 27 日上午，“第四届农业生态

与环境安全学术研讨会”在厦门白鹭宾馆

举行。会上，我校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

曹文志致开幕辞，并作了题为《竹林河岸

系统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削减和净化》的学

术报告。与会部分代表也作了大会学术交

会议纪要

流报告，其中环境与生态学院党委副书记

周克夫也介绍了重组胸腺素 alpha 原在免

疫增强剂中的作用研究。

根据议程安排，6 月 28 日上午，会议

在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金泉楼 A239

会议室继续举行。近 60 位参会代表参会，

会议由周克夫主持。会上，环境与生态学

院副院长郑海雷向参会代表介绍了环境

与生态学院的基本情况。随后，环境与生

态学院院长李庆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部分参会代

表在金泉楼 A220 会议室进行座谈，双方

就如何结合环境生态领域与农业领域开

展合作研究等事宜进行了充分讨论和交

流。此外，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 6 位专家还向我校

学生进行了宣讲，介绍了农业气候变化、

农业减灾及物联网、设施植物工厂、清洁

流域及土壤侵蚀等科研领域相关情况。

会议期间，参会代表先后在厦门大学

思明校区、翔安校区进行了实地参观和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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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全国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
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会议纪要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普通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农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微生

物教学工作委员会主办，新疆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和新疆微生物学会共同承办

的“第十五届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

果产业化研讨会”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至

26 日在新疆师范大学成功举行。新疆师

范大学王晓峰副校长、自治区科协副主席

阿布都艾尼 •依干拜迪及科协学术部部长

艾斯咯尔 •塔瓦库力、新疆师范大学教务

处处长孙卫国教授、研究生处副处长阿里

木江 •哈斯木等领导出席会议，王晓峰副

校长和自治区科协阿布都艾尼 •依干拜迪

作了重要讲话。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

果产业化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本次研

讨会的主题是：（1）大学生素质教育背

景下的微生物学创新教学模式和实践教

学改革；（2）微生物学学科建设及研究

生培养；（3）微生物学科学研究进展（基

础、工、农、医、兽医微生物学等）；（4）

微生物技术成果产业化；（5）教学、科研、

产业化相互促进及教师队伍培养等。来自

全国各地知名高校和研究院所的 90 余位

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交流微生物学教学和

科研学术成果。

学术研讨会特别邀请了武汉大学陈向

东教授、山东大学李越中教授、上海交通

大学郭晓奎教授、华中农业大学孙明教

授、华中农业大学陈雯莉教授、南开大学

李明春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袁生教授、西

南大学谢建平教授以及广西大学冯家勋

教授作为本次学术会议的主持人，上海交

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

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等 16 所高校和科

研院所为大会作了创新微生物教学模式、

环境资源微生物等内容的精彩报告。

本次研讨会首次设立了青年教师论坛

和研究生论坛。来自武汉大学、山东大学、

南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等 5

所高校的青年教师参加了青年教师论坛；

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 8 名研究生

参加了“‘叶希丽杯’研究生论坛”。两

个论坛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以肯定

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对微生物学教学和科

研工作的贡献。

闭幕式上，武汉大学陈向东教授对本

次会议作了总结。本次会议是新疆师范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科首次承办全

国级别的重要会议，为参会代表提供了良

好的展示和交流平台，也为该校微生物学

科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合作机遇，使学科

更多“走出去，引进来”，教学和科学研

究提升到更高层次。本次会议得到叶希丽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赞助。

（新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供稿）



- 7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5 年第 4 期   总 102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第 12 届全国海洋药物学术年会在浙江舟山举办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海洋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联合中国药学会海洋药物专业委

员会、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海

洋分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药物学分会、

中国药理学会海洋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

共同举办的第 12 届全国海洋药物学术年

会于 2015 年 10 月 26~27 日浙江省舟山

市顺利召开。本届会议由国家 863 计划海

洋技术领域办公室支持，浙江海洋学院承

办。会议的主题是“加快海洋创新药物研

发，提升蓝色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微生

物学会常务理事、海洋微生物学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焦炳华教授以及海洋微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 11 名委员出席会议；来自

全国 20 个省市 110 家单位的 320 余名代

表参加会议。

本届年会围绕海洋药用生物资源学、

海洋天然产物化学、海洋化学生态学、海

洋药物的合成、海洋合成生物学、海洋天

然产物药理与药剂学、海洋中药、海洋药

物药理学、海洋生物功能制品、海洋药物

开发利用技术等 10 个议题的新成就和进

展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我专委会主

任委员焦炳华教授受邀在大会上作了“海

洋抗体偶联药物”的特邀报告，专委会多

名委员就“海洋微生物规模发酵”、“海

洋共生微生物研究策略”、“海洋微生物

基因组挖掘”、“海洋微生物创新药物”

等内容作了专题报告。本届会议为我国海

洋药物工作者和企业界提供了一个高水

平的交流平台。

（中国微生物学会海洋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  供稿）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学
组成立暨“第一届全国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青年学术论

坛”会议纪要

青年是最具创造性思维，最具发展潜

力的人才，也是学会的重要力量。为进一

步促进青年学者的成长与发展，发挥学会

在组织团结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中

的作用，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

与免疫学专业委员会主办，重庆微生物学

会和第三军医大学共同承办的“第一届全

国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青年学术论坛”

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 -15 日在重庆市第

三军医大学成功举办。14 日上午，会议

举行了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与

免疫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学组成立暨第一



- 8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5 年第 4 期   总 102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次全体学组委员会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胡福泉教授首先介绍了专业委员会的

发展历史以及专业委员会对青年委员的

期望和对青年学组活动的规范要求；随

后，饶贤才教授报告了青年学组的筹备过

程，主持选举了青年学组的组织机构，提

出了青年学组下一步的工作打算。会上各

位青年委员集思广议，为青年学组的发展

献策献计，希望青年学组稳健发展。

14 日下午开始，举行了第一届全国

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青年学术论坛，军

事医学科学院的周冬生研究员、杨光研究

员，何彪助理研究员、张湘莉兰助理研究

员，刘威助理研究员，第三军医大学的饶

贤才教授、张慧东教授、李明副教授，第

二军医大学的秦照玲讲师，四川大学的逯

光文研究员，成都医学院的贾旭教授，浙

江大学的胡玮琳助理研究员，首都医科大

学的曹敬荣主治医师，安徽医科大学的赵

俊讲师，上海生物制品所的罗剑助理研究

员，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宋武琦副教授等就

病毒的入侵感染机理、通用流感疫苗和登

革病毒疫苗的设计、细菌的耐药及毒力传

播分子流行病学机制、钩端螺旋体的致病

及免疫机制、中枢神经系统真菌感染的检

测及病原微生物的现场快速检测技术、微

生物学教研室转化医学平台的建设等专

题进行了报告。青年委员们积极提问，热

烈讨论，切磋质疑，对报告人下一步工作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参会的青

年委员同时来自于基础与临床两个方向，

一些临床实践中的问题如何通过基础研

究来探索解决也是会议期间深入交流的

重要方面。与会者一致反映通过此次学术

研讨，开阔了眼界，了解到医学微生物学

与免疫学的最新进展，并且相互了解了基

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资源与优势，为下一

步开展实质性合作奠定了信息基础、信任

基础和信心基础。

论坛结束之后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就

有一些青年委员之间的合作已经实质性

启动，这充分反映了青年学者们对科研工

作的热情，也反映了青年学组确实能为青

年学者的成长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青年

学组的成立，为工作在第一线的青年学者

们搭建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必将推动医

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领域青年学者的成

长，为这些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再送上宝贵

的一程，从而让他们策马扬鞭，驰骋于科

学的疆场。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

物学与免疫学专业委员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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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病毒学学术研讨会暨
第六届武汉现代病毒学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

会、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德国病毒

学学会共同主办，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

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

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承办的“第十一届全

国病毒学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武汉现代

病毒学国际研讨会”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至 25 日在湖北武汉召开。本次会议得

到了中国生物工程学会、湖北省科学技术

协会、湖北省微生物学会、湖北省生物工

程学会、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等的大力支

持。

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法国、芬兰

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 1388 位病

毒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及科研工作者

出席了本次会议。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饶子和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高福院士，复旦大学闻玉梅院士，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方荣祥院士，德国病

毒学学会副主席 Hartmut Hengel 教授，中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副主任杨维中研

究员、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邵一鸣研

究员、病毒病所所长李德新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张先恩研究员，中

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陈新文研

究员、副所长唐宏研究员、胡志红研究员，

解放军第三�二医院王福生教授，复旦大

学党委副书记袁正宏教授，中国医学科

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研究员，

苏州大学副校长熊思东教授，中国食品药

品检定研究院副院长王佑春研究员，中国

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李琦

涵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副

所长蓝柯研究员，香港大学管轶教授，美

国佐治亚大学何飙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

鲁元安教授，清华大学张林琦教授、程功

教授，北京大学鲁凤民教授、李毅教授，

中山大学黄文林教授，南京大学吴稚伟教

授，首都儿科研究所钱渊教授，华中农业

大学金梅林教授，天津大学杨海涛教授，

辽宁大学刘宏生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夏雪

山教授，南开大学乔文涛教授，广西医科

大学梁浩教授，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

物流行病研究所秦成峰研究员等出席了

本次会议。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武汉大

学吴建国教授主持大会。中国微生物学会

病毒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高福院士、武

汉大学副校长李斐教授、湖北省科学技术

协会副主席曾宪计同志分别在开幕式上

致辞。饶子和院士、高福院士、方荣祥院

士、Hartmut Hengel 教授、吴建国教授、

邵一鸣教授在大会上分别作了“肠道病毒

入侵机制和抗病毒药物及 VLP 疫苗的探

索”、“病毒跨物种传播：流感、MERS

与埃博拉”、“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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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毒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前景”、“人

巨细胞病毒编码的 FCγ 受体：先天免疫

和适应性免疫之间的调节蛋白”、“探索

病毒感染与宿主免疫”、“组合艾滋病毒

疫苗的设计及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进

展”主旨报告和特邀报告。

本次会议共收录论文摘要 390 篇，会

议期间组织了学术报告共 96 个，包括：

主旨报告 3 个、特邀报告 34 个，大会报

告 59 个。会议期间还展示了 77 个墙报，

经过专家和与会代表评审，最终遴选出墙

报特等奖 1 个和优秀奖 5 个。大会围绕国

际病毒学研究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以及

病毒性传染病防控的重大社会问题开展

深入探讨，内容翔实丰富、水平国际领

先。专家学者们介绍了新发病毒、突发病

毒、慢性病毒感染的最新研究进展，阐述

了植物病毒、昆虫病毒、动物病毒、人类

病毒的研究现状，概述了基础研究、应用

研发、临床研究、病毒病防控的新理论

与新技术，阐明了病毒入侵、病毒复制、

病毒组装、病毒释放的分子机制，探讨了

病毒感染与致病、病毒复制、宿主免疫应

答的重要机理。会议期间，闻玉梅院士为

中国病毒学国际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德

国 Michael Roggendorf 教授颁发了国际合

作奖；武汉大学郭德银教授介绍了病毒学

先驱向近敏教授的学术成就。本次大会盛

况空前，非常成功，得到了全体与会代表

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

应。

通过本次会议，增进了我国学者之间

以及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

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病毒学基础研究水平，

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病毒性疾病尤其

是新发、突发病毒性传染病的检测、监测、

预防和控制技术的发展。

  ( 中国微生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  

供稿 )

第十八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

“第十八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

讨会”于 2015 年 11 月 21 日至 24 日在江

苏镇江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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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江

苏大学联合承办。大会云集了海内外 620

余位代表，参会人数规模空前，大会共收

到论文及摘要 232 篇，编辑了《第十八次

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

集》。

开幕式由大会组织委员会主任、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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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学蒋建东教授主持，中国微生物学

会环境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李顺鹏

教授致开幕词，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副秘

书长肖昌松研究员到会并致词，南京农业

大学副校长丁艳峰教授致了欢迎辞，镇江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宗元先生出席大会

并讲话。简浩然基金会监事简探微女士介

绍了简浩然先生生平及简浩然环境微生

物基金的由来，大会评选了 20 个简浩然

环境微生物优秀论文奖和 1 个优秀环境工

程奖，并颁发了奖杯和荣誉证书。中国科

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赵其国院士、中科院

微生物研究所刘双江所长、中科院城市环

境研究所朱永官所长、江苏大学李洪波副

校长、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林先贵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吴庆龙研究员、华中农业大学喻子牛教

授、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姜瑞波研究

员、安徽大学肖亚中教授、江苏省微生物

学会理事长袁生教授、环境微生物专委会

副主任等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本次大会邀请了赵其国院士作大会特

邀报告，赵院士就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土

壤环境污染及治理对策等内容作了生动

而精彩的报告。此外，大会还邀请了国

际著名的环境微生物学专家 UC davis 的

Rebecca E. Parales 教授和斯坦福大学吴唯

民研究员来做主旨报告。此外，喻子牛教

授、朱永官研究员、许平教授、吴庆龙研

究员、王爱杰教授、赵方杰教授、荀鲁盈

教授、王革娇教授、周宁一研究员、蒋建

东教授等 20 位专家做了大会报告，分别

就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微生物转化、

污染物的微生物降解与代谢机制、环境微

生物生态学、重金属污染治理等内容做了

精彩的大会报告。大会还分别设立了环境

微生物学前沿基础、污染物降解与微生物

修复、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环境生物技

术、微生物资源与微生物生态 4 个分会

场报告，近 60 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报告交

流，代表们交流热烈、沟通积极，创造了

良好的学术研讨氛围。本次大会特别注重

poster 交流，共收到 57 个 poster，经评选

委员评选，10 篇 poster 获得优秀 poster

奖并获得了奖励。

研讨会期间还召开了环境微生物学专

业委员会会议、环境微生物学教学会议、

青年学子与专家面对面、“环境微生物组

计划”圆桌会议活动等。经承办单位申请

和专业委员会讨论，决定第十九次全国

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由西南大学于

2016 年 11 月份中旬在重庆举办。

本次大会得到了中国微生物学会的全

程指导以及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和江苏大学的大力支持，

会议承办单位精心组织，做了大量辛勤

劳动，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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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专业委员会医学真菌
学组成立暨“全国医学真菌学高级培训班”会议纪要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与免疫

学专委会和解放军总医院微生物科联合

主办，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及海南省医

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承办的“全国医学真

菌学高级培训班”于2015年10月27日 -31

日在美丽的海南省三亚市成功举办。解放

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栾复新院长出席了开

幕式，张福副院长致欢迎词，中国微生物

学会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专委会主任委

员胡福泉教授讲了话，钟南山院士发来了

视频寄语，对医学真菌学组给予殷切的希

望。出席的嘉宾还有中国微生物学会真菌

学专委会主任委员李若瑜教授，海南省医

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主任委员符生苗教

授等。培训班专门邀请了美国顶级医学真

菌学专家、《医学重要真菌鉴定指南》的

唯一作者、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病理及实验

医学系终身教授 Davise H Larone 女士，

美国临床微生物学主要奠基人、《临床微

生物手册》的主要编著者、爱荷华大学医

院真菌检测实验室主任 Michael A Pfaller

教授，美籍华人、美国纽约斯隆 - 凯特琳

肿瘤纪念医院实验医学系和内科系研究

员丶临床微生物科主任汤一苇教授，香港

微生物实验室技术总监梁皓钧先生及全

国微生物学教学，实验室检测和临床抗感

染治疗领域的多位知名专家参与了授课。

来自全国各地的 120 余位参会人员接受了

一次医学真菌学的高级培训，在授课专家

对真菌形态鉴定、药物选择、分子生物学

检测、医学真菌学教学改革等精彩内容讲

授期间，还特别举行了病例分享，专家引

导的互动讨论，激发了参会人员对医学真

菌学的兴趣，调动了参会代表的积极性，

现场气氛活跃。与会者一致反映通过此次

学习，对医学真菌检测及真菌感染性疾病

的诊断和治疗有了新的认识，学到了医学

真菌鉴定的新方法，新思路，受益匪浅。

在培训期间，还举行了中国微生物学

会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专委会医学真菌

学组成立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专委

会胡福泉教授讲述了学会的发展历史以

及专委会对学组委员的期望和对学组活

动的规范要求，宣布了沈定霞教授作为医

学真菌学组组长。随后，沈定霞教授报告

了医学真菌学组的筹办过程，宣布了副组

长，秘书长，秘书，常务委员和委员名单，

提出了学组下一步的工作打算，会上各位

委员集思广议，为学组发展献策献计，希

望逐步成立由多地区组成的医学真菌联

合监测，编译供广大临床及实验室使用的

医学真菌学工具书，举办医学真菌检测与

临床的学术活动。医学真菌学组的成立，

为工作在第一线的同仁们搭建了真菌学

习和交流的平台，必将推动我国医学真菌

学检测，抗真菌感染以及医学真菌学教学

改革的快速发展。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

学与免疫学专业委员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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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第三届中国微生物与白酒酿造技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

2015 年 12 月 2-4 日，由中国微生物

学会工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酒

业协会白酒分会主办，宜宾五粮液股份有

限公司和宜宾学院承办的 2015 第三届中

国微生物与白酒酿造技术研讨会在中国

酒都四川宜宾举行。230 余位来自全国白

酒生产企业，从事酿酒微生物研究的科研

机构、大专院校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共聚

白酒行业微生物技术创新盛会。

中国酒业协会白酒分会会长宋书玉代

表大会组委会致开幕辞，中共宜宾市委副

市长于滨代表宜宾市人民政府对大会的

隆重召开表示祝贺，国家卫计委监督中心

处长王永芳为大会致辞。五粮液公司副总

经理彭智辅，宜宾学院副校长王藩侯代表

承办单位分别致欢迎辞。中国工程院院

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教授，国家

微生物资源平台主任姜瑞波研究员，江南

大学副校长徐岩教授，宜宾市科学技术局

局长高一川，天津科技大学副校长路福平

教授等嘉宾出席开幕式。

本届大会围绕“白酒酿造微生物菌种

资源挖掘、代谢产物分析与功能研究、

及酿造技术，微生物与白酒香型、特征、

风味和品质的关系，以及现代微生物研

究和分析技术在白酒生产中的应用”共

分享了 17 个专家报告，孙宝国院士开展

了题为“中国白酒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的特邀报告，五粮液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赵东对“技术创新在五粮液发展过程中

的支撑作用”作了介绍，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中科院微生物所、清华大

学、江南大学、中国农大、天津科技大学、

贵州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的知名学者

带来精彩报告，茅台、泸州老窖、汾酒、

劲酒等白酒生产企业和从事酿酒微生物

研究的近百家单位代表，围绕会议报告

展开热烈的交流和探讨。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院长、中

国微生物学会工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程池教授在会上开展了题为“中

国白酒酿造微生物菌种研究”报告，受

到参会代表的广泛关注。本届会议的召

开为传统白酒产业注入了科技活力，为

白酒酿造技术的科技创新和应用实践带

来更大机遇，对白酒企业应用现代生物

技术改造传统工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促进传统白酒产业技术升级，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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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召开

 2015 年 12 月 14 日上午，中国科协

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在

中国科技会堂 B103 会议室召开。中国科

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正式成立于 2015

年 10月 15日，由 11个全国一级学会发起，

目前共由 18 个生命科学领域相关的国家

一级学会组成，包括中国动物学会、中国

植物学会、中国昆虫学会、中国微生物学

会、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中

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

分子生物学学会、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中

国遗传学会、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中国神

经科学学会、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中国生

理学会、中国解剖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

程学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免疫学会和

中国认知科学学会。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

会联合体主席团是由 18 位各个学会的理

事长组成的。13 位主席团成员出席本次

会议，各学会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参加了

会议。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中国科协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陈章良，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王春法，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部长宋军，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

联合体的轮值理事长饶子和院士主持，首

先由陈章良副主席介绍了中国科协生命科

学学会联合体成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联

合体轮值秘书长陈晔光介绍了联合体成立

背景等情况。主席团成员围绕联合体章程

修改、联合体徽标及网站设计方案、探讨

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可行性、酝酿设立生

命科学大奖、筹备 2016 年世界生命科学

大会事宜等事项逐一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最后，尚勇书记代表中国科协讲话，指出

中国科协将从工作地点、工作人员、工作

经费等方面做好对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

联合体的服务和支撑工作，全力支持中国

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举办 2016 世界

生命科学大会，力争将世界生命科学大会

办成一次具有战略高度的国际学术会议，

扩大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希望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

合体要集成力量，协同创新，为提升我国

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水平、创新能力做出

积极贡献。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邓子新

院士作为主席团的成员出席了此次会议，

并代表学会对各项议题发表了意见，提出

了建议。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秘书长杨海花

研究员参加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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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主要病毒病防制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科技成果评价会在京召开

热烈祝贺吴清平研究员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微生物学会受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家禽研究所的委托，于 12 月 29 日上午在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会议中心第八会议室

组织专家对其完成的科技成果《家禽主

要病毒病防制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进行

了会议评价。会议由中国微生物学会肖昌

松常务副秘书长主持，介绍了参加会议的

有关领导、嘉宾和专家，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万书波院长、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科技处处长杨怀义代表项目主要完成单位

致辞，感谢专家到会对项目进行指导，中

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中国微生

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高福院士简

单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会

议宣布了中国微生物学会邀请的专家组名

单：专家组组长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军

事兽医研究所夏咸柱院士、副组长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周蛟研究员、

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崔治中教授、

成员有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

2015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吴清平研究员成功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微生物学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究所金宁一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

院沈建忠院士、湖南省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院印遇龙院士、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才学

鹏研究员、河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王

家鑫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周继勇教授。中

国微生物学会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刘

文军研究员、学会办公室主任王旭和山东

省农业科学院家禽所等约 20 余人参加了

会议。

评价会议由专家组组长夏咸柱院士主

持，成果主要完成单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家禽所秦卓明研究员向专家组汇报了科技

成果内容，专家组专家对该科技成果进行

了质询和充分的讨论，并从成果的形式和

内容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形成

了评价结论。

此次科技成果评价会议是中国微生物

学会首次对专业项目进行第三方评价，有

利于学会探索如何逐步承接政府转变职

能，今后将逐步建立完善的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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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微生物学专

业委员会委员丁家波喜获大北农科技奖

创新奖二等奖

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丁家波研

究员主持的“布鲁氏菌参考血清库建设

及 ELISA 诊断试剂盒的开发应用”课题，

获得 2015 年度大北农科技奖创新奖二等

奖。该项目立足于布鲁氏菌病（布病）诊

断技术的研究，系统地解决了我国在布病

诊断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形成了可

推广应用的研究成果，包括布病参考血清

库，布病阳性血清国家标准品及布鲁氏菌

ELISA 诊断试剂盒等。

2. 中国科协举办学习贯彻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报告会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下午，中国科协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辅导

报告会在科技会堂举行。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

任韩文秀应邀作辅导报告。中国科协党组

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主持

报告会，中国科协在京常委、党组书记处

领导、机关全体干部、直属单位处以上干

部、全国学会负责人共计 400 余人参加了

报告会。韩文秀从“十二五”发展成就、

“十三五”发展目标、“十三五”发展理念、

“十三五”发展的重大任务和重大举措、

确保把“十三五”的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

等五个方面，深刻阐述、深入解读十八届

简讯

五中全会精神。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秘书长

杨海花研究员参加了报告会。

3. 中国微生物学会获得“全国学会

科普工作优秀单位”称号

中国微生物学会充分发挥全国性学会

的组织优势、人才优势和动员优势，有效

动员科技工作者，围绕公众关切的社会热

点开展科普进课堂等活动，丰富科普内

容，不断提高科普的实效性和覆盖面，为

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做出自己的贡献。被评

为“2015 年度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

位”，这是学会科普工作继 2014 年获奖

后再次获得中国科协的褒奖。

4. 第十九期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

秘书长沙龙召开

    2015 年 12 月 10-11 日，由中国科

协主办、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承办的“第

十九期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秘书长沙

龙”在北京静之湖酒店会议中心召开。中

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的范唯副部长等同志，

以及来自 34 个全国性学会的 39 名秘书长

参加了本次秘书长沙龙。与会人员围绕互

联网 + 与学会协同发展、中国科协生命

科学学会联合体及国防科技社团联盟的

成立与运作等相关事宜进行了充分的讨

论和交流。会后，代表们参观了中国科学

院电工研究所的超导与新材料应用研究

等实验室。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秘书长杨海

花研究员参见了此次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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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动态

《微生物学报》第十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成功召开

2015 年 11 月 17 日，《微生物学报》

第十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国科

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召开。会议由《微生物

学报》主编谭华荣主持，参加会议的编委

会成员有白林泉、陈保善、陈冠军、东秀

珠、段康民、何群、黄力、黄英、李文均、

李越中、刘钢、曲音波、沈萍、孙明、谭

华荣、陶勇、王忆平、温廷益、向华、杨

瑞馥、朱旭东等以及编辑部的全体成员，

共计 24 人。此次会议因故没能到会的编

委会成员胡福泉教授、方维焕教授等，也

通过 E-mail 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返回了

编辑部。

会议首先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副所长、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东秀

珠研究员代表《微生物学报》主办单位

致辞，对与会代表的编委专家表示欢迎

和感谢。接下来中科院微生物所期刊联

合编辑部武文主任简要介绍了中国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期刊的管理模式及现状。

《微生物学报》编辑部主任张晓丽博士，

则通过详细的数据和分析，汇报了《微

生物学报》近几年的工作进展和不足。

最后谭华荣主编对本届编委会的工作进

行了小结，提出了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推

动刊物学术水平，提高刊物影响因子”，

同时对编委们的热心支持和无私奉献表

示了衷心的感谢，并对编辑部的工作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接下来的自由讨论环节中，与会

编委围绕如何提高《微生物学报》的学术

质量和国内外影响力，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专家认为，应最大限度地发挥编

委会的作用，特别是在推荐和组织优秀稿

件，组织专刊专栏方面。应加大综述比例，

加强组稿力度。针对当前研究热点和前沿

问题，会上已初步提出 2016 年可在微生

物遗传、合成微生物学、微生物组学、以

及环境健康等领域策划选题。会议同时明

确《微生物学报》所做主题专刊应为正刊，

且来稿均严格遵守三审三校制度，组织稿

源质量要优于自由来稿。 

此外，在讨论中，编委们对期刊定位、

稿件的审稿流程、栏目设置、是否创办英

文刊、中英文双语出版、增加英文摘要的

长度、微生物名词统一等问题，也给出了

很好的建议。这些，编辑部将一一整理出

来，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落实。

本次编委会会议，极大地增强了编辑

部办好《微生物学报》的信心，对学报今

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相

信有主编及各位编委专家的支持，《微生

物学报》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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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微生物学通报》京区编委会纪要

2015 年 11 月 27 日，经历了一场大

雪洗礼后的北京天寒地冻，《微生物学通

报》的 11 位京区编委冒着严寒齐聚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为《微生物学通报》

的发展出谋划策、共商发展。他们分别是

主编赫荣乔研究员，副主编邱并生研究

员，常务编委丁家波和张博润研究员，编

委陈晓英、东秀珠、韩黎、刘志培、阎锡

蕴、余利岩研究员及索继江副主任技师。

其余因故未能参加的京区编委也致函致

电向编辑部说明原委，表示会认真落实会

议精神，为《微生物学通报》贡献力量。

《微生物学通报》编委们均展现出对期刊

的大力支持和高度责任感。

会议由赫荣乔主编主持，兼任中科院

微生物所副所长和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

长的东秀珠编委对到会的《微生物学通

报》京区编委表示了热烈欢迎，并肯定了

《微生物学通报》的进步。

在听取了《微生物学通报》2013-

2015 年的工作报告及取得的成绩后，与

会编委对编辑部的付出给予了鼓励，为

《微生物学通报》取得的成绩感到欣喜，

同时希望《微生物学通报》能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将期刊质量提升到更高层次。

在讨论环节，与会编委们群策群力，

商定了五项事务。（1）2016 年《微生物

学通报》全体编委会将结合学术讨论会召

开，方便编委参会；（2）将继续结合专

业学术会议组织出版高质量的专刊，编委

将和编辑部一起，大力邀约各领域重要的

学术带头人撰写专刊稿件；（3）期刊要

进一步扩大宣传，除了解和提升期刊的被

认可程度外，编委将在各自领域宣传《微

生物学通报》和吸引优秀稿件；（4）编

委可以亲自或邀请专家撰写短评类文章，

对国内外发表的热点文章进行点评；（5）

编辑部将在年底对贡献突出的编委进行

奖励。

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次京区编委会的

召开为《微生物学通报》指明了前行的方

向，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让我们更有

理由相信在主办单位的支持下，在认真负

责、专业睿智的编委会的领导下，在编辑

部的努力下，《微生物学通报》必将书写

更灿烂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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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微生物学会金秋论坛及暨学会常务理事会
会议纪要

2015 年 10 月 11 日，由陕西省微生

物学会主办、第四军医大学基础部微生物

学教研室承办的“陕西省微生物学会金秋

论坛（首届）”在第四军医大学基础部微

生物学教研室成功举办，来自第四军医大

学、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艾

滋病性病防治协会、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省酶工程研究所、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12 个单位的

50 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

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微生物学会

理事长徐志凯教授主持。

徐教授首先介绍了举办这次论坛的目

的，是为了进一步活跃学会的学术交流活

动。他讲到，促进学术交流是学会的核心

职能之一，陕西省微生物学会在 2012 年

及 2013 年成功举办了陕西省微生物学会

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陕西省

微生物学会成立 60 年纪念大会暨学术年

会，受到各方好评。去年、今年又在积

极申请承办中国微生物学会的学术年会。

这些会议都是大型的、综合的学术交流活

动，规模大、参会人数多。在此基础上，

地方学会动态

学会计划再辅助以小型、灵活的学术交流

活动（称为“金秋论坛”），计划每年

举办 1 次，每次邀请 2~3 位来自微生物

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或青年学者，

用半天左右的时间，就自己的科研思路、

实验室工作给大家讲一讲、谈一谈，然后

展开讨论和交流。通过这种“围炉而坐谈

科学”的方式，达到“开拓视野、追踪前

沿、活跃思想”的目的。在组织形式上，

将以“小型、高端、灵活”为特点。“小

型”是指会议规模较小、参会人数较少，

便于组织；“高端”既是指做报告的老师

工作出色，也是指报告的内容前沿；“灵

活”是指时间、地点上灵活安排。随后，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获得者、中组部“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入选者、国家“863”项目首席专

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韦革

宏教授做了题为“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及其

与环境互作机制研究”的报告，韦教授详

细讲解了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及鉴定方法、

土壤微生物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机制

及模式，同时对自己在本领域二十余年的

科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在科研选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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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传统学科的创新发展等方面提出了

若干思考，点面结合、内容丰富、思想深

刻，使与会者受益匪浅。接下来，西北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梁海华教授做了题为“铜

绿假单胞菌急 - 慢性感染及致病机制的研

究”的报告，梁教授就铜绿假单胞菌院内

感染、耐药现状及该菌与宿主的相互作用

机制、细胞间信号传递途径等内容进行了

仔细讲解，条理清晰，思路活跃，给与会

者诸多启发。同时，一个年轻学术团队快

速成长的经历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与会

听众参与踊跃，两位教授认真回答了大家

提出的问题。

金秋论坛会后，学会还召开了常务理

事会。徐志凯、杨国武、唐明、徐纪茹、

黄建新、黎志东、邢爱华、孙燕、党永、

吴兴安、韦革宏、马齐（戴佳琨代表）等

12 位常务理事参加，参会人数符合章程

要求，会议由徐志凯理事长主持。徐教授

首先通报了学会申请承办“中国微生物学

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6 年

学术年会”的进展，在申报过程中遇到的

新情况和新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

随后，徐纪茹副理事长就前期协调本单

位，积极报送申请函、申报幻灯、初步方

案等情况进行了说明，提出了下一步需要

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

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经过多年发展，

已经成为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同行交流、

跟踪科技前沿、前瞻未来走向、推动学科

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国微生物学界的

专家教授、学者同仁和莘莘学子们心向往

之的盛会；而明年召开的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还将是面向“十三五”计划，整体谋

划布局中国微生物学会全面发展的重要

会议。为了进一步提高陕西省乃至整个西

部地区学术交流的水平和层次，促进我国

微生物学工作者相互交流与合作，陕西省

微生物学会将与西安交通大学联合，在去

年申报的基础上，积极申请承办“中国微

生物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6 年学术年会”。如果最终获得承办

权，我省学会的各个会员单位，各位常务

理事、理事，以及广大会员，将一起努力、

密切协作，争取将大会办成一次“学术水

平高、会议影响大、与会代表满意”的学

界盛会，同时向全国微生物学工作者展示

陕西的科技、文化和美景，展示陕西微生

物学工作者的智慧、热情和风采。会议还

对会议宾馆调研、会务公司招标、会务组

织事宜等进行了讨论。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 黎志东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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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微生物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
暨 2015 年学术年会会议纪要

2015 年 8 月 7 － 9 日，由河南省微

生物学会主办、河南师范大学承办的“河

南省微生物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5 年学术年会”在河南省新乡市召开。

会议由河南省微生物学会何群力教授主

持，由河南省卫生厅检验中心主任金雨琦

教授致开幕词，河南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

赵国强教授作了学会的工作报告，河南师

范大学马志军副校长代表承办方河南师

范大学致欢迎词。

出席本次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全省

各高校的、科研院所和企业从事微生物学

教学、科学研究以及技术开发的专家、学

者、研究生及技术人员，共计 152 人。会

议邀请国内知名专家 2 人进行大会报告。

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与论文摘要 46 篇，

内容涉及基础微生物学、工业与环境微生

物学、农业微生物学、医学微生物学等领

域。

开幕式后大会进行了理事会换届选

举，经全体代表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

第九届理事会，并由参加会议的全体理事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常务理事，第九届常务

理事会经过酝酿和讨论推选出理事长、副

理事长和秘书长。赵国强教授被推举为河

南省微生物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长。

本次会议学术气氛浓厚，学术报告分

两个阶段进行，包括大会报告和分会报

告，其中大会专题报告 9 个，分会学术报

告 35 个。分会报告设医学微生物、农业

微生物、工业与环境微生物三个分会场。

学术交流内容广泛，参会代表积极发言、

讨论热烈。武汉大学谢志雄教授的“CdSe

量子点生物合成机理研究”、中科院微生

物研究所唐双焱研究员的“小分子化合物

的高能量筛选”、河南师范大学杨清香教

授的“畜禽养殖粪便中抗生素抗性的环境

传播机制”、河南农业大学陈红歌教授的

“新酶的发现与体外生物合成”等专题报

告都引起与会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受益匪

浅。这些关于河南省近两年微生物学科研

成果的交流与总结以及微生物学发展趋

势的深入研讨，将有助于今后我省微生物

教学、科学研究以及产业化向更高水平发

展。

为鼓励年轻科研工作者和研究生参会

并进行学术交流，学会特别设立优秀学术

报告奖，本次会议共有 21 名年轻科研工

作者和研究生获得了奖励。

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今后河南省

微生物学科的发展，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

用。

（河南省微生物学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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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学术活动计划表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 / 协办单位 时间 人数 地点 联系方式

1 鼠疫菌生态与遗传
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3 月 100 北京

2
2016 年全国微生物
毒素与急危重症学
术会议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
物毒素专业委员会

4 月 400 上海
陈德昌

13901674318

3 生物过程优化与放
大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生化
工程模型化与控制专
业委员会

4 月 260 湖北宜昌
尤舸浩

13908607687

4

第四届全国食用昆
虫与微生物转化废
弃物及高效利用研
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5 月
13-15 日

120 湖北武汉
吴悦

027-87287254

5 第二届噬菌体学术
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
业委员会

5 月 150 湖北武汉
童贻刚

133611272813

6
第二届合成微生物
学与生物制造学术
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分子
微生物学与生物工程
专业委员会

6 月 200 浙江杭州
李永泉

13735591622

7 第七届传染病基础
与技术论坛

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6 月 400 待定
吕相征

lvxz@cma.org.cn

8 酿造食品的营养化
学术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酿造
分会

6 月 120 浙江杭州
张秀梅

13503213265

9
第十届全国海洋生
物技术与创新药物
学术讨论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海洋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8 月 250 江苏南京
王梁华

13386271017

10
工业企业微生物安
全控制技术与实践
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工业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8 月 200 北京 010-53218310

11

第八届全国微生物
资源学术暨国家微
生物资源平台运行
服务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
物资源专业委员会

8 月
22-25 日

400 内蒙古呼
和浩特

阮志勇
13001101231

12
第二届真菌感染与
宿主免疫学术研讨
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真菌
学专业委员会

9 月 200 浙江宁波
李祥

13811495603

学术活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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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七届中国临床微
生物学大会暨生物
学与免疫学论坛

中国微生物学会临床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9 月 400 待定
王苗苗

18758810661

14 2016 年全国青年病
毒学者学术年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病毒
学专业委员会

9 月 200 待定
吴莹

010-64807688

15 首届临床微生物学
与医院感染论坛

中国微生物学会临床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9 月 350 待定
王苗苗

18758810661

16 2016 年微生物与人
类健康学术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
业委员会

9 月 200 上海
胡福泉

13594616136

17

第十一届中国微生
物学会兽医微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会议

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10 月 400 待定
丁家波

13683505108

18 第十三届国际工业
微生物遗传学大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
10 月

16-20 日
400 湖北武汉

孙雪
027-68756642

19 2016 年中国微生物
学会学术年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
10 月

26-30 日
600 陕西西安

杨海花
010-64807200

20 食品酿造技术与产
业发展学术报告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酿造
分会

10 月 200 广东汕头
张秀梅

13503213265

21 第 14 届中日韩国际
酶工程学术会议

中国微生物学会酶工
程专业委员会

11 月 200 广西南宁
欧阳浩淼

010-64807420

22
第十九次全国环境
微生物学学术研讨
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11 月 500 重庆
蒋建东

13915976780

23 中国微生物与白酒
酿造技术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工业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12 月 200 待定 010-53218310

24
第六届全国微生物
基因组学学术研讨
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12 月 200 海南乐东
吴悦

027-87287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