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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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纪要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由中国微

生物学会主办，第四军医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陕西省微生物学会承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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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城西安召开。10

月 29 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在西安建国饭

店举行，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东秀珠研

究员主持开幕式，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

邓子新院士致大会开幕辞，中国科协学会

学术部副部长魏军锋先生，国际微生物学

会联合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元昆教

授，陕西省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呼

燕女士，第四军医大学校长周先志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颜虹教授，中国微生

物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微生物学会理事

长、第四军医大学徐志凯教授致辞祝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厦门

大学焦念志院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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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和杨瑞馥研究员出席了本次大会。来自

全国 470 多家单位的 1600 余名微生物学

工作者和会员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

与会代表听取了理事长邓子新院士向

大会所作的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副秘

书长、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张霆研究员作

了修改章程报告，常务副秘书长肖昌松教

授级高工作了财务报告及换届工作情况

报告。

代表大会按照中国微生物学会章程和

中国科协《全国性学会召开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及理事会换届工作办法》，进行了换

届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了新一届

理事会，代表大会共发出选票 700 张，收

回选票 657 张，其中有效票 645 张，废票

12张，通过监票、计票共选出 161位理事，

组成了第十一届理事会。大会还审议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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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通过了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修改学

会章程报告、财务报告、会费调整报告。

会议期间进行了学术交流活动，本次

大会收集和编录了论文摘要集，其中包括

1 个前辈事迹报告、4 个大会报告、1 个

励志报告、31 个主旨报告及 76 个分会场

报告。交流论文摘要 454 篇，墙报 41 个。

在大会主会场，由西安交通大学徐纪

茹教授做了题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杰

出的医学微生物学家——记原西安医学

院副院长方亮教授”的前辈事迹报告，大

会特邀厦门大学焦念志院士、中国科学院

微生物研究所陶勇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

张炼辉教授和天津大学张卫文教授做了

大会报告。

本次学术年会围绕“微生物与绿色发

展”主题，设置了5个分会场主题，分别为：

微生物多样性及研究新技术、微生物与人

类健康、环境微生物与环境生物技术、微

生物代谢与生物技术、青年科学家论坛，

共有 107 位代表在五个主题中做了主旨报

告和分会报告，会场交流非常的热烈。经

过一天半的报告和交流，共评出 24 位优

秀学术交流报告人。其中，田长富、顾仕

苓、冯婕、蒋伶活、郑伟楠、龚鹏、蓝乐夫、

柏银兰、李朝阳、李晶、危宏平、吕欣、

蒋建东、王超、谢章彰、马挺、刘文、张

桂敏、汤亚杰、康振、廖军、陈实、刘龙、

杨广宇 24 位代表获得优秀学术论文交流

奖，另，王立飞、李梦、冯海超、方云和

张建国 5 位代表获得优秀墙报奖，给予了

表彰奖励。

10 月 30 日大会闭幕式上，宣布了中

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为

邓子新院士，副理事长为黄力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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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和王磊教授，秘书长为东秀珠研究员，

常务副秘书长为杨海花研究员、副秘书长

为丁家波研究员和肖亚中教授。会议还为

热心学会工作、并做出成绩的学会工作者

共 21 名颁发了“中国微生物学会优秀学

会工作者”奖牌和证书。

10 月 31 日，会议组织参会代表参观

了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在参观过程中进

行了多方面交流。

本次会议在第四军医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和陕西省微生物学会的大力协助下

顺利成功召开，会议工作人员工作周密细

致，接待热情。会议安排得井然有序，得

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誉。      

中国微生物学会对支持和赞助此次会

议的如下单位谨致谢意：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第四军医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

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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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尤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粤行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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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斯玛 . 科苑商城（北京中科资源有

限公司）

上海凌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拓思纳米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北京诺禾致源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麦克米伦信息咨询服务（上海）有限

公司

无锡源清天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派森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生物芯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基迪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锐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锐翌基

因）

北京倍辉科技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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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会议纪要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

次理事会议于 2016 年 10 月 29 日晚上在

陕西省西安市建国饭店召开，出席会议的

理事（包括委托他人代为出席的理事）共

123 名 ( 应出席 161 名 ) ，部分理事因公

来电请假未能出席会议。会议由第十届理

事会理事长邓子新院士主持。会议审议通

过了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

修改学会章程报告、会费调整报告，以无

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常务理事

会，理事会共发出选票 123 张，收回选

票 122 张，通过监票、计票选出 44 名常

务理事组成新一届常务理事会。以无记名

投票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理事会负责人，

理事会共发出选票 123 张，收回选票 123

张，通过监票、计票选出理事长为邓子新

院士，副理事长为黄力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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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勤教授和王磊

教授，秘书长为东秀珠研究员。新一届理

事会讨论了学术年会相关事宜，以及学会

今后的发展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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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
会议纪要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

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于 2016 年 10 月 29 日

晚上在陕西省西安市建国饭店召开，出席

会议的有理事长邓子新院士，副理事长黄

力研究员、邵一鸣研究员、徐志凯教授、

杨瑞馥研究员，徐建国院士、张克勤教授

和王磊教授，秘书长东秀珠研究员，常务

理事陈冠军教授、陈向东教授、程池研究

员、丁家波研究员、谷海瀛教授、郭德银

教授、胡福泉教授、霍军生研究员、金城

研究员、李俊研究员、李莉研究员、李

若瑜教授、李越中教授、梁争论研究员、

刘波研究员、刘文军研究员、倪健教授、

覃重军研究员、谭华荣研究员、万康林研

究员、夏立秋教授、肖亚中教授、杨海花

研究员、杨谦教授、姚咏明研究员、袁生

教授、张瑞福研究员、张霆研究员、赵国

强教授、周宁一教授，委托他人代为出席

会议的常务理事有：焦炳华（由迟乃玉代

表）、才学鹏（由彭小薇代表）、庄英萍（由

储炬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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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如下事项：

1. 秘书长东秀珠研究员提名杨海花研

究员为第十一届理事会常务副秘书长、肖

亚中教授和丁家波研究员为副秘书长。常

务理事举手表决同意秘书长的提名推荐。

2. 会议审定通过了中国微生物学顾问

名单。

3. 会议通过了对第十届理事会离任理

事、常务理事、学会负责人颁发荣誉证书

的决定。

4. 会议审定通过了各专业委员会、工

作委员会、各期刊编委会组成名单。同时

建议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期刊编

委会可根据需要适当调整人员组成，并责

成学会办公室办理具体事宜。

5. 会议根据暂无单位申请承办 2017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的情况，责成

学会办公室会后酝酿准备下届年会承办

事宜，并及时通报常务理事会。

6.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微生物学会

“十三五”规划。

7. 根据《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技社团

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和中国科协学会党

建工作会议的具体要求，常务理事中的中

共党员讨论了在学会常务理事中建立功

能型党组织的事宜，最后决定成立中国微

生物学会功能型党委，东秀珠研究员任书

记，杨瑞馥研究员任副书记，徐建国院士

任宣传委员，邵一鸣研究员任组织委员，

杨海花研究员任纪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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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2016 年 10 月 29 日选举结果）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组成名单
（2016 年 10 月 29 日选举结果）

理事长 邓子新

副理事长 黄　力 邵一鸣 徐志凯 杨瑞馥

 焦念志 徐建国 张克勤 王  磊

秘书长 东秀珠

副秘书长 杨海花（常务） 肖亚中 丁家波

常务理事（按汉语拼音为序排列）

才学鹏 陈冠军 陈向东 程　池 邓子新 丁家波 东秀珠

谷海瀛 郭德银 胡福泉 黄　力 霍军生 焦炳华 焦念志

金　城 李　俊 李　莉 李若瑜 李越中 梁争论 刘　波

刘文军 倪　健 覃重军 邵一鸣 谭华荣 万康林 王　磊

吴清平 夏立秋 肖亚中 徐建国 徐志凯 杨海花 杨　谦

杨瑞馥 姚咏明 袁　生 张克勤 张瑞福 张　霆 赵国强

周宁一 庄英萍

理事（按汉语拼音为序排列）

包玉英 宝福凯 鲍时翔 才学鹏 蔡敬民 陈　宁 陈冠军

陈红歌 陈焕春 陈　强 陈向东 陈新文 程　池 褚以文

崔中利 党　永 邓子新 丁家波 东秀珠 董金皋 堵国成

段学辉 樊晓晖 范红结 冯家勋 高　福 葛宪民 宫志远

谷海瀛 郭　俊 郭　鑫 郭德银 郭晓奎 何冰芳 何后军

何孔旺 何群力 胡福泉 胡文忠 胡志红 黄　力 黄　瑞

黄遵锡 惠　明 贾继辉 江丽芳 焦炳华 焦念志 金　城

黎志东 李　俊 李　莉 李　蓉 李　寅 李成云 李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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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敏 李琦涵 李若瑜 李晓军 李永泉 李越中 李卓玉

连云阳 梁争论 林　风 林建群 刘　波 刘　方 刘文军

刘照惠 刘作易 龙宣杞 楼慧强 卢　春 卢英华 陆兆新

路福平 罗立新 罗廷荣 倪　健 潘卫东 盘宝进 戚中田

覃重军 裘娟萍 饶贤才 沙长青 邵一鸣 盛　军 宋存江

宋立荣 孙　磊 孙　明 孙翠焕 孙贵娟 孙军德 孙　群

谭华荣 唐　明 唐欣昀 万康林 王　磊 王　炜 王嘉福

王明丽 王瑞明 王玉炯 王玉琳 王豫林 王长军 韦宇拓

魏　华 邬国军 吴清平 吴移谋 夏立秋 肖建辉 肖亚中

谢　红 谢建平 徐建国 徐志凯 闫　伟 严　杰 严延生

燕永亮 杨　谦 杨海花 杨瑞馥 杨志伟 姚咏明 袁　生

袁正宏 袁志明 张　霆 张部昌 张介驰 张克勤 张利莉

张利平 张瑞福 张先恩 张晓华 张雪梅 张玉忠 张仲凯

赵国强 赵小琳 赵志强 钟　江 周剑平 周宁一 周　兴

朱德锐 朱莉萍 朱美财 朱瑞良 朱中元 庄英萍

中国微生物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名单

专业委员会

普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李越中

工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程　池

农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李　俊

医学微生物学及免疫学专业委员会 胡福泉

兽医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才学鹏

真菌学专业委员会 李若瑜

病毒学专业委员会 郭德银

人兽共患病病原学专业委员会 万康林

分子微生物学及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 覃重军

生物制品专业委员会 梁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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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汉语拼音为序排列）

蔡永峰 陈文新 方荣祥 冯忠武 郭　俊 李季伦 曲音波

王军志 闻玉梅 肖昌松 杨胜利 曾　毅 张　林 赵国屏

郑儒永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顾问名单

酶工程专业委员会 金　城

分析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杨瑞馥

生化工程模型化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庄英萍

环境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周宁一

干扰素与细胞因子专业委员会 倪　健

酿造分会 霍军生

微生物毒素专业委员会 姚咏明

海洋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焦炳华

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 张瑞福

临床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谷海瀛

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 刘文军

工作委员会

组织工作委员会 张　霆

微生物教学工作委员会 陈向东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谭华荣

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 邵一鸣

科技开发与咨询工作委员会 丁家波

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杨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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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2016 年 10 月 29 日）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在主

管单位中国科协的直接领导下，在挂靠单

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支持帮助

下，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民政部和中

国科协社团有关条例从事开展学会活动。

在全国广大会员和微生物学工作者的大

力支持下，五年来紧紧围绕学会的宗旨，

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在学术交流、国际

交往、人才举荐、期刊能力提升、科学普

及和会员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

受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的委托，

就五年来学会的主要工作做一简单汇报，

请各位代表审议。

一、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力促微生物

学科发展

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是自第八届

理事会创立的精品项目，参加的人数逐年

增长，2015 年在湖北宜昌市召开的学术

年会已经达 1200 余人，本届理事会对中

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在进一步提升学

术交流水平方面进行了改进，专设青年科

学家论坛分会场，同时在原有分会场的基

础上，增加当年研究热点分会场，使更多

的微生物学者到会交流，同时吸引了一些

海外学者来华参会，互相之间通过学术交

流，不仅提高了自身学术水平，而且获得

同行认可的机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一年一

度学术年会，一直深受广大学会会员和微

生物学工作者青睐和支持。

2012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已经走过

了六十个春秋，为了缅怀先辈，激励来者，

我们编辑了《中国微生物学会成立 60 周

年纪念册》和《中国微生物学界先驱者传

略》。为庆祝中国微生物学会成立六十周

年华诞，于 2012 年 10 月举办了纪念中国

微生物学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暨 2012 年

学术年会，围绕大会的主题，广泛交流最

新成果和技术，深入探讨微生物学科领域

未来的发展方向。

学术交流是学会工作的主要内容，是

扩大学会影响力和凝聚会员的重要方式，

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可以推动学科发展，促

进学科的交叉融合与相互渗透，促进学科

群建设。2011 年以来，中国微生物学会

与各专业委员会不仅注重学术交流的组

织方式和手段，更注重准确把握学术交流

的主题，创新交流的内容。

五年来，学会主办和合办国内学术会

议 75 个，国际会议 10 个，绝大多数为中

国微生物学会与各专业委员会主办，与其

他学会联合主办，中国微生物学会所属专

业委员会还配合各省、市、自治区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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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积极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

中国微生物学会所属 21 个专业委员

会（分会）均不同程度地展开了一系列有

助于促进学科发展、培养青年人才的学术

交流活动。专业委员会的学术活动都各具

特色，已经形成了传统，有的会议每年召

开，有的会议是两年一次，而且规模也越

来越大。自 2013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工

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与企业合作每年

召开研讨会，在白酒领域打造了一个以微

生物为特色的全新的技术交流、成果展示

和项目对接平台，为产、学、研协同创新

提供了新的机遇。基础微生物学、农业微

生物学、病毒学、真菌学、分子微生物学

及生物工程、酶工程、环境微生物学、分

析微生物学、微生物资源、临床微生物学

等专业委员会都非常活跃，每两年至少有

一次大型的学术会议，中国微生物学会环

境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每年学术会议，参

会学者达到 600 人左右。这些学术活动促

进了国内同行间的学术交流，推动了学科

发展，也在国内微生物学界树立了良好的

形象。中国微生物学会所属专业委员会组

织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正逐渐形成传统并

具备一定规模。

青年微生物学工作者是中国微生物学

会的后备力量，他们的积极参与对学会活

动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学会定期举办

中国青年微生物学工作者会议、学术年会

增设青年科学家论坛以及各专业委员会

的会议也纷纷增设形式多样的青年专场

和奖励形式。给青年微生物学科技工作者

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使青年微生物学

工作者的队伍日益壮大。

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联系，让世

界了解中国微生物学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及所属专业委员会积

极申请承办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型的系列

学术会议，这些国际会议既让从事微生物

学的专家了解世界的微生物学科前沿，又

为我国微生物学家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

展示自己研究工作成果的机会，使国外同

行了解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

2012 年 9 月 24 日下午 , 由哈佛大

学医学院微生物学与分子遗传学系教授

Kolter 博士率领的微生物专业代表团一行

15 人访问了中国微生物学会。该代表团

由“美国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People 

to People Ambassador Programs） 组 织。

双方的科学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

了讨论。包括：1) 植物病害的生物防治 ,2)

抗药性研究 ,3) 病原微生物 ,4) 中医在传

染病控制方面的作用 ,5) 食源性致病菌 ,6)

发酵与生物技术等在中国的相关研究和

考虑。双方科学家特别对食品安全、抗生

素使用、病原微生物快速检测、政府对感

染性疾病的监测、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使

用、博士后项目的类别问题进行了充分的

讨论。此次交流，加深了两国微生物科研

人员的相互了解，有利于在两国科学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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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及推动双方的实

质性合作。

2013 年 9 月 23 日，“第十三届国际

菌种保藏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e Collections，ICCC)”在北京友

谊宾馆开幕。本届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和中国微生物学会承办。这是继

1992 年我国承办第七届国际菌种保藏大

会之后，第二次承办国际菌种保藏大会。

会议主席为 WFCC 主席 Philippe Desmeth

和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东秀珠研究员。本次会

议历经 6 天，会议主题是“基因组学和生

物多样性研究推动的生物技术创新时代

的生物资源中心”。有近 300 位、来自全

球 40 个国家的微生物资源研究和保藏领

域的专家学者参加。

2014 年 5 月 12 日，国际微生物学会

联合会（IUMS）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

的李元昆教授应邀访问了中国微生物学

会，并与学会副理事长黄力研究员、张先

恩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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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秘书长杨海花研究员，办公室主任王旭进

行了座谈。双方就今后在学术领域的合作

和交流、人才的推荐、会议的举办等情况

交换了意见。李元昆主席的来访加深了双

方进一步的了解，为中国微生物学会专家

参与 IUMS 学术活动和今后实质性合作奠

定了基础。

三、期刊能力提升

中国微生物学会主办的《微生物学

报》、《微生物学通报》、《生物工程学

报》、《病毒学报》、《中国人兽共患病

杂志》、《微生物学杂志》、《VIROLOGICA 

SINICA》（原《中国病毒学》英文版）

七种期刊，为学会会员和全国微生物科技

工作者提供了信息交流平台，其中六种期

刊近几年分别获得中国科协期刊项目资

助。

2012 年，《VIROLOGICA SINICA》

获得中国科协 2012 年度学会能力提升专

项优秀国际科技期刊奖三等奖，该奖项奖

补周期为三年，每年 50万元； 《病毒学报》

获得 2012 年度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

程项目资助，该项目资助周期为三年，每

年 10 万元。

2013 年，《病毒学报》获得 2013 年

度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科

技期刊出版人才国际培训项目，该项目资

助周期为两年，每年 15 万元。《中国人

兽共患病学报》获得 2013 年度中国科协

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期刊学术质量

提升项目，该项目资助周期为两年，每年

15 万元。

2015 年，《微生物学报》、 《微生

物学通报》、 《生物工程学报》和《中

国人兽共患病学报》获得了 2015 年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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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资助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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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 年 5 月《V I R O L O G I C A 

SINICA》正式被世界权威检索数据库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收录，成为

中国病毒学领域第一本被 SCI 收录的期

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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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正式出版的期刊外，中国微生物学

会在召开每次学术会议的同时，还编印了

论文摘要集，方便参会代表阅读并交流，

并收藏在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的中国科

协特藏馆和国家图书馆中文资料组。中国

微生物学会办公室坚持每年四期《中国微

生物学会通讯》的出版发行，为制定指导

学会工作，加强会员之间联系起到了积极

作用。

四、人才举荐

中国微生物学会围绕科技创新需求和

人才成长需求，搭建人才成长平台，拓宽

人才服务渠道，创新人才工作机制，认真

做好人才的培养举荐、评价激励等工作，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人才

支撑。

做好推荐（提名）两院院士候选人工

作。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通知要

求，按照《中国科协推荐院士候选人工作

实施办法（试行）》，坚持学术导向，坚

持客观公正，坚持专家主导，严格工作程

序，结合推荐工作，健全和完善相关工作

机制，中国微生物学会推荐的院士候选人

均进入有效票。

加大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力度。举办学

术年会期间，着力推介青年高端人才做报

告，积极完成中国科协组织的“中国青年

科技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等推

荐工作和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的申报，

各专业委员会的学术会议也积极鼓励支

持青年人才、举办青年论坛，为青年人才

的发展提供平台。2015 年，学会推荐的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丁家波研究员入选

“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中国科协为奖励一线从事科学研究、

开发、推广、普及的科技工作者而设立“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项，学会每次都积

极推荐，2012 年推荐入选的“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有：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金城研究员、第三军医大学梁华平教

授和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孙国萍研究员；

2014 年推荐入选的有：清华大学林章凛

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

所邵一鸣研究员和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

所邵宗泽研究员；2016 年推荐入选的有：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黄力研究员。

五、科学普及活动与继续教育

为推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国微生

物学会积极举办不同形式的科普活动。

2012 年、2013 年的中国微生物学会

学术年会中，本着为举办地服务的宗旨，

2012 年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为该校生命科

学院 2012 年全体新生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家开设了科普专场，重点介绍几个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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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受到社会密切关注的微生物相关话题，

旨在科普的层次上向同学们传授专业知

识，丰富专业涵养，开拓专业眼界，是一

场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的微生物科普交

流活动。2013 年会在云南昆明云安会都

开设了以“人类如何预防和战胜艾滋病”

为主题的科普分会场，同时开展了该主题

的科普展览。

2013 年 1 月，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

长邓子新院士代表学会在中国科协与《人

民网》联手打造的品牌栏目“理事长访

谈”中，做了题为“小小微生物，是敌也

是友”的科普报告。在访谈中，理事长介

绍了学会，主要就微生物与人类生活的

关系，微生物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贡献及

其未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潜在价值等方

面进行了介绍和解读，同时，对病原微生

物、抗生素滥用所导致的病害和抗药性病

原菌等人类面对的问题提出警示。整个访

谈内容涉及到工业微生物、农业微生物、

食品微生物、病原微生物、环境微生物、

极端微生物、能源微生物、资源微生物等

各种微生物的功能特性，是一次微生物综

合知识的科普传播。

2014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获得支持科

普活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4 年和

2015 年开展了“科普进校园”活动，主

要面向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

三十五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同学。学校以选

修课的形式把科普讲座的主题公布出来，

高中一年级的同学通过自愿报名选修的

方式，选修该课程，每次报告都吸引了在

座师生的踊跃提问、积极互动和热烈反

响。

2014 年度、2015 年度均获得中国科

协“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

六、加强组织建设，大力发展会员，

努力为会员服务

1．中国微生物学会办公室每年均通

过中国科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对

学会进行的年度检查。 

2．2015 年 5 月，在浙江杭州顺利召

开了中国微生物学会组织工作和全国各

省、市自治区微生物学会秘书长工作会

议，讨论了换届工作、会费增加等有关事

宜，会议加深了中国微生物学会与地方微

生物学会的关系，为换届工作做了大量准

备；

3．2012年，中国微生物学会认真讨论，

上报中国科协，获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中

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委员

会。

4．坚持了每年召开两次常务理事会

议（其中有通讯形式），对学会主要事情

和具体工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5. 长期保持与各省、市、自治区微生

物学会工作联系，并尽量参加有关学会组

织的学术会议以及换届会议。

6．坚持每年四期《中国微生物学会

通讯》的发行，为制定学会工作，加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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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间联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7．学会积极调动各省、市、自治区

微生物学会发展会员，以适应我国科技队

伍的分布多样性趋势，中国微生物学会现

已发展个人会员 1.7 万余名。

8. 2012 年度，民政部对中国微生物

学会进行了全面评估，中国微生物学会获

得全国性学术类社团评估等级为 3A。

七、探索逐步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助

力创新驱动工程

中国微生物学会积极响应中国科协

“实施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持

续提升学会服务创新、服务社会和政府、

服务科技工作者、服务自我发展的能力”

的号召，探索逐步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助

力创新驱动工程。

中国科协于 2015 年 9 月组织创新驱

动工程甘肃庆阳调研活动。中国科协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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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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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

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

副秘书长肖昌松研究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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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中国微生物学会首次

对专业项目进行第三方评价。学会受山东

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的委托，组织

专家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会议中心第

八会议室对其完成《家禽主要病毒病防制

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成果进行了评价。

专家组专家对该科技成果进行了质询和

充分的讨论，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

议，形成了评价结论。成功组织进行此次

科技成果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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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来，中国微生物学会所取得的成

绩离不开中国科协的领导和挂靠单位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各省、市、自治

区微生物学会和各专业委员会和全体会

员的大力支持。今后学会不仅要加强解决

存在的不足之处，同时还将进一步树立

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坚持深化改革，转变工作思路、

工作方式，通过搭建干事创业的工作平

台，团结、吸引、凝聚、服务会员和科技

工作者，努力发挥学会在学术交流、科学

普及、决策咨询及人才建设等工作中的重

要作用，推动学会创新发展，在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

更加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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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
(2016 年 10 月 29 日 )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届理事会自 2011

年 10 月开始至 2016 年 10 月结束。中国

微生物学会办公室挂靠于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免费提供办公用房、水、电。

办公室有专职人员 2 人、返聘 1 人、兼职

会计 1人。挂靠单位承担其中 1人的工资，

其他人员由学会承担。

学会经费的主要来源：

1. 国家拨款，即中国科协拨款（学术

会议、6 种期刊）五年共计 200.9 万元。

2. 会费收入，包括个人会员和团体会

员，五年共收入会费 25.4 万元。

3. 提供服务收入（承办部分会议和公

司资助）五年共计 320.6 万元。

4. 其它收入（银行利息等）总计收

入为 29.6 万元。

收入总计 576.5 万元

学会经费支出情况：

在 2011 年到 2016 年的五年中，学会

办公室承办会议的业务活动支出 127 万

元， 20 期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的印刷和

发行费（2014 年改为电子版） 13.1 万元，

业务活动日常支出 196.1 万元，职工工资

支出 82.7 万元，日常办公费用 21.4 万元，

设备购置 4.9 万元，上缴会议营业税、增

值税及附加税款 5 万元。企业所得税 21

万元。支出总计 471.2 万元。

学会目前尚有净资产 208.4 万元结余，

未付税款 1.3 万元，实际资产总计 207 万

元。

中国微生物学会财务工作，严格按照

民政部颁发的《社会团体等级条例》和财

政部颁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执行。财务工作规范，聘请了一位中级会

计师兼职。本次学会换届由中辰兴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国家民政部指定的

审计单位）于 6 月 28 日对学会五年财务

帐目进行了审计，现通过审计并出具审计

报告。中国微生物学会五年来召开了大小

型会议 80 多次，得到了有关公司和单位

经济上的大力资助，使会议得以圆满成

功，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微生物学会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

织，又是理科学会，故学会经费一直比较

紧缺。学会得到了主管单位中国科协和挂

靠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经济上

大力支持，同时得到各专业委员会及各省

市微生物学会的大力支持，学会办公室工

作得以顺利运转。今后，中国微生物学会

在理事会特别是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下，在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微生物学会的协助

下，学会将争取更多的经费，使学会发展

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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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经费收支一览表

提供服务收入是指学会办公室承办的部分会议，公司赞助会议等

政府补助收入是中国科协项目拨款

其他收入是银行利息等

本届 5 年收入合计 5766217.18 元－支出合计 4714938.43 元结余 1051278.75 元

 2011 年 

(7-12 月)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1-6 月) 

合计 

收入合计 451127.73 1175602.32 1636203.15 855478.33 1200544.91 447260.74 5766217.18 

 

会费收入 

提供服务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 

其他收入 

 

 

63200.00 

164000.00 

 

223927.73 

 

 

84920.00 

793935.92 

270000.00 

26746.40 

 

20310.00 

1078677.51 

530000.00 

7215.64 

 

48035.00 

329784.46 

450000.00 

27658.87 

 

29250.00 

404737.87 

758700.00 

7857.04 

 

 

8400.00 

435825.24 

 

3035.50 

 

 

254115.00 

3206961.00 

2008700.00 

296441.18 

支出合计 216986.14 945179.73 1467949.64 655740.91 1041391.75 387690.26 4714938.43 

 

业务活动成本 

其中：日常费用 

会议支出 

会讯支出 

会议税金 

管理费用 

其中：人员费用 

日常费用 

固资折旧

其它费用 

企业所得税 

67199.10 

11377.00 

19427.20 

27374.90 

9020.00 

149787.04 

132613.00 

15322.06 

1851.98 

0.00 

653747.39 

192979.50 

396704.00 

29147.40 

34916.49 

275504.79 

210109.00 

57871.14 

7524.65 

15927.55 

15927.55 

1228939.11 

921143.80 

273290.46 

30694.80 

3810.05 

180349.89 

96862.00 

70573.35 

12914.54 

58660.64 

58660.64 

360292.02 

108857.90 

226341.90 

24067.00 

1025.22 

238720.35 

181028.00 

45298.83 

12393.52 

56728.54 

56728.54 

761683.71 

633264.82 

107189.00 

20000.00 

1229.89 

219575.79 

189362.00 

19552.07 

10661.72 

60132.25 

60132.25 

339198.15 

94020.15 

245178.00 

0.00 

0.00 

29028.85 

17600.00 

5890.00 

5538.85 

19463.26 

19463.26 

3411059.48 

1961643.17 

1268130.56 

131284.10 

50001.65 

1092966.71 

827574.00 

214507.45 

50885.26 

210912.24 

210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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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生物学会章程
（2016 年 10 月 29 日经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学会的名称：中国微生物

学会（英文译名为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英 文 缩 写 是

CSM）。

第二条  中国微生物学会是由微生物

学科学技术工作者及有关单位自愿结成 ,

依法登记成立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

社会组织，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是中

国科协的组成部分 , 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

微生物学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发

展我国微生物学科学技术的力量。

第三条  本学会的宗旨：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

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贯彻

民主办会的精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学术

上的自由讨论。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坚持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弘扬“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积极倡导“献

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团结广

大微生物学科技工作者，促进科学技术的

繁荣和发展 , 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

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和 提高，促进科学

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维护民族团结 , 促进祖国统一，为加速实

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贡献。

第四条  本学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

理。

第五条  本学会的住所设在北京市。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本学会围绕微生物学的学科

范围从事以下业务活动：

一、开展微生物学国内外学术交流，

促进民间国际技术合作，促进微生物学发

展； 

二、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

方法，推广先进技术；

三、反映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

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组织科技工

作者参与国家科技政策、科技发展战略、

法规制定和国家事务的科学决策、民主监

督工作；

四、举荐人才，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表彰、奖励在科技活动中取得优秀成绩的

会员和科技工作者；

五、开展科学论证和科学咨询，提出

政策建议，接受委托承担科技项目评估、

科技成果评价、技术职称资格评审，科技

文献和标准的编审，编辑、出版、发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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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科类科技书刊；

六、开展对本会会员和广大微生物学

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    

七、举办为会员服务的其他事业和活

动。

第三章  会  员

第七条  本学会的会员种类：个人会

员、单位会员。

第八条  申请加入本学会的会员，必

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拥护本学会章程；

二、有加入本学会的意愿；

三、个人会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有助理研究员、讲师、工程师、

农艺师、主治医师等以上技术职务或职称

及相当上述学术水平者；

（二）高等院校本科毕业从事本学科

工作三年以上，或自学成才并有实际工作

经验和相当学术水平，以及获得硕士学位

以上者；

（三）热心和积极支持学会工作并具

有一定学历的微生物学界的管理人员，企

业人士。

个人会员是中国微生物学会的主体。

本会严格按照中国科协制定的个人会员登

记号原则，对个人会员进行全国统一编号。

四、在学术上有较高成就、对我国友

好 , 并愿意与本会联系、交往和合作的外

籍科技工作者，经中国科协批准可吸纳为

我会通讯会员。

五、单位会员：与微生物学专业有关，

具有一定数量的科技队伍，并愿意参加学

会有关活动，支持学会工作的科研、教学、

生产、设计等企、事业单位以及依法成立

的有关学术性团体。本会与单位会员建立

业务联系和互相支持关系。

第九条  会员的入会程序是：

一、个人会员经本会会员二人介绍，

提交入会申请书；单位会员直接提交入会

申请书；

二、由学会办公室根据入会条件审查

入会申请书，报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批准，

由学会办公室颁发会员证，并通报全体会

员。

第十条  会员享有以下权利 :

一、本学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

决权（不含通讯会员）；

二、积极参加本学会的活动；

三、获得本学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本学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

督权；

五、退会自由。

单位会员除享有以上个人会员的权利

外，可优惠取得学会的有关学术资料，可

要求学会优先给予技术咨询和请求学会协

助举办培训班等。

第十一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

一、执行本学会决议；

二、维护本学会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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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本学会所交办的工作；

四、按规定缴纳会费；

五、向本学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

料；

六、应坚持科学真理，遵守诚实客观

原则，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和一切违反科学

道德的研究活动。

第十二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学

会并交回会员证。会员如果 1 年不交纳会

费或不参加本学会的活动，经本会书面提

示，仍不履行义务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三条  严重违反本学会章程者，

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取

消会籍。

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的产生、

罢免

第十四条  本学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每届

5 年，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

须由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

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延期换

届最长不超过 1 年。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

职权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

三、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

告；

四、制定和修改会费标准；

五、决定终止事宜；

六、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五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须有三

分之二以上的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

决议须经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方能生效。 

第十六条  理事会是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的执行机构，在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幕

期间领导本学会开展日常工作，对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负责。理事会理事应通过充分

酝酿、民主协商，采用无记名等额或差额

投票选举产生。理事会规模不宜过大，理

事人选应是学术上有成就、学风正派、能

参加学会实际工作的科学家、专家和中青

年科技工作者以及热心和支持学会工作，

并从事有关学科组织管理工作的领导干

部。理事在任期间，因工作调离、变动或

退休等原因，无法履行理事职责的，理事

所在单位可向本会提出书面的理事变更或

增补申请报告，经理事会批准后可予以变

更或增补，届中变更的理事人数不得超过

理事总人数的 1/3。理事会组成要体现老、

中、青梯队结构。理事会成员每届更新一

般不少于三分之一。理事长原则上任期一

届，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不得兼任中国科

协所属其它学会理事长职务。常务理事兼

任职务不超过两个学会。理事会会议每年

至少举行一次，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理事

出席方能召开，情况特殊的，可采取通讯

形式召开。

第十七条  理事会的职责是 :

一、执行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决议；



- 19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6 年第 4 期   总 106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常务理事；

三、筹备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四、向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

财务状况；

五、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

六、决定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

机构和实体机构的设立、变更和注销；

七、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

人的聘任；

八、领导本学会各机构开展工作；

九、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十、决定奖励和表彰事宜；

十一、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八条  本学会设立常务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在理事会

闭会期间行使第十七条第一、三、五、六、

七、八、九项的职权，对理事会负责。常

务理事人数不超过理事人数的三分之一。      

第十九条  常务理事会须有三分之二

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

到会常务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

生效。

第二十条 常务理事会至少半年召开一

次会议；情况特殊的，可采取通讯形式召

开。

第二十一条  本学会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

治素质好；

二、在本学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理事长、副理事长最高任职年龄

不超过 70 周岁，秘书长任职时年龄一般

不超过 62 周岁且为专职；

四、热心学会工作，工作作风民主，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本学会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如超过最高任职年龄的，须经

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

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三条  本学会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每届任期 5 年，连任不得超过

两届。

第二十四条  理事长为本学会法定代

表人，法定代表人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

文件。因特殊情况，受理事长委托、理事

会同意，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

记管理机关批准后，可由副理事长担任法

定代表人。

本学会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团体的

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五条 本学会理事长行使下列职

权：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二、检查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二十六条 本学会秘书长行使下列职

权：

一、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组

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 20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6 年第 4 期   总 106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二、协调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实

体机构开展工作；

三、提名副秘书长以及机构主要负责

人，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

四、决定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实体

机构专职工作人员聘用；

五、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五章 资产管理、 使用原则

第二十七条 本学会经费必须用于本

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不得

在会员中分配 。 

本学会开展表彰、奖励活动，不收取

任何费用。

第二十八条  本学会经费来源：

一、会费；

二、捐赠；

三、政府资助；

四、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

服务的收入；

五、利息；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八条  本学会配备具有专业资

格的会计人员，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保

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会

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必须进行会计

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人员调动工作

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二十九条  本学会的资产，任何单

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本学会

的资产管理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

制度，接受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和财政部门

的监督。资产来源属于国家拨款或社会捐

赠、资助的，必须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

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本

学会换届或更换法人代表人之前必须接受

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组织的

财务审计。          

第三十条  本学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

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

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三十一条  对本学会章程的修改，

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报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审议。本会修改的章程，须在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通过后 15 天内，报业务主管单

位审查，经同意，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

准后生效。

第七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三十二条  本学会完成宗旨或自行

解散或由于分立、合并等原因需要注销的，

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本

学会终止动议须经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表决

通过，并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本学

会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后即为终止。

第三十三条  本学会终止前，须在业

务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导下成立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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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

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本学会终

止后的剩余财产，在业务主管单位和社团

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用于发展与本 学会宗旨相关的事业。

第八章 会徽

第三十四条  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徽呈

椭圆形，图案是由中国微生物学会英文缩

写 CSM 组成，图案显示细胞内含物包容

在一个椭圆形的微生物细胞中。

第三十五条  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徽可

在办公地点、活动场所、会议会场悬挂，

在出版物上印制，也可作为徽章佩戴。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章程经 2016 年 10 月

29 日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三十七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本学

会的理事会。

第三十八条  本章程自社团登记管理

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会议纪要

“第二届噬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为推动噬菌体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快速

发展，搭建一个噬菌体研究的学术交流平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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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菌体学组与武

汉菲吉乐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第

二届噬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16 年

10 月 19-21 日在武汉纽宾凯光谷国际酒

店顺利召开。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

“噬菌体与裂解酶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专院校、研究院

（所）、医院、疾控中心等单位以及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俄亥俄州立大学、

NovoMed Integrative Medicine Center of 

Georgia、加拿大劳瑞尔大学、台湾义守

大学等单位的国内外 170 余名学者参会。

随着细菌耐药性问题越来越严峻，

噬菌体在抗感染方面的潜力已经受到欧

美等国的重视，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

予以支持。而噬菌体作为地球上数量最

多的生命体，噬菌体生物学的研究也是

一个大热点，如在噬菌体研究过程中发

现的 CRISPR、限制修饰酶等。第三军

医大学胡福泉教授、吉林大学韩文瑜教

授、国家疾控中心阚彪研究员、中国科



- 22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6 年第 4 期   总 106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学院王光华研究员、军事医学科学院童

贻刚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徐永平教授等

就噬菌体的基础研究作了大会报告；来

自格鲁吉亚医学中心的 VakhtangBeridze

博 士、iNtRON Biotechnology 的 JeeSoo 

Son 博 士、Phagelux 公 司 的 Rosemonde 

Mandeville 博 士、EpiBiome 的 Christina 

Tsai博士、Fixed Phage的 Jason Clark博士、

Omnilytics 公司的 Tyler Homer 博士等就

噬菌体在医疗、食品安全及农林牧渔等各

方面的应用作了大会交流。

精彩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不仅促进了国内噬菌体研究同行与国外

同行的交流， 还促进了学术界与产业界

的交流，加深了相互的了解，促进了友

谊。噬菌体学组组长童贻刚教授主持了闭

幕式，对噬菌体及其裂解酶的应用前景进

行了讨论，对此次会议的组织和学术交流

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参加交流的学术

论文的水平和质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虽

然噬菌体的产业化应用在我国尚处于萌

芽状态，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噬菌体，

小生物，大作为！”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与免

疫学专业委员会 供稿）

第十九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

“第十九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

讨会”于 2016 年 11 月 11-14 日在重庆市

北碚区隆重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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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

大学生物能源与环境修复研究中心、极致

基因信息研究院联合承办。大会云集了海

内外 812 余位代表，参会人数规模空前，

大会共收到论文及摘要 297 篇，并编印了

《第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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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

大学罗锋教授主持，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周宁一教授致

开幕词，重庆市科委副主任王力军先生到

会并致词，西南大学校长助理周光明教授

致了欢迎辞。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孙国萍

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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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会还为环境微生物学专委会名

誉主任李顺鹏教授颁发了环境微生物学

专委会“杰出贡献奖”以表彰其为环境微

生物学科发展和专委会建设作出的重要

贡献。环境微生物学专委会副主任刘双

江、许平、蒋建东、吴晓磊，西南大学外

专千人五十岚泰夫、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领导等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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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会邀请了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刘

双江、日本立命馆大学、日本学士院院

士 Tadayuki Imanaka 教授、浙江大学刘维

屏教授、西南大学千人计划专家李长明教

授、香港大学顾继东博士作了特邀报告，

分别就环境微生物学与环境微生物组、极

端环境微生物研究及其应用、有机污染物

对映体几同位素分馏效应、微生物燃料电

池、环境微生物学需要加强的研究领域等

作了精彩报告。此外，大会还邀请了张玉

忠教授、五十岚泰夫教授、吴晓磊教授、

王凤平教授、高海春教授、罗锋教授、

杨柳燕教授、何亚文教授、杨云锋教授、

杨军教授、汪世华教授、罗春玲研究员、

盛下放教授、邓晔研究员、肖天教授等

专家做了大会报告，分别就微生物电子互

营、海洋微生物遗传代谢与环境、微生物

运动性、古菌在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作用、

微生物氧化胁迫应答、甲烷发酵微生物菌

群结构、改性生物质炭及其应用等内容做

了大会报告。今年大会特设了中日环境微

生物学论坛，邀请了日本的微生物学专家

Kazuhide Kimbara 教授、 Keishi Senoo 教

授、Ginro Endo 教授、Hideaki Nojiri 教授、

Masaaki Morikawa 教授，中方的王爱杰教

授、高海春教授、王世华教授、李祥锴教

授、汪善全教授等专家做了精彩报告。大

会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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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生态、微生物资

源与分布 5 个分会场报告，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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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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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环境微生

物学专业委员会会议，经承办单位申请和

专业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二十次全国环境

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由浙江工业大学于

2017 年 11 月份上旬在杭州举办。会议期

间吴晓磊教授主持了青年学子与专家面

对面交流会，吕镇梅教授负责召集召开了

环境微生物学教学会议，两个会议气氛良

好，教师和青年学子踊跃参与，与专家互

动交流热烈，对环境微生物学科的教学建

设和青年人才培养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次大会得到了中国微生物学会、西

南大学、极致基因信息研究院等单位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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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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届中日韩国际酶工程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

会、日本酶工程学会、韩国酶工程学会

主办，广西科学院、广西大学生物科学与

技术学院承办的“第 14 届中日韩国际酶

工程学术研讨会”于 2016 年 11 月 16-18

日在广西南宁顺利召开。本届研讨会由

中国微生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

广西科学院院长金城研究员、日本 Osaka 

Prefecture 大学 Michihiko Kataoka 教授、

韩国 KAIST 大学 Hak-Sung Kim 教授共

同担任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陶勇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 Haruyuki 

Atomi 教授、韩国生物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Seung-Goo Lee 教授任大会执行主席。会

议组委会主席由中国广西大学冯家勋教

授、日本 Enzyme Techno 公司 Yoshihiko 

Hirose 博 士、 韩 国 Kwangwoon 大 学

Yongwhan Kim 教授担任。大会主席金城

研究员为会议致开幕词。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摘要 126 篇，来

自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等国家的

83 家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界的 300 余

名代表出席会议，国内参会人员来自清华

大学、四川大学、广西大学、中国科学院

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镇江东方生物工程设备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丹尼斯克（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会议共有大会报告

9 个，3 个分会报告 54 个、墙报 42 篇。

与会代表就酶工程研究最新成果及发展

趋势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交流。

会议邀请了酶工程杰出贡献奖获得

者、上海交通大学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冯雁教授，日本富山县立大学

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 生物技术系 Asano

教授，韩国首尔师范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

学院 Young Je Yoo 教授，日本筑波大学生

命和环境科学研究院 Michihiko Kobayashi

教授，中国药科大学天然药物国家重点实

验室陈依军教授，韩国首尔师范大学化学

与生物工程学院 Byung-Gee Kim 教授，

韩国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所 Seung-

Goo Lee 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工程研究院

合成化学和生物化学系 Haruyuki Atomi 教

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微生物生理

与代谢工程重点实验室吴边研究员分别

做精彩大会特邀报告。此外，会议还邀请

了 54 位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者做分会邀

请报告。

本届会议学术讨论气氛热烈，参会者

表现出强烈的科技合作意向，酶工程专业

特色明显，会议组织规范有序，得到国内

外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和评价。酶工程专

业会议的成功举办，促进了中外学者、企

业界在酶工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为国

内外研究生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交流



- 25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6 年第 4 期   总 106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平台。该会议在国内外酶工程领域已产生

显著的影响力。中日韩国际酶工程学术研

讨会已成为国内酶工程专业领域最高级

别学术研讨会，成为酶工程科学家与企业

家交流的盛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  

供稿）

2016 年酶研发团队与企业对接会顺利召开

2016 年 11 月 14-15 日，由中国微生

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广西科学院、

广西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镇江东方

生物工程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

办的“2016 年酶研发团队与企业对接会”

在广西南宁顺利召开。对接会得到了镇江

东方生物工程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

大力支持。本次会议由中国微生物学会酶

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广西科学院院长金

城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陶

勇共同担任大会主席，会议旨在为企业与

高校院所搭建技术交流与成果对接平台。 

本次会议吸引了诺维信（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安琪酵母、丹尼斯克（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等 20 家企业，以及中国科

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

术研究所、英国 DUUDEE 大学、四川大

学、江南大学、广西大学、广西科学院、

山东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等 33 家高校院所，

共计 110 名代表出席对接会。 

会议分为科技成果展示和洽谈环节。

科技成果展示分为企业技术需求展示和

高校院所技术成果展示区域。20 家企业

分别设置独立的展区，33 家高校院所分

别设置展板，供双方代表参观和交流。 

本次会议洽谈气氛热烈，一方面，企

业通过高校院所了解了最新的技术成果

和科技进展，另一方面，高校院所也了解

到企业所面临的技术难题，会谈给双方在

项目攻关选题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

向。参会代表认为，对接会是科技成果落

地的创新方式，也是企业技术难题攻关解

决的创新方式，通过集中的交流和讨论，

有助于研究界与企业界充分交流思想，确

定研究方向和目标，提高科研为经济服务

的有效性和精确性，有效实现科研为经济

社会服务的宗旨，为国内的学术研讨会提

供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微生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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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工作会议在京顺利召开

时值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安全

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选举工作结束，为

总结过去，计划和部署今后工作方向和重

点，更好地发挥专业委员会在生物安全领

域内的平台和纽带作用，中国微生物学

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于 2016 年

11 月 17-19 日在北京举行了 2016 年工作

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

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微生物学

会、国家生物安全专项“突发生物危害

事件评估决策及应急处置集成优化”项目

组、国家生物安全专项“国家生物安全监

测网络系统集成技术研究”项目组共同协

办。

会议以突出当今生物安全“宽领域、

多方向、跨学科”的交叉特色为主题，邀

请了国内军事、科研、医药、卫生、农业、

质检等不同领域生物安全方面的专家、学

者就当前我国生物安全现状、关键技术、

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进行报告和探讨，

共有 136 名来自不同领域的生物安全工作

者参加会议。

会议由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文军研

究员主持。首先由中国微生物学会杨海花

常务副秘书长致开幕词，她代表学会肯定

了专业委员会过去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

作提出了建议和愿景。本次会议共邀请了

八位国内生物安全专家进行专题报告，他

们分别来自疫病防控、军事、质检、高校、

科研院所和农业系统。其中，中国工程院

徐建国院士系统地讲解了未来传染病可

能的流行趋势和特点，强调了微生物生物

安全在医药卫生、疫病防控、农业养殖、

生态环保乃至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重

要性，报告既专业又科普，开拓了专业委

员会今后工作方向的新思路。中国科学院

武汉分院的袁志明院长、中国科学院武汉

病毒所陈新文所长分别结合 P3、P4 实验

室生物安全平台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体

会，详细介绍了传染病防控与实验室生物

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和对策，为今后我国

生物安全平台的建设和维护、运行管理及

格局部署提出新举措。军事医学科学院微

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李劲松研究员具体介

绍了微生物实验室气溶胶的产生、特点、

监测、防护及效果检测等方面的内容，强

调了实验操作中个人防护用品合理选择、

防护效果监测的重要性，使得大家对微生

物气溶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提升了对实

验操作中微生物气溶胶的防护意识和防

护能力。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

病防治所谢景欣研究员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就 P2 实验室建设标准与实际应用中存

在的问题展开探讨，报告内容具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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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剖析深入，引发了与会者的关注和探

讨。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朱水芳研究

员、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吴清民教授

以及清华大学医学院程功研究员分别作

了题为“防御外来生物入侵的几个关键理

论技术问题”、“布鲁氏菌与人类健康和

安全”、“虫媒病毒与生物安全防护”的

精彩报告。三个报告分别从植物病毒、动

物病毒以及虫媒病毒感染与科研、生态、

环境、人民健康等方面强调了微生物生物

风险的复杂性，突出了微生物生物安全工

作的特点和难点，如我国目前支撑植物病

毒、虫媒病毒研究的生物安全平台还有待

完善，特别是在硬件建设、标准确定、风

险评估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报告结束后，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

事长徐建国院士为到会的专业委员会委

员颁发聘书。最后，刘文军主任委员组织

专业委员会委员相聚一堂，就 2017 年专

业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工作重点展开交流

和探讨，初步明确了 2017 年专业委员会

工作会议的主题、组织方式、会议时间等

议题，讨论内容已形成会议纪要。此次会

议在主办和协办方的精心组织下圆满成

功。会议突出了当今生物安全“学科交叉、

跨领域、方向融合”的特点，吻合大会主

旨，大会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安全的重要

进展和发展方向，拓展了生物安全的内涵

和外延。会议讨论让与会者深切感受到不

同领域内生物安全工作均任重而道远。未

来，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

委员会将立足于服务、立足于提供信息和

实效为我国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积极发挥组织和平台的作用。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

业委员会 供稿）

第二十一届全国生物固氮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第二十一届全国生物固氮学术研

讨 会（The 21st National Symposium of 

Biological Nitrogen Fixation） 于 2016 年

12 月 2-4 日在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

流中心如期举行。研讨会由中国微生物学

会 - 农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农业微生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华中农业大学生

命科学技术学院联合主办。全国各地生物

固氮研究专家以及相关企业代表参加了

会议。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张忠

明教授主持开幕式，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

姚江林、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陈焕春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

术学院院长王学路教授分别致辞。姚江林



- 28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6 年第 4 期   总 106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豆科作物（如水稻）共生固氮体系和自主

固氮的探索及建立；推进大豆生物固氮育

种的研究；加强植物根际微生物组及技术

的研究，提高植物氮磷养分高效。在应用

研究方面，加强固氮微生物制剂的大面积

推广和应用。会议期间，学术气氛浓厚，

交流和讨论充分、广泛。本次会议还表现

出 3 个特点：参加单位和人员数量显著增

加、青年科学家多、大豆固氮领域研究呈

现快速发展。特别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忠

明教授的报告“生物固氮研究的梗概及历

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系统、详细

地回顾和介绍了国内外生物固氮研究历

程和标志性进展及事件，打动和教育了年

青一代的生物固氮研究者。闭幕式上华中

农业大学张忠明教授、王学路教授对于生

物固氮研究团队中的新生力量给予了巨

大鼓励、寄予了殷切厚望，并对我国未来

生物固氮研究和潜在领域的重大突破点

充满信心。

生物固氮作用的研究和应用是解决我

国所面临的粮食、能源和环境的重要举措

之一，也是推进“两减”计划、实现我国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此次学术研

讨会在加强成果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该

领域研究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华中农业大学 李友国 供稿）

副校长简要介绍了华中农业大学概况和

我校生物固氮研究的历程。陈焕春主任强

调了生物固氮在农业方面的重要性和基

础研究的长期性，需要进一步加强共生固

氮在大豆和牧草产业中的应用。王学路院

长介绍了华中农业大学生科院近年来对

于生物固氮、特别是大豆固氮及生物学研

究的高度重视和投入，包括人才引进、学

科交叉和平台建设等情况。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为“生物固氮与现

代绿色农业发展”。来自全国 33 个高等

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 100 多名专家、

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收到会议论文摘要

54 篇，29 位代表作了大会专题和交流报

告。与会代表就生物固氮领域的重大科学

问题、实际应用中的关键技术、研究进展

与合作交流开展广泛和深入讨论。研讨主

题和内容包括：固氮微生物资源与固氮微

生物制剂的开发与应用；自生（联合）固

氮微生物氮调控机理；豆科植物固氮根瘤

形成和发育的分子机制；大豆共生固氮系

统发育基因组学及其应用；合成生物学及

非豆科植物固氮体系的探索。专家代表展

示了科研工作进展，交流了生物固氮方面

的国内外前沿动态和技术方法。对于生物

固氮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与研究策略等

形成了一致的共识和关注。在基础研究方

面，基于合成生物学等途径，加强关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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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国昆虫肠道微生物与环境治理学术研讨会纪要

12 月 3 日至 5 日，2016 年全国昆虫

肠道微生物与环境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华

中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是

该领域的首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由中国

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和

农业微生物专业委员会、中国昆虫学会城

市昆虫专业委员会、湖北省微生物学会、

武汉市微生物学会主办，华中师范大学承

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余位专家学者到

会交流。 

开幕式上，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蔡红

生教授、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邓子新院

士、湖北省微生物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陈新

文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

长邱保胜教授先后致辞。蔡校长对来自全

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期待本次研

讨会能够把我国昆虫肠道微生物领域的

研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邓子新院士、陈

新文研究员和邱保胜教授对本次会议的

召开进行了热烈祝贺，希望将这次会议作

为一个起点，进一步促进昆虫肠道微生物

的理论研究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华中师范

大学杨红教授和华中农业大学喻子牛教

授主持开幕式。邓子新院士做了关于微生

物代谢组学的主旨报告。本次研讨会邀请

了国内从事昆虫肠道微生物与环境治理

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 20 余人进行了大会

报告，围绕“昆虫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与研

究新技术”、“昆虫肠道微生物资源发掘

及应用”、“昆虫肠道微生物与昆虫免疫

及发育”、“昆虫与微生物高效降解木质

纤维素的过程仿生与设计”、“昆虫与肠

道微生物联合转化有机废弃物的机制及

规模化应用工艺”五个专题进行研讨。会

议的每个报告都十分精彩，与会学者与专

家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昆虫肠道微生物

资源开发与利用：现状与未来”的学术沙

龙活动。昆虫肠道微生物学是一个新的交

叉学科，也是微生物领域的一个热门学

科，各种组学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

物信息学方法等的应用对该学科的发展

至关重要。活动伊始，生命科学学院邱玉

华书记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来自

全国各地的微生物学、昆虫学、生物信息

学、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的顶级专家齐聚

华师交流学术，进行思想的碰撞。中国微

生物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海花研究员、武

汉市科协学会部秦冕先生、湖北省微生物

学会秘书长梁莉分别致辞，对本次沙龙的

召开表示祝贺。随后，与会专家围绕昆虫

肠道微生物的资源挖掘与功能研究、微生

物与昆虫联合转化废弃物、基于纤维素的

清洁能源生物炼制与产业开发等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首次提出了比较昆虫肠道微

生物学的概念，强调了建立肠道微生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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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库的重要性，明确了建立肠道微生

物学研究的科学体系和范式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为未来该学科的发展和创新性研

究指出了努力方向。会议结束前，中国昆

虫学会副理事长黄勇平研究员做了总结

发言。他充分肯定了本次会议在学术交流

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指出对昆虫肠道微

生物的研究一定要与宿主的代谢联系起

来，这样才能阐释肠道微生物的生理作用

与功能。

近年来，我国昆虫肠道微生物领域的

研究发展很快，利用昆虫及其肠道微生物

对废弃物进行转化和环境治理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在国际学术界产生

了较大影响。2016 全国昆虫肠道微生物

与环境治理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进

一步促进该领域的研究，并推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杨红 供稿）

第六届全国微生物基因组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16 年 12 月 16 至 19 日，第六届全

国微生物基因组学学术研讨会在海南九

所召开。研讨会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微

生物学专业委员会、普通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和海南省微生物学会主办，农业微生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微生物农药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及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

生物技术研究所承办。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的专家学者以及

相关企业代表等 90 多个单位共 280 余人

参加了会议。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微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明教授主持

开幕式。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邓子新院

士、海南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朱中元、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马子龙书记和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喻子牛教授分别致辞。

围绕“微生物基因组学的发展与展

望”主题。与会代表就工业、农业、医学

和海洋等微生物基因组学领域的重大科学

问题、实际应用中的关键技术、研究进

展与合作交流开展广泛和深入研讨。赵

国�院士、邓子新院士、林敏教授、张炼

辉教授、香港大学罗海伟教授、王二涛研

究员、曲音波教授、缪卫国教授、林双君

研究员、孙明教授、陈实教授、田长富教

授、崔玉军、朱斌教授、周溪教授、李从

发教授、黄俊生教授、冯家勋教授、崔中

利教授、余泽芳教授、姚玉峰教授、冯耀

宇教授、蒋伶活教授等 56 位专家学者分

别在会上作特邀、大会和专题报告。会议

报告设置了 5 个单元时间，含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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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下午和晚上以及 18 日上午和下午。

研讨内容包括：微生物组和微生物系统

组，药物微生物组研究 ---- 天然产物井喷

式研究的前奏，非编码 RNA 介导的固氮

调控机制，水稻基腐病菌的基因组及通讯

调控系统分析，Dating bacterial evolution 

using genomic mutation rate，Engineering 

Symbiotic Nitrogen Fixation in Non-legume 

Crops，利用组学工具改造真菌复杂纤维

素酶系合成调控网络，橡胶树白粉病菌基

因组研究，微生物源生物碱的合成，苏云

金芽胞杆菌基因组研究，DNA 磷硫酰化

修饰的基因组保护及分布图谱，根瘤菌基

因组进化中的附属基因表达特征，全基因

组测序在细菌溯源中的应用，噬菌体基因

组中“暗物质”的解析和应用，尖孢镰刀

菌致病功能基因组，捕食线虫真菌的基因

组进化，系统生物学在工业微生物改良中

的应用，微生物基因组学作为常规实验手

段，利用基因组学研究海洋微生物的系统

发育和进化，基因组学在揭示隐孢子虫宿

主特异性和毒力遗传决定因素方面的应

用，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VI 型分泌系统调

控胞内 ROS 机制等。专家代表充分展示

了科研工作进展，交流和热烈讨论了微生

物基因组学方面的国内外前沿动态和技

术方法，对于微生物基因组学的重大科学

问题与研究策略、微生物基因组学在工农

医等等行业产业的应用形成了共识。感谢

上海派森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金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次会议的

赞助。

研讨会内容丰富、报告精彩、互动踊

跃，达到了旨在加强成果交流与合作、推

动我国微生物基因组学研究发展的预期

目标。经申请和讨论，“第七届全国微生

物基因组学学术研讨会”将在 2018 年由

江西师范大学和江西省微生物学会承办。

会议消息

第五届全国人畜共患病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会员：

为进一步加强我国人畜共患病的防控

工作，提升防控技术水平，促进学科间的

交流与合作，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畜牧

兽医学会和中华预防医学会定于 2017 年

4 月 21-24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第

五届全国人畜共患病学术研讨会”，会议

主题是：同一健康，共同行动。

本次学术研讨会是我国从事微生物

学、卫生和畜牧兽医学相关专业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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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行业、跨部门和跨学科交流与合作的重

要学术盛会。专业领域的众多国内知名专

家学者将集聚一堂，围绕我国人畜共患病

防控技术研究和防控策略的热点、难点、

最新进展，以特邀报告和优秀论文报告相

结合的形式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共同探

讨我国人畜共患病的关键技术、策略和对

策。会议诚邀与人畜共患病相关的研发企

业及公司参会、赞助会议，并前往会场展

示自己的产品。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1. 会议时间：2017 年 4 月 21—24 日，

21 日报到，22—23 日开会，24 日离会。

2. 会议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国

际会议中心（南京中山陵四方城 2 号）

二．会议内容

（一）大会主题报告（4 月 22 日上午）

会议组委会将邀请国内人畜 / 兽共患

病领域著名专家做主题报告。

（二）分会场报告（4 月 22 日下午，

4 月 23 日全天）

本次会议将设置 3 个分会场，主题如

下：（1）病毒性人畜 / 兽共患病；（2）

细菌性人畜 / 兽共患病；（3）寄生虫性

人畜 / 兽共患病。将根据论文收集情况在

相应的会场中设置新发传染病、流感、布

病、结核病、包虫病等专题，进行流行状

况、科学研究、防控技术、产品开发等方

面的交流研讨。

三．会议费用及缴费方式

1．会务费（含注册费、资料费）：

1200 元 / 人，学生会议费 1000 元 / 人（以

学生证为准，在职研究生除外）。本次会

议委托南京万高会务服务有限公司协助

组委会收取会议费等并开具正式发票。

2. 交费方式：会议期间现场交费，可

以交现金或刷公务卡。

3. 住宿安排：

南京国际会议中心标准间（单间，标

间）：380元 /间 /天，商务间（单间，标间）：

490 元 / 间 / 天，先到者先选择入住。如

南京国际会议中心已订满，会务组将安排

参会代表在周边其他酒店入住。住宿费和

往返交通费费用自理。

四．报名及论文摘要征集

1. 请参会者登录中国微生物学会网站

http://csm.im.ac.cn 报名参会 , 并提交会议

论文摘要，或分会场报告摘要，提交论文

摘要和分会场报告摘要的截止时间为 2 月

28 日。参加会议的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10 日。

申请第一到第三分会场报告的代表，

请将所有材料（包括个人简介（300 字

以内）、报告摘要（1000 字以内）、近

5 年文章发表目录生成一个 word 文档提

交。）

论文摘要要求：论文摘要主要内容应

未公开发表过，文责自负。会议只收录论

文摘要，不收录全文。中文或英文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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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一研究结果只需提交一种语言文本，

不接受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提交的同一研

究结果的摘要。

（1）格式要求：所提交摘要的正文

部分字数（包括标点）不超过 500 字 （超

过 500 字的论文摘要将不予收录）。摘要

格式要求如下：题目，三号宋体；作者和

作者单位及地址，五号楷体；E-mail 地址，

五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正文，小

四号宋体。会议组委会将对所有提交的论

文摘要统一审稿。

（2）提交方式和时间节点：论文摘

要征文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2 月 28 日。由

于论文编辑和印制的周期限制，逾期上传

的稿件将不被收录。

2. 卫生部门参会者将被授予中华预防

医学会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3 分）。

畜牧兽医部门的参会论文作者还将颁发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论文交流证书。

3. 本次会议不安排接站，请自行前往

会议地点。

五．联系方式：

（一）主办单位：

1. 中国微生物学会办公室（会议网上

报名问题及赞助会议咨询）

联系人：王  旭 杨海花 

电  话：010-64807200

E-mail：csm@im.ac.cn

2.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学术部

联系人：石  娟    申  凌

电  话：010-85959010   010-85959006  

3. 中华预防医学会学会科技服务部

联系人： 崔增伟    刘  霞

电  话：010-84039863    

（二）承办单位：

1. 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

联系人：丁家波

电  话：13683505108  

2. 中国微生物学会人兽共患病病原学

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万康林

电  话：13910065264    

3.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生物制品学分会

联系人：李俊平

电话：13718634106   

4.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联系人：曹瑞兵

电  话：13805170659 

 

（三）会议公司：

南京万高会务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杜  文

电  话：1330518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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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微生物科普讲座走进牛栏山第一中学

2016 年 12 月 22 日，中国微生物学

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海花研究

员，应牛栏山第一中学的邀请，为高中

部的同学作了题为“微生物与人类生活”

的科学讲座。杨海花研究员围绕有益微生

物、有害微生物、微生物研究领域的最

新进展等内容展开讲述，高一和高二的约

40 名同学认真听取了讲座，并且积极参

与提问和互动。通过此次讲座，增长了同

学们关于微生物科学基本知识及其前沿

进展的了解，提高了他们对生命科学新知

识的兴趣。

地方学会动态

重庆微生物学会 2016 学术年会 会议纪要

2016 年 11 月 5~6 日，由重庆微生物

学会主办，第三军医大学基础部承办的

“重庆微生物学会 2016 学术年会”在重

庆市歌乐山上天池度假村成功召开。此次

会议共有来自重庆各大、专院校、医院及

疾控中心等单位的 170 余名代表参会，涉

及工业、农业、食品、畜牧兽医、医学微

生物学等领域。

大会开幕式于 11 月 5 日上午 10:00

举行，重庆微生物学会名誉理事长第三军

医大学胡福泉教授、理事长第三军医大学

饶贤才教授、副理事长第三军医大学邹全

明教授，副理事长西南大学谢建平研究

员，副理事长西南大学黄伟教授出席了开

幕式。开幕式由学会秘书长李明副教授主

持，饶贤才理事长致欢迎词，代表学会对

出席本次大会的专家和来宾表示热烈的

欢迎，李明秘书长简要介绍了本次大会的

筹备情况与安排。本次大会筹备工作历时

三个多月，共收集论文综述和摘要 106篇，

汇编了会议论文摘要集，大会邀请了第三

军医大学胡福泉教授、重庆大学叶姜瑜副

教授、西南大学谢建平研究员、第三军医

大学孙红武副教授、西南大学廖国建副教

授、第三军医大学张慧东教授、西南大学

包佳玲副教授、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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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微生物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 2016 年学术年会、省科协学术年会分会 会议纪要

2016 年 11 月 12 日，黑龙江省微生

物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6 年学

术年会，黑龙江省科协第八届学术年会分

会场活动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活动中心圆

满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黑龙江省微生物

学会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中国微

生物学会顾问肖昌松教授级高工、黑龙江

省科学院党组书记赵梅女士、黑龙江省科

协学会学术部何卫处长到会祝贺并致辞。

来自全省的学会会员代表以及相关领域

中心钟敏主任技师、第三军医大学胡启文

博士、重庆大学李燕博士生、第三军医大

学饶贤才教授做大会报告，内容涉及细菌

与宿主相互作用、病原微生物的耐药性与

致病机制、微生物的临床检测及工业化应

用等多个领域。大会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热

烈广泛的交流和讨论，受到一致好评。下

午 16:00 在大会报告的间歇时间，大会还

举行了监事会的选举，李明秘书长向大会

作了有关监事会选举事项的说明并介绍

了新一届理事会侯选人情况，大会以无记

名投票的方式民主选举产生了由西南大

学廖国建副教授等 5 人组成的重庆微生物

学会第一届监事会。晚上 20:00 各单位理

事及新成立的监事会成员召开了理事会，

就学会的发展及明年的大会承办等事宜

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11 月 6 日上午，来自第三军医大学、

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川

北医学院等高校的 12 位青年人才和在读

研究生举行了“第六届青年人才及研究生

学术论坛与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经过一

上午的紧张角逐，大会评选出一等奖 3名，

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5 名，极大地活跃了

学术交流的氛围，对青年人才和研究生的

快速成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学术交

流结束后，学会副理事长西南大学谢建平

研究员主持了闭幕式，对本次会议的组织

和学术交流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参加

交流的学术论文的水平和质量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午餐后，与会代表陆续撤离。

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既是重庆市微生物

学教学科研人员之间一次深入的交流，也

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促进了友谊，同

时将对重庆市微生物学科的快速发展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重庆微生物学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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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有关企业 130 余名

代表参加了会议。

黑龙江省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于德水

研究员主持会议，肖昌松先生在致辞中强

调，地方学会是中国微生物学会重要的合

作伙伴，作为地方学会要充分发挥带动和

凝聚作用，承上启下，为中国微生物学会

的会员发展、学术活动、科技交流发挥能

动作用。近年来黑龙江省微生物学会的学

术活动越来越活跃，无论是承办和参加中

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还是自身的学术

活动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希望黑

龙江省微生物学会能够保持这种劲头，继

续为地方会员服好务，为地方经济建设服

好务。

黑龙江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哈尔滨工业

大学杨谦教授向大会做了第七届理事会

工作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黑龙江省微

生物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财务报告》、“章程修改报告”和新章

程，投票选举产生了黑龙江省微生物学会

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杨谦教授再

次当选为学会理事长，沙长青、王傲雪、

张兴、王光华、张介驰、郭长虹、宋瑞清、

韩德权、宋金柱、付朝阳当选为副理事长，

王傲雪（兼）当选为新一届监事长，于德

水当选为秘书长。

大会以“微生物生物技术助力龙江绿

色农业持续发展”为主题开展学术研讨

和交流，与会代表分享了东北农业大学

王傲雪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郭长虹教

授、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王光华研究员等 10 名专家所做的精彩学

术报告。主要围绕“农用微生物制剂生

产施用新技术、土壤修复与农残降解、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产品深加工

和农业副产品生物转化”等四个方面内

容开展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和专题研讨吸引了哈工大、

东北农大、哈师大、东北林大、省科学院、

省林科院等单位的大量师生和科研工作

者，现场学术气氛热烈。会议期间，省微

生物学领域科技工作者还提交多篇论文，

学会编辑成论文集供内部交流。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拥有丰富而又

独特的绿色生物资源，这些资源的科学

有序开发利用越来越离不开现代生物技

术的支撑，学会通过学术交流与合作，

促进科研工作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对生

物技术及相关领域研发的持续关注和投

入，对生物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

积极推动作用，也将为黑龙江微生物技

术与绿色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

驱动增添活力。

（ 黑龙江省微生物学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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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微生物学会 2016 年学术年会成功召开

为促进浙江省微生物学研究的发展和

微生物学领域的合作交流，由浙江省微生

物学会主办，浙江师范大学和金华职业技

术学院共同承办的“浙江省微生物学会

2016 年学术年会”于 2016 年 12 月 17 日

至 12 月 18 日在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浙大

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中心隆重召开。由学会

秘书长李永泉教授主持开幕式，学会理事

长严杰教授致大会开幕辞。严杰理事长代

表浙江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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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本次大会的多家公司表示衷心的感

谢，浙江师范大学科学研究院章明卓副院

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浙江师范大学化学

与生命科学学院孙梅好副院长，浙江省微

生物学会副理事长邱娟萍教授、吴雪昌教

授、徐志南教授、薛智勇教授，副秘书长

楼永良教授、林旭瑷副教授及各专委会的

主委、副主委出席了本次大会。来自全省

的 150 多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

本次大会收集和编录了《2016 年浙

江省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

大会的开场报告是严杰理事长以“钩

端螺旋体血流播散和尿液排菌过程中的

跨细胞转运分子机制”为题深入阐述了微

生物感染与人类疾病的关系；学会秘书长

李永泉教授从微生物产药菌株的高产改

造及应用方面阐述了微生物在制药行业

的应用。随后各专委会围绕医学微生物、

基础微生物、工业微生物、环境微生物及

微生物的教学与科普等微生物相关领域，

汇报了各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展示了微

生物致病机制、资源利用、药物研发、新

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使参会代表

了解到微生物学科前沿，对年轻科研人员

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本次学术年会设立了青年科学家论坛

和研究生论坛，会场交流非常热烈，研究

生论坛共评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

三等奖 11 名。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浙江省微生物学

会理事会议，由林旭瑷副秘书长汇报了学

会一年来的工作和财务情况，由蒋冬花教

授汇报了本次年会的筹备过程；严杰理事

长提出了理事分布要均衡，号召各位理

事积极推荐青年委员，为学会补充新生力

量，在 17 年即开动起来，为 18 年的学会

换届工作做好准备；杭州医学院孙爱华教

授提出，参会理事一致同意 2018 年学术

年会由杭州医学院承办。大会期间，青年

委员会也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主要商讨了

委员会各负责人情况，同时决定 2017 年

由浙江理工大学承办第一届浙江省微生

物学会青年论坛。

本次会议的召开，促进了我省微生物

学领域从业人员的交流，同时，大量青年

科研人员的参与也为学会注入了新鲜的

血液。

（浙江省微生物学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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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计划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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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国际休克
与脓毒症高峰论
坛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
生物毒素专业委员
会

3 月
10-12 日

1800 广东
广州

张庆红
010-66867382

2 深海微生物前沿
高层论坛

中国微生物学会海
洋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

3 月 30 厦门或
济南

张玉忠

3 酿造科学与技术
发展学术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酿
造分会

3 月 50 北京 高　洁

4
第五届全国人畜
共患病学术研讨
会通知

中国微生物学会主
办，兽医微生物学
专业委员会、人兽
共患病学专业委员
会承办

4 月
21-24 日

600 江苏
南京

杨海花
王　旭

010-64807200

5
第二届全国医学
微生物学与免疫
学青年论坛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
学微生物学与免疫
学专业委员会

4 月
21-23 日

150 四川
成都

胡启文

6

第二届中国临床
微生物学检测技
术培训及分析研
讨会议

中国微生物学会临
床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

4-5 月 200 陕西
西安

李秀娥

7

第一届中国临床
微生物学结核病
基础、检验与临
床高峰论坛

中国微生物学会临
床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

5 月
12-14 日

200 陕西
西安

马越云

8 2017 年 生 物 安
全学术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
生物生物安全专业
委员会

5 月 100 江苏
南京

贾晓娟
010-64806013

9 中国人兽共患病
研究新技术培训

中国微生物学会人
兽共患病病原学专
业委员会

5 月
13-15 日

150 江苏
泰州

蒋　毅
010-5890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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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 /协办单位 时间 人数 地点 联系方式

10

中国临床微生物
学感染免疫论坛
及第四届四川省
临床微生物学术
交流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临
床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

5 月
下旬

80 四川
简阳

刘诗颖

11
第八届传染病防
控基础研究与应
用技术论坛

中国微生物学会分
析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

6 月
中旬

900 青海
西宁

吕相征
010-85158365

12 中俄双边病毒学
会议

中国微生物学会病
毒学专业委员会

6 月 300 俄罗斯 吴　莹

13

第十六届微生物
学教学和科研及
成果产业化研讨
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农
业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

7 月
中下旬

200 广东
广州

陆勇军
luyj@mail.sysu.

edu.cn

14 第十二届全国病
毒学学术年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病
毒学专业委员会

7 月
或 8 月

500 云南
昆明

吴　莹

15

第六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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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　粟
胡育骄

16 全国酶工程学术
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酶
工程专业委员会

8 月 300 武汉
欧阳浩淼 

010-64807420

17 病原真菌研究动
态高峰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真
菌学专业委员会

8 月 30 北京
刘　伟  

010-83573056

18 医学真菌学培训
班

中国微生物学会真
菌学专业委员会

8 月 100 北京
万　喆  

010-83573056

19 新疫苗研究讨论
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生
物制品专业委员会

8 月 50 北京 毛群颖

20
第三届中国临床
微生物学医院感
染学术会议

中国微生物学会临
床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

9 月 50 待定 马晓莹

21
2017 年 中 国 微
生物学会酿造分
委会学术年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酿
造分会

10 月 200 青岛
鲁　菲
高　洁

22 第 13 届全国海
洋药物年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海
洋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

10 月 300 青岛 于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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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 /协办单位 时间 人数 地点 联系方式

23 2017 国 际 化 学
生物学会议

中国微生物学会生
化过程模型化与控
制专业委员会

10 月 500 上海 谭高翼

24

第五届全国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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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50 武汉
吴　悦

027-87287254

25
2017 年 中 国 微
生物学会学术年
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
10 月
中下旬

800 待定
杨海花
王　旭

010-64807200

26

第三届放线菌生
物学与产业化暨
首届微生物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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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下旬

100 湖南
长沙

夏立秋

27
第十届全国青年
微生物学工作者
学术讨论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普
通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

10 月 200 湖南
长沙

王琳淇
胡胜标
胡　玮

28 首届微生物前沿
交叉创新论坛

中国微生物学会普
通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环境微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和分
子微生物学及生物
工程专业委员会联
合主办

10 月 50 湖南
长沙

李越中
覃重军
周宁一

29
类鼻疽病的实验
室诊断与临床诊
治

中国微生物学会临
床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

11 月 50 海南
三亚

陈　海

30

幽门螺杆菌快速
分离培养、鉴定、
药敏试验新技术
培训班

中国微生物学会临
床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

11 月 50 浙江
宁波

吕宝霞

31

第九届全国微生
物资源学术暨国
家微生物资源平
台运行与服务研
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
生物资源专业委员
会

11 月 400 江苏
南京

阮志勇
010-8210863

李　盼
010-82105075

32 人体微生物组学
与健康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
学微生物学与免疫
学专业委员会

待　定 50 上海
郭晓奎
秦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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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 /协办单位 时间 人数 地点 联系方式

33 全国医学微生物
学高峰论坛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
学微生物学与免疫
学专业委员会

待　定 200 上海
郭晓奎
秦金红

34
第二十次全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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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浙江
杭州

钟卫鸿

36 2017 中 国 生 物
制品年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生
物制品专业委员会

11 月 800 四川
成都

毛群颖

37
第十二届全国芽
胞杆菌青年工作
者学术研讨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农
业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

12 月 200 江苏
南京

高学文
025-84395268

中国微生物学会优秀学会工作者名单

（按姓名拼音排序）

孙翠焕 辽宁省微生物学会

孙吉昌 江西省微生物学会

孙　磊 河北省微生物学会

孙　明 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微

 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王东东 广东省微生物学会

温　海 中国微生物学会真菌学

 专业委员会

谢　春 广西省微生物学会

徐志凯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

袁　生 江苏省微生物学会

钟　江 上海市微生物学会

朱军民 重庆市微生物学会

丁家波 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微生

 物学专业委员会

胡胜标 湖南省微生物学会

梁　莉 湖北省微生物学会

林建群 山东微生物学会

林　凯 北京微生物学会

林旭瑷 浙江省微生物学会

刘　方 天津市微生物学会

龙宣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微生物学会

饶贤才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

 物学与免疫学专业委员会

阮志勇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

 资源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