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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

征文通知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主办，郑州大学和

河南省微生物学会共同承办的“2017 年

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定于 2017

年 10月 20－ 24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

会议热忱欢迎全国从事微生物学研究、教

学和开发的专家、学者到华夏文明发祥

地——河南郑州相聚；与会专家、学者在

进行学术交流和展示各自研究成果的同

时，还可感受古老的华夏文明和特有的自

然风貌。会议诚邀与微生物相关的研发企

业及公司参会、赞助会议，并前往会场展

示自己的产品。

学术年会的主题：微生物与创新发展

会议内容：

1. 纪念中国微生物学界前辈报告

2. 大会特邀报告

3. 分会场学术交流，分五个分会场

进行：

1) 微生物组与微生物资源功能挖掘

2) 病原微生物及耐药

3) 环境微生物与环境生物技术

4) 微生物代谢功能及其代谢工程

5) 青年科学家论坛

4. 学术墙报 (Poster) 交流

会议规模：800 人左右

会议地点：河南省郑州市  

住宿宾馆：郑州建国饭店（金水大道

东段机场路 86 号，金水立交向西 350 米

路北）

会议日期：2017 年 10 月 20 日－ 24

日（10 月 20 日报到）

会议注册费：1400 元 / 每人（用于会

议资料、论文摘要集、会议期间交通等，

持有按中国科协会员登记系统统一编号的

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员证者，优惠 50 元），

报到时现场收取。 

参会代表往返路费和食宿费自理。

大会报告要求：由大会组委会负责邀

请 4 位大会报告人。报告人需提供一份

word 文本的材料，包括：个人简历（500

字以内）、 报告摘要 (1500 字以内 ) 及与

报告内容相关的近 5 年内发表在国内外学

术期刊上的文章目录。大会报告内容应具

有学科代表性和覆盖面，并体现国际前沿

研究水平。word 文本材料请发至学会邮

箱（csm@im.ac.cn）。大会报告人报告 30

分钟，回答提问 5 分钟。

分会场报告要求：申请分会场报告的

代表，需在 2017 年 7 月 20 日之前通过中

国微生物学会网页（http://csm.im.ac.cn）

在线提交 word 文本的材料，内容包括：

个人简历（300 字以内）、报告摘要（1000

字以内）、与报告内容相关的近 5 年内发

表的学术论文目录。本次年会分会场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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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经常务理事会相关专家评审后，

选出五个分会场的主旨报告和其他报告。

主旨报告每人报告时间为 20 分钟，提问

5 分钟；分会场报告每人报告 15 分钟，

提问 5 分钟。请分会场报告人在注册时填

写手机号，以保证后续联系的畅通。

2017 年年会的分会场报告交流时间为

一天半，每个分会场分别评选优秀学术交

流奖，在所有报告完成后颁发获奖证书和

奖金。欢迎各位代表踊跃报名，积极参加

各分会场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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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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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0 日，参

会代表需在截止日前通过中国微生物学会

网页（http://csm.im.ac.cn）在线提交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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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墙报要求：本次大会设置墙报

（Poster）展示区， Poster 模板由年会组

委会提供（请见附件）。申请墙报交流的

代表请下载模版，并按照模板提示的要求

（包括整体框架、图表数、各部分的字号

和字体及字数限制等）制作电子版，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前直接发至中国微生物

学会办公室邮箱 csm@im.ac.cn 中，由主

办方统一打印 Poster 和张贴。组委会将选

出 50 篇 Poster 展示，并从中评选出 5 篇

优秀墙报。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1 号院 3 号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B 座 412 房间

中国微生物学会办公室

邮编：100101

电话：010-64807200

E-mail：csm@im.ac.cn

网址：http://csm.im.ac.cn

中国微生物学会

郑州大学

河南省微生物学会

2017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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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

补充通知

会议注册说明：

请拟参加 2017 年学术年会的代表按

照以下程序在中国微生物学会网站上注

册：1) 打开 http://csm.im.ac.cn 网站；2) 在

主页的右上方点击“注册”；3) 在个人信

息栏中，填写所有个人信息；完成后，点

击最下方的“下一步”, 出现提醒框：“您

已注册成功，如需提交报告或摘要，请重

新登陆”，则表明您已经完成注册，组委

会不再单独回复每一位注册代表。每位拟

参会的代表均要单独完成注册，其中的个

人信息和住宿意向等是后续会议信息发放

和住宿安排的依据。2017 年 9 月 20 日为

参会代表注册的截止日期。

会议材料上传说明：

大会报告为特邀报告，材料请直接

发至中国微生物学会邮箱（csm@im.ac.

cn）。五个分会场报告、论文摘要均采用

在线提交的方式。请首先完成注册，之

后按照以下程序提交相关材料：1) 打开

http://csm.im.ac.cn 网站；2) 点击主页右上

角的“登陆”；3)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

击“登陆”；4) 在新开页面下选择相应的

板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分

2017 年 5 月 22 日起登录中国微生物学会网站 http://csm.im.ac.cn
在线注册报名参会和提交报告与论文摘要

会场报告、论文摘要），点击“浏览”将

拟提交的材料上传；5) 确定上传的材料无

误后，点击“完成”；6) 页面跳出“成功

上传”的字样，表明材料上传成功。申请

第一到第五分会场报告的代表，请将所有

材料（包括个人简介、报告摘要、近 5 年

文章发表目录）生成一个word文档提交。

分会报告上传截至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20

日，论文摘要的上传截至日期为9月20日。

墙报申请者请采用会务组提供的 PPT

格式的规范模版 ( 见附件 ) 制作电子版，

直接发至学会的邮箱 csm@im.ac.cn，截至

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20 日。

会议相关的其他事项：

1． 因 10 月是郑州的旅游黄金季节，

宾馆、会议等费用都有所提高，宾馆房间

预定相对紧张，因此有意参加会议者务必

尽快在线注册登记，以便我们尽早掌握参

会人员总数，并联系宾馆，安排好会议。

会议报到宾馆为郑州建国饭店，备用宾馆

为郑州德亿大酒店，和颐酒店等。无注册

登记者在房源紧张时请自行解决。

2． 会议日程初步安排：2017 年 10 月

20 日报到，10 月 21 日上午开幕式、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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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生物学界前辈报告（20 分钟）、

特邀大会报告（每人报告 30 分钟 +5 分钟

交流）；下午分会场报告（每人报告 15

分钟 +5 分钟交流；主旨报告 20 分钟 +5

分钟交流）；10 月 22 日全天主旨报告和

分会场报告。10 月 23 日会议组织代表参

观郑州大学生命科学院 , 10 月 24 日早餐

后离会。

3． 有意参观郑州大学生命科学院的

代表，请在报到当天登记。

4． 随行家属需交纳费用 1000 元（包

括餐费，可参加会议组织的参观）。

5． 拟参加会后自费考察的代表，自

行选择旅游公司，会议组委会不承担任何

责任。

6． 年会期间，将召开中国微生物学

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三次常务理事会会

议，请各常务理事安排好时间，准时出席

会议。

7． 请宣传本次会议。

8． 盖学会公章的纸质报到通知将置

于会议材料袋中。会前需要盖章纸质通知

的参会代表，请 E-mail 或电话告知中国微

生物学会办公室。

9． 会议注册费在注册时收取。本次

会议所有事项均在中国微生物学会网站

http://csm.im.ac.cn 公布，如有疑问请与中

国微生物学会办公室联系，邮箱：csm@

im.ac.cn；电话：010-64807200。

特别提示：

会务组没有委托任何其他网站设立会

议专网，或代收论文摘要及提前收取会议

注册费。请各位代表谨防上当受骗。

10．重要日期： 

2017 年 7 月 20 日为在线申请分会场

报告的截止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为申请墙报展示的

截止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为论文摘要提交的

截止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为参会代表网上注

册的截止日期。

2017 年 4 月 21-24 日，由中国微生物

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和中华预防医学

会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全国人畜共患病学

术研讨会”，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4 月

22 日上午，会议开幕式在南京国际会议

中心大酒店和平厅举行。

第五届全国人畜共患病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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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杨汉春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中国微生物

学会秘书长东秀珠研究员代表作为主办

方的三个国家一级学会致大会开幕辞。南

京农业大学校长周光宏教授代表承办方

致欢迎辞。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徐建

国院士，扬州大学刘秀梵院士，中国生物

工程学会理事长高福院士，中国兽医药品

监察所所长才学鹏研究员和南京农业大

学副校长戴建君教授出席开幕式并分别

作了题为“猪链球菌在中国的变迁和多点

平行传播模式”、“H9、H5 和 H7 流感

病毒在家禽中的常在性地方流行是对公

共卫生和养禽业的持续威胁”、“囊膜病

毒侵入与融合：从流感到埃博拉”、“动

物疫病防控与兽医公共卫生安全”和“禽

肠外致病性大肠杆菌研究进展”的大会主

题报告。中华预防医学会肖东楼副会长出

席了大会开幕式。来自全国 150 多家科研

院所和企业的 500 余名人畜共患病领域的

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参加了本次大

会。

本次学术会议围绕“同一健康，共同

行动”的主题，设置了病毒性人畜 / 兽共

患病、细菌性人畜 / 兽共患病和寄生虫性

人畜 / 兽共患病 3 个分会场。共安排 25

个主旨报告，47 个分会场报告。这些大

会主题报告、主旨报告和分会场报告代表

了我国人畜共患病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

和成果，有些成果代表着世界该领域的前

沿。此外，本次会议还收到参会代表提

交的会议论文摘要 148 篇，编录了《第五

届全国人畜共患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

集》。

本次会议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微生

物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人兽共

患病病原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畜牧兽医学

会生物制品学分会和南京农业大学共同

承办，国药集团扬州威克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协办。大会得到了国药集团扬州威克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

公司、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海

双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南京博敏达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和赞助。

南京农业大学领导和动物医学院的师

生为此次会议所作大量的、细致的会务工

作，他们的辛勤付出、无私奉献保证了此

次盛会的顺利召开。 

（中国微生物学会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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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1-23 日，由中国微生物

学会分子微生物与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

重庆市微生物学会主办，西南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现代生物医药研究所为主承办的

第三届中国放线菌生物学与产业化暨首

届微生物药物学学术研讨会在西南大学

圆满举行。中科院院士、中国微生物学会

前任理事长赵国屏研究员，中科院院士、

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邓子新教授莅临

指导。与会的还有来自美国普渡大学的罗

招庆和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史兰波两位学

者。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刘文研究

员等多位长江学者、杰青、优青和青年千

人，以及来自于全国 50 多个科研院所、

制药公司的 200 余人与会。西南大学副校

长周常勇代表学校热烈欢迎与会专家学

者。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李红

代表学院欢迎与会人员。中国微生物学会

分子微生物学及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主

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覃重军研

究员、副主任浙江大学李永泉教授、上海

交通大学白林泉教授和西南大学谢建平

研究员等全程指导会议进行。 

赵国屏院士和邓子新院士分别作了

“合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产业化”、“药

物微生物组研究——天然产物井喷式研发

的前奏”的大会特邀报告。赵国屏院士从

合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产业化角度出发，

报告了微生物合成生物学领域最新研究成

果与发展趋势，还从分类、进化和生态等

不同层次探讨了微生物组的核心特征及数

据库的建设与整合的必要性。邓子新院士

剖析了药物微生物组研究的必要性、发展

前景和技术突破关键点，并号召大家同心

协力，实现天然产物的井喷式源头创新。

会议还特别追忆了为链霉菌遗传生理研究

做出杰出贡献的已故杨克迁研究员。

本届研讨会旨在推动我国相关领域的

发展，加强学术交流，推动合作研究及促

进成果转化。大会共收到了论文摘要 88

篇，设置了 46 个学术报告，其中包括 2

个特邀报告、15 个大会报告、20 个青年

学者论坛报告、9 个研究生论坛报告。会

议主题涉及：1、放线菌的生态与进化；

2、放线菌的生理、遗传与分化发育；3、

放线菌功能组学；4、病原放线菌；5、微

生物药物产生菌的资源挖掘；6、微生物

药物的生物合成及其调控；7、微生物药

物的组合合成与合成生物学；8、微生物

药物的产业化。经专家评审，评选出了一

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4 名、海

报优秀奖 3 名，并颁发荣誉证书。

本次会议还得到了上海市微生物学

会、重庆市免疫学会、重庆市科学技术协

第三届中国放线菌生物学与产业化暨首届微生物药物学
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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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药

物生物技术研究所、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

国家重点实验室、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农业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

科学院热带海洋生物资源与生态重点实

验室等的联合协办，西南大学三峡库区生

态环境与生物资源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

验室培育基地、岩溶环境重庆市重点实验

室协助。上海伯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独家

赞助了本次会议。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生物医

药研究所 谢建平 杨文敏 供稿）

四月的成都春光盎然，在这草长莺飞

的四月中，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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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庆

微生物学会联合主办，成都医学院承办的

“第二届全国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青年

学术论坛”于 4 月 21 日至 23 日胜利召开。

一百多位来自东北江畔、西域大漠、烟雨

江南、中原腹地、西南边陲等地的参会代

表齐聚成都医学院，切磋科研技艺、交流

学术成果。

4 月 22 日上午 8:30，论坛开幕式在

成都医学院学术厅准时进行，青年学组组

长第三军医大学饶贤才教授主持开幕式，

成都医学院唐平副院长代表学院领导致

欢迎词，对参加论坛全体代表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成都医学院的学科建

设和人才培养情况；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第三军医大学胡福泉教授致开幕词，对第

二届全国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青年学

术论坛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

“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科研的

主力军，是学会发展的希望，也是国家的

希望，民族的希冀”，勉励青年学者努力

进取，不断攀登科学高峰。开幕式后，全

体代表进行了合影留念。9:00 开始，学术

论坛正式拉开，第三军医大学的胡福泉教

授，饶贤才教授，复旦大学的陆路研究员，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周冬生研究员，凌焱副

研究员，南方医科大学的张其威教授，成

都医学院的贾旭教授，潘渠教授，中科院

生物物理所的欧阳松应研究员，中南大学

的姚小剑教授，第四军医大学的柏银兰副

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宋武琦副教授，

南昌大学的刘琼讲师，军事兽医研究所的

何彪助理研究员，南京医科大学的严沁

第二届全国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青年学术论坛 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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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院战略生物资源科技服务

网络计划模式与特色动物实验平台运行

补助经费项目的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模式与特色动物实验平台

和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

委员会联合举办，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实验动物中心承办的“2017 年实验动物

及动物实验技术国际培训班”于 2017 年

4 月 24-25 日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成功举行。

培训由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田勇研

究员和中科院微生物所刘文军研究员共

同主持，邀请 3 位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资深

专家，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

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病毒室主任魏

强教授、原拜耳医药集团美国研发中心研

究员 Perry 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实验动物病理分析实验室高级技术主

管郝俊峰博士，讲授动物实验安全操作规

范、显微动物实验操作技术和动物病理材

料多色荧光标记及分析技术。国内 29 个

科研、教学、检验、检疫及企业单位的

150 多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2017 年动物实验技术国际培训成功举办

讲师，江苏大学的张义全讲师等 16 位讲

者就伯克霍尔德病，蛋白类病毒灭活剂，

SCI 论文写作与投稿，腺病毒，核糖开关

调控耐药机制，万古霉素耐药机制，结核

分枝杆菌调控自噬机制，全人源单克隆抗

体的制备，蝙蝠轮状病毒基因多样性，单

周期艾滋病毒感染系统的建立，密度感应

系统，遗传密码拓展技术等专题进行了大

会报告。会议交流热烈，参会代表积极提

问，相互争鸣，共同切磋，充分反映了青

年科技人员求知欲强、思维活跃等特点。

与会者一致反映通过此次学术论坛，开阔

了眼界，了解了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的

最新进展，同时也收获了友谊。

本次论坛得到成都医学院各级领导的

亲切关怀，并给予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

大力支持，青春而热情的志愿者团队也给

各位参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还

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成都医学院的科研

实验中心和发育与再生四川省重点实验

室，促进了相互了解，为今后开展实质性

科研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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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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7-28 日，中国微生物学

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和生物安

全三级实验室联合举办了“2017 年实验

室生物安全培训班”。有 104 名学员，包

括本所 71 名，以及来自全国 13 个科研院

所、院校、医院和企业的 33 名科研一线、

技术支撑和实验室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  

科技处杨怀义处长、生物安全三级实

验室刘文军主任首先作了主题发言，从

全所各类实验室和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安全管理、安全运行的层面，强调了强化

生物安全意识、落实生物安全管理制度、

规范安全操作行为的重要性，为我所科研

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平台支撑和安全保

障。本次培训特别邀请军事医学科学院微

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于学东主任、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实

验室管理处魏强研究员和军事医学科学

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鹿建春高级工程

师分别作了关于机构生物安全文化建设、

实验室人员健康监测与管理和人员呼吸

防护与动物气溶胶暴露装备的精彩报告。

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贾晓娟副主任讲解

了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的管理要求，明确

了管理责任和管理流程。流感预警中心技

术负责人毕玉海副研究员讲解了生物安

全三级实验室的安全使用要点。生物安全

三级实验室和 SPF 动物实验室的其他技

术管理支撑人员张瑞丰、朱以萍、张爽和

王鹏分别讲解了 (A)BSL-3 实验室硬件设

2017 年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班纪要

本次培训特别选择在今年 4 月 24 日

“世界实验动物日”举办，旨在帮助我院

模式与特色动物实验平台、包括其他相关

单位的动物实验人员熟悉和掌握动物实

验安全操作规范和新的实验操作技术，提

高实验操作技能和纯熟度，减轻实验动物

在实验过程中所受的痛苦，同时减少实验

动物的使用量，加强我院实验动物技术人

员对 3R 理念及实验动物福利的认知，推

进中国实验动物福利的发展。

学员对这次培训的反响很热烈，抓紧

一切时机提问、讨论、交流。对培训的组

织，尤其是培训内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认为培训内容对优化科研项目的实验设

计、改进实验操作技术及分析技术，提高

实验数据的质量有很大的帮助，希望这个

培训能够持续定期举办。

 (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

安全专业委员会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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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保障、装备条件及应急逃生、安全操作

规范重点问题分析；ABSL-2 实验室准入

申请材料的编写和实验室安全使用；正压

屏障动物房进出标准操作规范；以及 (A)

BSL-3 实验室操作培训视频的讲解，以便

培训学员直观地理解和掌握安全操作理

念和安全操作规范。

本次培训有 91 人参加并通过了笔试

考核，有 80 人反馈了培训效果评估意见，

对培训讲师、培训内容、考核方式及培训

组织打分并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助

于我们进一步改进培训工作、提高培训水

平，最终达到保障实验室周边环境安全、

实验操作安全和实验人员安全的目的，保

障科研任务的顺利实施。

(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

安全专业委员会 供稿 )

中国微生物学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海花研究员，是中国科学院老

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一名成员。在 2017

年3月31日—6月16日，以微生物为主题，

分别为北京的板厂小学， 浙江省台州市

所属的 10 所中小学，贵州省北京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贵安分校，广东省惠州市博罗

县的医务工作者、东阳化工集团等单位及

3 所中小学和青海湟中的 8 所学校，做了

26 场报告。直接听众达 5000 人。这一系

列讲座将微生物的热点和前沿的科技知

识以生动有趣的宣讲方式传输给学生和

公众，同时讲述科学家的事迹，传播科学

思想。生动的讲解，引发了学生们积极踊

跃的提问和交流，激发起同学们和社会公

众对微生物知识的兴趣和探索欲。此次系

列科普活动主要面向乡镇中小学生，这些

同学们在讲座中表现出极强的求知欲、探

究精神和理性思辩的状态，令人感动和欣

慰。

面向基层  积极开展科普活动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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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申报并

承担了 2017 年度“中国科协重大调研课

题”中生命科学领域前沿跟踪研究课题。

课题拟围绕生命科学领域在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热点，持续跟踪全

球生命科学领域新技术、新发现、新趋势，

定期发布跟踪研究成果，提出前沿取得突

破的可能领域及方向，为培育国家未来核

心竞争力提供基础性科技知识储备提出

方向性建议。

中国微生物学会办公室向全体常务理

事发函，征求大家的参加课题的意向。

酶工程专业委员会金城主任委员和普通

微生物专业委员会的李越中主任委员都

积极表示支持学会的工作，愿意参加此

研究课题。2017 年 4 月 28 日下午，中国

科协在科技会堂的 2013会议室召开“2017

年中国科协重大调研课题 -- 生命科学领

域前沿跟踪研究课题”协调会。中国科

协生命联合体的 11 家参与项目的学会工

作人员和专家出席会议。李越中教授和

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海花研

究员参加了会议。大家详细探讨了项目

运作的具体内容、资料收集、信息共享

和标准化撰写等问题。按照计划书任务

要求，各位专家利用“五一”假期，撰

写了研究方案。李越中教授代表微生物

学会提交了“微生物细胞社会学前沿跟

踪研究”的研究课题。目前，各项工作

均在稳步进行中。

中国微生物学会承担 2017 年中国科协重大调研课题
--生命科学领域前沿跟踪研究课题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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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

微生物学及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联合主

办，湖南师范大学、吉首大学和湖南省微

生物学会承办的“第十届全国青年微生

物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定于 2017 年

9 月 15~17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本次

会议的主题是环境微生物学的基础和技

中国微生物学会
第十届全国青年微生物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环境微生物学主题）

第一轮通知

会议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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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法，将以国内微生物学研究方面的杰

出学者大会报告和青年学者论坛，以及

互动的形式，促进交流，提升我国相关微

生物学研究的水平。会议组委会热忱欢迎

全国各地的环境微生物学研究的学者和

青年才俊，莅临伟人故里——美丽星城长

沙，展示和交流各自科研成果。同时也欢

迎其他学科方向的学者参会交流——它

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相信您在这里将会

获得更多的灵感、更多的启迪，也会结交

更多的朋友！

以下是有关会议的信息： 

一、时间：9 月 15 日 ~17 日。

二、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枫林宾馆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一路 43 号

        电话：0731-88883188

三、主题：环境微生物学基础和技术

方法。

四、会议日程：

9 月 15 日（星期五）全天报到；

9 月 16 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大会

报告；

9 月 16 日下午，大会报告；

9 月 16 日晚，杰出学者与青年学者

互动交流活动；

9 月 17 日上午，青年论坛；

9 月 17 日下午，代表交流、离会。

五、会议征文：

与会者需提交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摘要

（限 500 字），稿件文责自负。格式要求

如下：题目，三号宋体；作者和作者地址

（包括通讯作者 E-mail 地址），五号楷体；

正文，小四号宋体。

征稿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15 日，

请将论文摘要电子稿通过 E-mail 投递至： 

shengbiaohu@hunnu.edu.cn。

六、会议报告：

本次会议报告分大会报告与青年论坛

报告。大会报告主要由会议学术委员会邀

请，并接受部分大会报告申请。拟做大会

会议报告的代表，请同时投送一份 1000

字左右的详细摘要供学术委员会审议，大

会报告应包括其研究领域的国际进展及

报告者本人近年做出的国内外同行认可

的系统工作。青年论坛报告的主体是博士

生、博士后以及青年学者。大会报告和青

年论坛报告最终由本次大会学术委员会

选定（拟在第二轮通知后确定）。

七、会议注册：

代表 1000 元，研究生 800 元。交通、

住宿和会后考察费用自理。

八、会议学术委员会：

主  席：

李越中（山东大学，普通微生物学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周宁一（上海交通大学，环境微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覃重军（中科院植生生态研究所，分

 子微生物学及生物工程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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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秋（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微生

 物学会理事长）

委  员（按姓氏笔画）：

白林泉（上海交通大学）

崔中利（南京农业大学）

戴传超（南京师范大学）

何　璟（华中农业大学）

何正国（华中农业大学）

蒋建东（南京农业大学）

李　春（北京理工大学）

李　猛（深圳大学）

李文均（中山大学）

李祥楷（兰州大学）

李　杨（复旦大学）

李永泉（浙江大学）

刘双江（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刘天罡（武汉大学）

娄春波（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楼慧强（中国农业大学）

吕镇梅（浙江大学）          

毛旭明（浙江大学）

莫明和（云南大学）          

彭　方（武汉大学）

沈锡辉（西北农业科技大学）  

苏建强（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唐鸿志（上海交通大学）      

王革娇（华中农业大学）

王琳淇（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吴晓磊（北京大学）

许玫英（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许　平（上海交通大学）

向　华（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谢建平（西南大学）

九、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  任：

王琳淇（中国微生物学会普通微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主任）

委  员：

胡胜标 胡　玮  陈义光 孙运军

余子全 黄伟涛 胡益波

十、联系方式：

胡胜标，电话：15116408110，0731-

88872298；传真：0731-88872298；E-mail: 

shengbiaohu@hunnu.edu.cn；

王琳淇，电话：18515241276，010-

64806184；传真：010-64806184；E-mail:  

wanglq@im.ac.cn；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南路 36 号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邮编：

41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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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于 2016 年颁布“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强调要将健康工作结

合到所有政府工作当中，把健康作为我

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利用微生物发酵而

成的酿造食品是我国膳食结构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发酵过程不仅能够提高原产

品的经济价值，还能产生丰富的代谢产

物及微生态菌群，增加酿造食品的营养

和保健价值，与我国居民的营养健康密

切相关。我国微生态和益生菌资源丰富，

是酿造科学应用大国，近年来，产业界

依靠科技与学术界共同致力于菌种资源

基础研究以及自有核心技术创新，推动

符合健康需求的产品不断涌现。

为了及时掌握国内外酿造科学与产

业信息的最新进展，促进科技界与产业

界的交流与融合，中国微生物学会酿造

分会将于 2017 年 10 月 31-11 月 3 日（31

日报道，1-2 日会议，3 日离会）在北京

举办以“酿造科学与健康”为主题的酿

造分会学术年会。本次会议将就酿造领

域相关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展开报告及研

讨，并适时组织参观相关生产企业。

主办单位

中国微生物学会酿造分会

会议关注议题

我国传统酿造食品菌种资源研究现状

与挑战

酿造食品的感官研究

中国红曲及其应用技术

酿造食品与健康

酿造科学领域新进展

会议征文主题（这部分修改了小标题

格式）

1. 酿造科学相关基础研究

a) 包括菌种资源、工艺技术、新资源

开发、交叉学科技术在酿造领域的应用

等

2. 酿造科学与健康

a) 包括功能性研究、营养健康等

3. 酿造技术的应用及产业化

包括酿造产品开发、新技术研究等

注意事项

1. 请提供中英文论文题目与摘要（中

文 200-500 字），以 word 电子版形式

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发至 gaojie@ninh.

chinacdc.cn，并请附上填写完整的参会回

执表。

2. 主办单位将挑选部分优秀论文参与

专题“口头报告”或大会“论文张贴”，

并择优推荐在《中国酿造》（核心期刊）

上发表。

3. 请在摘要正文前标出征文方向，提

交一篇摘要，要求至少一名作者注册参

会。

4. 会议承担注册参会人员会议当天用

餐，住宿交通自理。

中国微生物学会酿造分会 2017 年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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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宿预定自理，会议酒店住宿标准

420 元 / 天 / 间。

会议收费：普通代表 1200 元 / 人，

学生代表 800 元 / 人

会议住宿

北京市京瑞大厦（京瑞国际温泉酒店）

预定联系人：王海峰

预定电话：010-6766886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17 号

会务组

中国微生物学会酿造分会 高洁 鲁绯

联系电话：010-66237217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纬路 29 号 

263 室

邮编：100050

邮箱：gaojie@ninh.chinacdc.cn

近日，陕西省微生物学会秘书长黎志

东、理事长徐志凯在《基础医学教育》

2017 年第 5 期上发表文章——《运用学

会平台促进微生物学科发展的实践与思

考》。全文 7700 余字，探讨了学会通过

举办学术会议、专题报告等方式促进学科

在深度上发展，通过举办科普活动、编写

科普图书、技术培训、科技下乡等方式

促进学科在广度上发展，通过加强组织建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探讨学会工作职能的文章刊出

地方学会动态

设、举荐人才、提高学术任职等方式为

学科发展提供人力支持，通过营造学习氛

围、宣传先进典型、凝练学会精神等方式

为学科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等内容。文章获

得陕西省科协“陕西省学会创新和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资助。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 黎志东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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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西省微生物学会、山西省儿童医

院妇幼保健院、山西省检验医师协会共同

举办的“中美肠道微生态高峰论坛暨山西

省第一届肠道微生态与临床疾病研讨会” 

2017 年 4 月 21-23 日在山西太原山西省

儿童医院召开。来自中美两国科研及医疗

领域的科学家及医生学者 400 余人集聚一

堂，共同探讨了人体肠道微生态与健康的

相关课题。本次会议邀请了美国微生物学

科学院院士赵立平教授、纽约伊坎西奈山

医学院胡建中教授、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朱宝利教授、北美医学教育基金会主席丁

文京博士、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段云峰博士

和蓓多康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美肠道微生态高峰论坛暨山西省第一届肠道微生态与临
床疾病研讨会　会议纪要

首席研发总监李博士等诸多重量级专家

作为演讲嘉宾。大会报告共计 20 个，内

容涵盖肠道微生态与人类营养、代谢、免

疫、肠道和肿瘤等疾病治疗相关前沿领域

的重要进展。本次大会结合临床实践和学

术研究，从各个角度对肠道微生物研究领

域进展展开了全面论述与探讨，不仅为专

业内人士提供了知识分享的交流平台，还

促进了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将推动我国

新兴学科的发展以及慢性病防控工作的

推进。

                 （山西省微生物学会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