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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生化过程模型化

和控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工业生物过

程优化与控制研讨会”每两年一次，于

2012、2014、2016 年先后三次举办，均获

得圆满成功，会议邀请工业生物过程领域

内院士、专家进行大会报告，并特设企业

专场，历次参会人数均在 200 人以上，会

议对促进我国生物过程研究领域的学术交

流及推进科研向产业化转化起到了积极作

用。

为继续充分发挥生化过程模型化和控

制专业委员会在推进生物过程研究深入中

的作用，经讨论决定，初步定于 2018 年

11 月在浙江杭州举办“2018 年工业生物

过程优化与控制研讨会”，请你单位积极

选派人员参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宗旨与目的

本次研讨会聚焦在生物过程的前沿领

域与工程学研究、建模与优化放大、装备

仪表软硬件技术以及上述技术的工业应用

等领域。会议将邀请菌种（细胞株）构建

与筛选、细胞大规模培养、产品分离纯化、

生物制造业废弃物治理、过程建模与智能

制造等生物制造过程全产业链研究领域的

科研和企业应用人员，也将邀请有关生物

关于举办“2018 年工业生物过程优化与控制研讨会”的
第一轮通知

会议消息

过程装备及仪表研制人员，进行学术交流，

以推进我国在该领域中的发展与创新，加

强科研与工业企业之间的交流沟通。本会

议也将为科研及企业生产人员提供学习和

探索未来发展的机会。

二、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11 月 29-12 月 1 日

地点：浙江杭州

三、大会特邀报告人：

会议将邀请国内工业生物技术领域院

士、著名科学家、产业协会专家领导作大

会特邀报告，初定如下：

上海交通大学 邓子新 院士

北京化工大学 谭天伟 院士

浙江工业大学 郑裕国 院士

江南大学 陈  坚 院士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石惟忱 理事长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马延和 研究员

天津大学 元英进 教授

南京工业大学 黄  和 教授

南京工业大学 应汉杰 教授

浙江大学 杨立荣 教授

北京化工大学 袁其朋 教授

厦门大学 方柏山 教授

清华大学 邢新会 教授 

江南大学 堵国成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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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 詹晓北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袁景淇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  张嗣良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 张立新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 庄英萍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 许建和 教授

四、会议主题及研讨内容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工业生物过程

的优化与控制”。研讨会一方面总结生物

过程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前沿和最新工业应

用技术实践，另一方面立足我国工业生物

技术发展的现实，关注工业生物过程设计、

开发、优化中的焦点问题。作为会议特色

将设企业专场，针对工业生物过程全产业

链的技术进行交流，促进产业进步。会议

针对本领域发展方向、热点问题具体分为

四大议题：

（一）工业生物过程中的建模分析与

智能生物制造：1）生物过程复杂系统的

生物学与工程学研究；2）系统生物学、

代谢工程与生物过程研究的相关性；3）

基于过程信息处理的生物过程研究与方

法；4）生物过程动力学研究与应用；5）

生物过程的建模、优化与智能制造；6）

微生物、动植物细胞、治疗细胞、环境生

物治理、生物信息等不同过程研究中的特

征分析与模型化研究。

（二）工业生物过程中的装备及参数

检测与控制：1）生物反应器放大技术与

应用；2）各种新型生物反应器的研究与

开发；3）工业生物过程在线检测与传感

器技术；4）生物反应器流场特性研究与

应用；5）工业生物过程数据采集与处理

软件包技术；6）发酵过程数据分析互联

网技术。

（三）工业生物过程全产业链关键平

台技术：1）菌种与细胞高通量筛选技术

及装置；2）过程优化与放大技术；3）新

型产品分离技术；4）工业生物过程三废

处理新技术与应用；5）发酵罐控制系统

的仪表与计算机软硬件技术。

（四）工业生物过程前沿技术研究：

1）工业生物过程中的系统生物学研究与

应用；2）工业生物过程研究中的环境组

学研究与应用；3）细胞内快速反应动力

学研究进展；4）代谢工程在工业生物过

程中的应用；5）其他工业生物技术的前

沿研究与进展。

五、论文摘要征集

1. 参加学术论坛的代表应向大会提交

研究论文摘要一篇（中英文均可）；论文

内容应与本次论坛主题相关，体现本学科

领域的发展前沿，并具有一定创新性。论

文可以是在公开出版报刊、论文集或网络

上发表的，也可以是正在研究的科研报告，

文稿要符合学术规范；论文请以 Word 格

式，注释或参考数据等务请明确详实 ( 论

文模版见附件 )；

2. 截止日期为 11 月 15 日。

3. 来稿首页注明联系方式（包括作者

姓名、性别、单位、电话、E-mail 等）；

论坛只接受电子版，发送邮箱：ecus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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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2018@163.com， 邮件主题注明“姓名 -

生物过程优化控制研讨会论坛”, 注意索

要回复。

六、参会对象

从事与大会研讨内容相关研究的科研

单位、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工业发酵生

产企业的科研、管理人员；生化过程模型

化和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学术顾问等。

六、会议注册费

科研单位院校代表：1300 元 / 人，学

生代表：700元 /人，企业代表：1600元 /人。

（含专家费、会务费、论文集等）（注：

提交论文者给予适当优惠），住宿根据代

表回执选择进行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论 坛 QQ 群：276546630， 名 称：

华理生工论坛 2018，申请时请输入

姓名 单位。会后解散。联系人：夏

建 业，021-64251946。 扫 描 二 维 码 加

入（ 直 接 地 址：https://jq.qq.com/?_

wv=1027&k=5REn6W8）：

扫描二维码，立即在线报名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

事、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严延生主任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严延生主任

技师根据干部兼职管理要求，辞去中国微

生物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病毒

理事变更

专业委员会委员变更

组织工作

技师根据干部兼职管理要求，辞去理事职

务。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及人兽共患病病原学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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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微生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

会、日本病毒学会主办，武汉大学基础医

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伍连德研究所、病

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湖北微生物协会协

办的“第十二届中日国际病毒学学术研

讨会”（The 12th China-Jap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Virology） 于 2018 年 5 月

17-19 日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中国病微

生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山大学医学院院长郭德银教授，日本病

毒学学会理事长、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所长�根一郎教授，武汉大学副校长冯友

梅教授分别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基础医

学院副院长侯炜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有

一百多人参与本次会议，其中包括来自日

本各地的 23 位病毒学领域的知名专家、

学者及科研工作者。本次研讨会主要议题

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湖北省及武汉市微生物学会和华中

科技大学校主办，华中科技大学校生命学

院承办的“2018 年第一届微生物组学与

合成生物学前沿研讨会” 在 2018 年 6 月

第十二届中日国际病毒学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

2018 年第一届微生物组学与合成生物学前沿研讨会 纪要

会议纪要

涉及病毒感染与宿主的相互作用机理，流

行病学与病毒的演化，抗病毒感染与诊断

方法、动物模型研究等相关领域。

  在学术研讨会期间，中国微生物学

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与日本病毒学会就未

来双方学术交流模式及联合扩大成立亚洲

病毒学会等事宜进行了友好磋商。本次研

讨会上还召开了本年度专委会工作会议，

郭德银主任委员向与会委员汇报了一年来

专委会在学术交流、培训与科普、对外合

作以及专委会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进展并提

出了未来工作计划。本届中日国际病毒学

学术研讨会在各位参会代表的肯定与期待

中圆满结束。

（中国微生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 

供稿）

16 日至 17 日，在武汉召开。来自密歇根

州立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

70 余名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开幕式上，

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邓

子新院士，科技部生物技术中心前沿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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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长于振行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校副校长

陈建国教授，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周宁一

教授，湖北省及武汉市微生物学会副理事

长、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陈新文研究员、华

中科技大学校生命学院院长汪宁教授先后

致辞。

研讨会以“微生物组学与合成生物学”

为主题，聚焦微生物组学与合成生物学前

沿研究与教育问题，分别进行了主题报告、

专题报告和讨论。邓子新院士结合抗生素

药物的合成提出应在“发现、改造、创造”

上步步前行，并对微生物组学与合成生物

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巨大潜力进行了深度

分析和展望。中科院上海植生所赵国屏院

士则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微生物合成生物

学：从基因组到大数据的时代跨越”，提

出“微生物基因组学是复兴微生物学的机

遇与武器”，并向大家展示了“微生物组

/ 微生物系统组大数据平台示范系统”。

国家科技部生物技术中心前沿处副处长于

振行博士介绍了科研项目管理改革要点，

并对会议研讨聚焦本领域的“卡脖子”问

题和颠覆性技术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国内外知名学者如密歇根州立大学教

授丁士友，北京大学教授吴晓磊，上海交

通大学教授许平，香港大学副教授顾继东，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肖湘，中科院南京土壤

所研究员贾仲君，、南京工业大学教授黄

和，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寅，北

京化工大学教授袁其朋，中科院水生所研

究员缪炜，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童贻刚，

中山大学教授李文均等专家依次作了专题

报告，令与会者受益匪浅。

这次会议还设置了主题讨论环节由黄

和与华南理工大学林章凛教授，中国科学

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爱杰研究员，以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杨军教授共同主持。讨

论过程中，专家们紧密围绕会议主题，针

对微生物组学与合成生物学中的卡脖子问

题和颠覆性技术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期

间，与会专家各抒己见，探究新问题，提

出新挑战，汇聚新想法。通过深入研讨，

形成了广泛共识。华中科技大学校生命学

院余龙江教授也介绍了生命学院在微生物

学科取得的主要进展和未来发展。希望乘

此会议之东风，与会专家进一步加强交流

合作，共同推动我国微生物组学与合成生

物学相关领域的发展，并对受邀参会的专

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华中科技大学校生命学院）



- 6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8 年第 3 期   总 113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和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主办、

食品伙伴网承办的第八届 “全国食品微

生物检测与控制技术”交流会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 -24 日在苏州召开。来自全国各

地的食品检测机构、食品生产企业、科研

机构、大专院校、微生物检测相关器材生

产企业的 280（注册代表）余名专家、代

表齐聚一堂，以食品安全为主题，就食品

微生物检测和控制技术的新进展、微生物

检测工作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广

泛交流和深入探讨。

会议邀请了来自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检验检疫系

统等不同单位 18 位专家，分别就食品微

生物检测质量控制、食品微生物检测新技

“中日韩国际酶工程学术研讨会”历

史悠久，最早是自 1990 年开始每两年召

开一次的“中日双边酶工程学术研讨会”，

带动了中日酶工程研究合作及人员交流，

推动了我国酶工程研究发展。2004 年韩

国酶工程学会加入此会议，更名为“中日

韩国际酶工程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微生

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日本酶工程学

第八届全国“食品微生物检测与控制技术”学术交流会
会议纪要

中日韩国际酶工程学术研讨会 纪要

术与新产品的应用、基因组学在食品安全

保障中的应用与展望、食品微生物检测的

取样与结果报告、食品微生物实验室建设

与运行管理等内容做了专题报告，会后参

观了伊利苏州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取

得了圆满成功。

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长期以来关注和积极支持我国食品安

全事业的发展，与中国检科院合作举办的

食品微生物检测与控制技术交流会已成为

国内规模较大的专业学术研讨与技术交流

的开放型平台，为提升我国食品安全保障

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  供稿）

会以及韩国酶工程学会共同举办，引领和

促进了亚洲酶工程事业持续的发展和不断

提高，已成为亚洲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品

牌，在国内外酶工程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

力。

2018 年 6 月 29 日 -7 月 3 日由日本酶

工程学会、韩国酶工程学会以及中国微

生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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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中日韩酶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日本京都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日本

Kyoto 大学 Haruyuki Atomi 教授、中国微

生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金城研究

员、韩国 KAIST 的 Hak-Sung Kim 教授共

同担任大会主席，华东理工大学魏东芝教

授、日本 Kyoto 大学 Jun Og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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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主席由中

国张嘉宁教授、日本 Hirose Ueda 博士、

韩国 Yonghwan Kim 教授担任。

本次会议共收到会议摘要 120 多篇，

来自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的 83家高校、

研究机构和企业界的 200 余名代表出席会

议，国内参会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

技术研究所、江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广西大学、云

南大学、湖北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吉

林大学、安徽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广西

科学院、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丹尼斯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

与会代表在“新酶的发现”、“酶的结构

与功能”、“代谢工程”、“酶促反应机

理”、“蛋白质工程与定向进”、“生物

转化与生物炼制”、“生物医学与传感器”

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交流。

日本富山县立大学 Yasuhisa Asano 教

授、韩国首尔师范大学 Kyung-Jin Kim 教

授、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魏东芝教授、日本

Kyoto 大学 Jun Ogawa 教授、韩国生物科

学和生物技术研究所 Seung-Goo Lee 教授

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吴边研究员等

9 位代表分别做了精彩的大会特邀报告，

另有 54 位代表做分会报告。此外，会议

代表还对 90 份墙报展示的内容进行了广

泛交流。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团组 [(2018) 科

际批字 4673 号 ] 吴边教授一行 3 人参加

会议。吴边研究员做了题为“Computational 

e n z y m e  r e d e s i g n  f o r  r e g i o -  a n d 

enantioselective hydroamination reactions

（计算机酶设计区域对应选择性氢化反

应）”的大会报告；林白雪副研究员在会

议展示其研究成果“Metabolic engineering 

of Escherichia coli for the production of 

N-acetylglutamate （利用大肠杆菌代谢工

程生产 N- 乙酰谷氨酸）”；欧阳浩淼

助理研究员展示了题为“Deletion of the 

Aspergillus fumigatus phosphoethanolamine 

transferase gene gpi7 leads to a defect in 

polarized growth（烟曲霉磷酸乙醇胺转

移酶 gpi7 基因对其极性生长的影响）”

的墙报。此外，中国微生物学会酶工程

专业委员会主任金城研究员做了题为

“Biochemical and genetic analyses of cod4 

and cod7 gene reveal that chitin deacetylation 

is involved in polar growth in Aspergillus 

fumigatus（几丁质脱乙酰化基因 cod4 和

cod7 对烟曲霉极性生长的影响）”的口头

报告。

本届会议学术讨论气氛热烈，促进了

中外学者、企业界在酶工程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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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20~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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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微生物学会协办，兰州大学基础

医学院承办的“2018 微生物与人类健康

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大学召

开。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微生物与

人类健康”，共有来自国内各大、专院校、

研究院（所）、医院、疾控中心等单位的

150 余名代表参会，会议共收到论文及摘

要 80 篇，编辑了《论文摘要集》，内容

涉及微生物的致病机理、耐药性、感染与

免疫、菌群与健康、以及真菌学等领域。

7 月 21 日上午 8:30，由中国微生物学

会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业委员会秘书

饶贤才教授主持的会议开幕式正式开始，

主任委员胡福泉教授致开幕词，兰州大学

基础医学院党委书记郭明宙教授致欢迎

词，饶贤才教授简要介绍了此次会议的筹

备情况，对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韩俭教授

团队在会议筹备期间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

示感谢。大会邀请了陆军军医大学胡福泉

教授，浙江严杰教授，复旦大学瞿涤教授，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陈则研究员，上海交

通大学郭晓奎教授等 22 位专家分别作了

精彩的大会报告，2 天的学术交流结束后，

饶贤才教授主持了闭幕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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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1 日晚 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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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体委员会议，参加研讨会的全体委员出席

了会议，就今后的办会原则、下一次会议

地点与举办方式，专委会下设立学组成立

的等学会发展重要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形成了共识。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与免

疫学专业委员会 供稿） 

2018 微生物与人类健康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

2018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由中国工

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中国食品发

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微生物学会

工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和发酵行业生产

力促进中心联合主办，国家微生物资源平

台、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中国食

第七届工业企业微生物安全控制技术与实践研讨会
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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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支持的“第七届工业企

业微生物安全控制技术与实践研讨会”在

北京工大建国饭店隆重召开。

会议聚焦国内外微生物安全控制法规

标准动向、微生物实验室建设与运行和生

产过程中微生物风险监控等主题，围绕国

内外微生物检测、鉴定、分型、溯源、评

价前沿技术与应用展开讨论，在行业新

法规、新技术、新理念、新应用和新趋势

等方面达成热点共识。来自食品、药品、

化妆品、国家各级检测机构、科研院所和

实验耗材设备供应商等行业的 260 余位专

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出席本次研讨会，包括

宝洁集团、联合利华、赛诺菲、百事、可

口可乐、蒙牛、伊利等全球 500 强和中国

500 强企业。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

藏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姚粟教授主持，中

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蔡

木易教授和国家微生物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负责人张瑞福研究员为大会致辞，其讲话

中指出“食品、药品安全是全社会共同关

注的热点问题，微生物安全控制和检测技

术对行业监管部门、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

至关重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先进技术，

有利于促进相关行业健康发展。相信本次

大会将为参会专家代表带来诸多收获，为

食品、药品和化妆品行业创新发展做出贡

献。”

8 月 22 日，研讨会主办方中国工业微

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为参会代表举办了

“微生物菌种鉴定与分型溯源”专题培训，

来自 CICC 的技术专家针对“《伯杰氏细

菌系统学分类学手册（第九版）》使用简

介、MALDI-TOF 快速微生物鉴定技术及

应用、Ribo-typing 全自动微生物分型技术

及应用、污染菌安全性分析与评价技术体

系介绍”作了 4 个精彩报告，场内座无虚

席、反响热烈。  

本届研讨会设有 9 个主会场报告、9

个食品分会场报告和 8 个药品和化妆品分

会场报告。

8 月 23 日召开的主会场报告主要针对

国际、国内行业政策法规动向展开研讨，

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英国、德国、法国、

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政府机

构官员和国际组织专家，包括 ISO 国际标

准化组织、IDF 国际乳品联合会、AOAC

国际分析家协会、IAFP 欧洲国际食品保

护联合会和国家药典委员会等机构，针对

“中国药品微生物质控中注射剂再评价及

核酸序列数据库建设、WGS 技术在微生

物鉴定与分型中的应用、国际标准间的方

法验证、食品微生物菌种安全性评价、微

生物限度检查方法、益生菌计数方法、

AOAC 官方微生物快检技术”等议题开展

演讲。会议报告主题鲜明、内容务实、专

业性强，代表反响热烈。

8 月 24 日召开的食品分会场报告主要

针对“GB 29921、GB 4789.26 和散装即食

食品微生物限量等国标修订动向，益生菌

菌种安全性评价，实验室生物安全，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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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承检实验室飞行检查，ISO 17034 微生

物标准样品要求，食品企业微生物安全性

管控”等议题展开研讨，会议内容切题新

颖，参会代表交流气氛活跃。

8 月 24 日召开的药品和化妆品分会场

报告主要针对“《2020 版中国药典》1421

灭菌法修订进展，非无菌药品微生物限度

要求，化妆品微生物检测技术，化妆品微

生物学方法与菌种保存，生物指示剂，药

品注册现场核查，工业企业菌种验证技术。

药品生产过程中微生物鉴定策略”等议题

展开研讨，参会代表纷纷表示报告内容紧

跟政策动向、切合实际需要、参会收获很

大。

“第七届工业企业微生物安全控制技

术与实践研讨会”在 8 月 24 日下午圆满

落幕！作为本次会议的主办方，CICC 已

连续举办 7 年举办本会议，大会始终秉承

“前沿技术”与“企业实践”并重，促进

了海内外行业技术交流，在工业微生物领

域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

充分认可。

CICC 作为国家级微生物科技服务平

台，近年来积极搭建我国工业领域企业技

术人员与政府监管机构、大专院所、海外

专家和实验室技术供应商之间的专业技术

交流桥梁，努力推动我国工业微生物质控

技术的创新发展，促进我国工业企业微生

物质控水平快速提升。

（中国微生物学会工业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 供稿）

首届“全国地方院校微生物学教学研

讨会”于 2018 年 9 月 14-16 日，在浙江

省杭州市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微生

物学会微生物学教学工作委员会主办，

由浙江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和浙江省微生物学会联合承

办。大会汇集了 50 余所国内知名高校和

地方院校的 150 余名从事微生物学相关教

学的一线教师和科学家代表，大家积极参

与交流讨论，取得了预期效果。

开幕式由大会组委会总负责人浙江工

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钟卫鸿教授主持，中

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学教学工作委员会主

任、武汉大学陈向东教授致开幕词，浙江

工业大学副校长华尔天教授、浙江省微生

物学会副理事长李永泉教授和浙江工业大

学生物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王雷老师等为开

幕式致辞。

本次研讨会围绕全国“双一流”建设

和深化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地方院校微生物

全国地方院校微生物学教学研讨会 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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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展开，郑裕国院士、

陈向东教授、刘双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周宁一教授、南开大学李明春教授、上海

交通大学陈峰教授、浙江大学吕镇梅教授、

高等教育出版社王莉老师、天津科技大学

王敏教授和毛淑红副教授、陆军军医大学

胡晓梅教授、浙江大学汪海珍教授、浙江

工业大学钟卫鸿教授和汪琨副教授等 13

位微生物学领域的教学名师、知名学者和

一线教师分别作了大会报告和交流。会议

在 16 日上午设立专场交流会，由浙江工

业大学裘娟萍教授和钟卫鸿教授召集与会

代表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交流，参会代表们就教学理念、教学改革

和课程建设，尤其中国 MOOC 课程建设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等方面进行

了充分交流和深入研讨，气氛热烈，效果

显著。

本次大会得到了中国微生物学会、浙

江工业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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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学教学工作

委员会 供稿）

2018 中国（泰州）医药峰会于 9 月

16 日在天德湖宾馆召开，是本届泰州国

际医博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泰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史立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

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中国科协生命科学

学会联合体秘书长王晓民致辞。2013 年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托马斯 •苏德霍

夫（Thomas c.Sudhof），IFOM 分子生物

学研究院院长 MARCO FAINI，中科院院

士、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学敏，国际

遗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总干事马乌洛 •

吉阿卡（Mauro Giacca），南京金斯瑞传

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朱力，同

济大学东方医院干细胞工程转化医学中心

副主任徐俊发表了演讲。

史立军对来泰参加峰会的各位嘉宾表

示欢迎，并介绍了泰州医药产业发展状况。

他说这次峰会汇聚了国内外顶尖科研机构

和专家、投融资界及著名医药企业家，旨

在构建医药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和价

值链平台，将会更好推动医药科研成果产

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希望有更多医药

科研成果在中国医药城落地转化，泰州也

将提供优质的产业环境、营商环境和配套

环境，全力支持项目发展壮大。刘登峰表

示，中国（泰州）医药峰会打造一个优质

中国（泰州）医药峰会“生物医药前沿”高峰论坛 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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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对于创新生物医药研究、促进中西

学术交流将会发挥重大作用。王晓民希望

峰会能够汇聚更多医药创新资源和人才，

搭建更好的交流合作平台，碰撞出新思路、

新策略，共同推动医药事业创新发展。

峰会围绕“生物医药前沿”议题，立

足我国新药研发及产业发展新愿景，聚焦

医药前沿，深入进行学术研讨。托马斯 •

苏德霍夫介绍了他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

讲解了关于大脑的工作机制以及人类在相

关疾病治疗方面面临的挑战。他预测，未

来 10 年基因疗法将掀起新一轮浪潮，是

革命性、颠覆性的，但他同时提醒不能忘

记小分子化学药的研发，因为它便宜高效。

张学敏的演讲围绕肿瘤防治展开。他讲到，

“通过当前的病理诊断报告不难发现，目

前，许多患者病不是死于癌症本身，而是

丧命于突如其来的负面消息，没有任何心

理准备，从而引起严重的心理危机；另一

方面，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重灾区，多数

患者并非死于肿瘤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

疗。”张学敏表示，其实肿瘤本身并不可

怕，早期对肿瘤进行辨别并加强干预至关

重要。而在对其进行辨别及干预之前，需

要先认识肿瘤生成的原因。他认为，要正

确认识肿瘤，巨噬细胞是癌症治疗新希望。

其他专家也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另外，

此次峰会还举行了筹建托马斯 •苏德霍夫

诺奖工作站签约仪式，并进行了专题互动

研讨。

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秘书长肖亚中教授

代表学会出席了本次会议。

第九届中国临床微生物学大会暨微生

物学与免疫学论坛 [2018-01-06-025（国）]

于 2018 年 9 月 20 至 22 日在吉林五洲花

园大酒店成功召开。本届大会由中国微生

物学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医学参

考报社、宁波大学医学院主办，北华大学

附属医院承办，海南省临床微生物学检测

与研究中心、吉林市检验医师学会协办。

来自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330 名微生物学、免疫学专家和学者共同

见证了本届大会的盛况。

本届大会邀请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

专家作学术演讲，以大会报告、专题论坛、

壁报和优秀论文答辩等形式进行了交流，

专题论坛包括：耐药与诊断论坛（河北）、

微生物感染诊断与治疗论坛和医院感染论

坛；共收到论文 238 篇，遴选 226 篇论文

录入本届大会《论文汇编》；论文答辩评

选了 15 篇优秀论文一、二、三等奖和 15

篇优秀奖；大会还以对委员报告无记名投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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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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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方式评出大会优秀报告和论坛专题优

秀报告。此外，大会期间还召开了专业委

员会全国委员、青年委员、学组主任委员

及学组副主任委员工作会议、医学参考报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频道第二届编辑委员会

换届会议暨青年编委会成立会议和《临床

微生物学实验指南》编委会工作会议。

9 日 20 日 19 时，第二届中国微生物

学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全

国委员、青年委员、学组主任委员及学组

副主任委员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由本届大

会主席谷海瀛教授主持。会议上完成了

以下 6 项议程：1. 总结第二届专业委员会

2017.10~2018.09 月年度工作；2. 确立大会

组织奖评定原则；3. 讨论并确定了大会优

秀报告及论坛专题优秀报告的评选细则、

优秀论文评审原则和答辩评审细则；4. 通

过了 1 位候补全国委员并颁发全国委员证

书，通过了 4 位候补青年委员并颁发青年

委员证书；5. 与委员讨论下一年度专业委

员会工作计划及委员工作注意事项；6. 参

会委员代表发言。

9 月 20 日 20 时，举行了医学参考报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频道第二届编辑委员会

换届会议暨青年编委会成立会议。会上，

由医学参考报社组织管理部主任安海波宣

读了第三届编委会名单和青年编委会名

单，并由医学参考报常务副社长周赞研究

员与第三届微免频道编委会主编谷海瀛教

授为第三届编委会的副主编、常务编委及

编委颁发了编委证书；之后为青年编委会

的副主任编委及编委颁发了青年编委证

书。会上确认了微免频道第三届编委会、

青年编委会中各级编委的工作职责，安排

了微免频道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的执行主编工作。编委会代表们发言讨论，

表达了支持微免频道工作、积极组织高质

量投稿的决心。最后由安海波主任介绍了

由医学参考报社与北京合纵医信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医信》平台，旨在

利用手机 APP 方便快捷地获取国家方针

政策、法律法规，促进各编委、各频道间

的学术交流、沟通合作，以提高出版效率

和质量。

9 月 20 日 21 时 30 分召开了《临床微

生物学实验指南》编委会工作会议，该指

南主编谷海瀛教授明确了指南编写进程，

对稿件初审后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编委

们一致认可并表示会尽快修改，积极配合

编写工作。

9 月 21 日 8 时举行开幕式，由本届大

会副主席李若瑜教授主持；出席开幕式就

坐在主席台的嘉宾有：军事医学研究院研

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宁一研究员，中

国微生物学秘书长东秀珠研究员，医学参

考报常务副社长周赞研究员，本届大会主

席谷海瀛教授，北华大学校长任玉珊教授，

吉林市卫计委副主任王晓娟女士，北华大

学副校长杜培革教授，吉林大学白求恩医

学部部长李凡教授，吉林省免疫学会理事

长谭岩教授和北华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张铎

教授；东秀珠秘书长、周赞社长、谷海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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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任玉珊校长和王晓娟副主任致辞。

周赞社长为微免频道第三届编委会主编谷

海瀛教授颁发主编证书；大会主席谷海瀛

教授宣布了本届“大会组织奖”获奖名单；

东秀珠秘书长、周赞社长、任玉珊校长分

别为“大会组织奖”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优秀奖获奖者颁发了证书，最后与

会代表合影留念。此外出席本次开幕式的

嘉宾还有：北华大学医学技术学院院长夏

薇教授，北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咏

梅教授，吉林市医学会副秘书长张玉英，

宁波大学医学院科教办主任罗琳女士，北

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孙新教授，北华大学

医学技术学院副院长李明成教授，本届大

会副主席吴丽娟教授和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检验科主任、吉林省临床检验重点实验室

主任李彬先教授等。

开幕式结束后，国内 9 位知名专家做

了大会专题报告，气氛热烈。军事医学研

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宁一研究

员以“共患病毒与防控”为题，做了精彩

的报告，现场反应热烈，多位老师提出问

题并与金院士进行了探讨。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东秀珠研究员介绍了“链球菌

特异的抗氧胁迫机制”，提出了链球菌基

于翻译后修饰的抗过氧化氢的“免疫”机

制；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人兽共患病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李凡教授以“基于整合组

学的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特征性宿主免疫机

制研究”为题，通过结核感染整合组学数

据，深入探究人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后的特

异性免疫应答机制，并探讨对结核病临床

早期诊断研究以及特效新药的研发。宁波

大学医学院谷海瀛教授以“幽门螺杆菌致

病机制的困惑”为题，阐述了幽门螺杆菌

的发现、研究进展与致病机制，并介绍了

应用湖南昭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谷

氏幽门螺杆菌快速分离培养、鉴定、药敏、

保存试剂盒最新研究成果，首次提出原发

性十二指肠幽门螺杆菌球炎新论述，探讨

了幽门螺杆菌鞭毛基因在致病机制中的作

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皮肤性

病防治中心主任、真菌和真菌病研究中心

副主任李若瑜教授分享了“医学真菌学研

究热点”，介绍了真菌感染的严重危害及

其耐药的严峻现状，提出了我国医学真菌

学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北京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副所长黄芳副教

授，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综合实验室主

任罗光华研究员，首都儿科研究所病毒研

究室赵林清研究员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

京医院检验科秦晓松教授做了精彩的报

告。最后，罗氏卫星会介绍了罗氏的实验

室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通过对委员所作

报告的无记名投票，谷海瀛教授和李若瑜

教授获得了本届大会的大会优秀报告奖。

9 月 21 日 14 时，耐药与诊断专题论

坛（河北）开始有序进行。河北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的时东彦教授，华北理工大学附

属医院的董爱英教授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

医院的张征教授分别报告了自己研究课题

的精彩成果。报告结束后，时东彦教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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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爱英教授组织了有奖竞猜活动，会场的

同仁激昂奋进，学术氛围活跃。

9 月 22 日 8 时，开启微生物感染诊断

与治疗论坛。宁波大学医学院谷海瀛教授

阐述了“鞭毛染色在临床细菌鉴定中的作

用”，中国医科大学盛京附属医院秦晓松

主任分享了“降钙素原在临床感染实验室

诊断中的应用”的心得体会，吉林大学第

一医院的许建成教授带来了“耐碳青霉烯

类肠杆科细菌流行病学及防治”的经验之

谈。论坛上还有苏州大学附属三院汪良芝

主任，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贺丹副教授，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研究所

房师松教授和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罗微等

专家做了精彩的报告。通过无记名投票，

谷海瀛教授和贺丹副教授获得了微生物感

染诊断与治疗论坛专题优秀报告奖。

同时进行的还有医院感染论坛，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感染管理科徐世兰

主任分析了“中国新开医院 395 例多重耐

药菌分析：两年目标性检测结果”，吉

林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陈玉坤主任谈讨了

“医疗机构多重耐药菌防控与挑战”，北

华大学附属医院感染管理处刘艳红主任分

享了“微生物检测对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的重要意义”。论坛上还有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医院医务处、医院感染控制科刘卫平

主任、浙江省人民医院院感科王亚霞主任、

崇州市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常洪美科长做

了学术报告。通过无记名投票，徐世兰主

任获得了医院感染论坛专题优秀报告奖。

大会优秀论文答辩亦如火如荼。细菌

耐药、微生物鉴定、病毒免疫和硕士研究

生 4 个答辩组共计 33 位答辩人进行了论

文答辩。各位答辩者对评审专家提出的疑

问一一解答，评审专家根据答辩内容进行

批评指正并提出中肯意见或建议。分数汇

总后评选出了“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2

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4名、优秀奖11名，

“大会优秀研究生论文”一等奖 1 名、二

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奖 4 名。

9 月 22 日 14 时 30 分，这场学术盛宴

即将落下帷幕。闭幕式由本届大会副主席

吴丽娟教授主持，大会主席谷海瀛教授宣

布“大会优秀报告”、“论坛专题优秀报告”、

“大会优秀论文”和“大会优秀研究生论

文”获奖名单。全国委员李彬先教授和全

国委员王丽教授等为获奖者颁发证书。最

后吴丽娟教授致辞。第九届中国临床微生

物学大会暨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论坛在掌声

和赞许中圆满落下了帷幕，众多与会代表

期待着明年学术十周年大会再相聚！

（中国微生物学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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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7 － 8 日，由中国微生

物学会真菌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真菌学

杂志》联合主办的第三届真菌感染与宿主

免疫学术会议在美丽的太湖之畔江苏无锡

盛大开幕，会议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

科李若瑜教授、上海长征医院皮肤科温海

第三届真菌感染与宿主免疫学术会议 纪要

9 月 25-27 日，由山东省教育厅主办、

泰山医学院承办、中国微生物学会病毒学

专业委员会和山东免疫学会青年工作者委

员会协办的“泰山学术论坛—病毒性传染

病专题”在泰安市举行。副院长彭春雷、

王庆宝，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

与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医学院

院长高福，爱尔兰皇家学会会员、都柏林

大学学院教授 Desmond Higgins，中山大

学基础医学院（深圳）院长、中国微生物

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德银，

武汉大学健康学院院长于学杰出席开幕

式。泰山医学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新发

传染病病因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病

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史卫峰教授主持开幕

式。

王庆宝代表泰山医学院致欢迎辞，介

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并对此次泰山学术

论坛——病毒性传染病专题研讨会作了简

要说明。

此次会议以“人类新发传染病的流行

病学研究进展”、“病毒进化和遗传多样

性分析”、“病毒感染和免疫学机制”、

“重要病原的筛选和鉴定”、“生物信息

学和统计工具的开发利用”、“病毒对宿

主的生态学影响”六个方向为焦点，共举

办大会报告 26 场，就病毒学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和前沿问题作了广泛交流和深入

探讨。

本次学术论坛共邀请到爱尔兰都柏

林大学学院 Desmond Higgins 教授、英国

剑桥大学 Christopher Illingworth 博士、牛

津大学 Hui Wang 博士、比利时鲁文大学

Philippe Lemey 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 Sebastian Duchene 博士、瑞典公共卫生

署 John Pettersson 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 Xiang Ji 博士等 7 位国际报告人。

同时邀请了包括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

家优青和泰山学者在内的 19 位国内报告

专家。来自国内外 40 余所知名高校和研

究机构的 260 余名师生参加了会议。

（中国微生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 

供稿）

“2018 泰山学术论坛”在泰山医学院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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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担任大会主席，上海复旦大学终身教

授翁心华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长征

医院廖万清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南京皮

肤病研究所吴绍熙教授出席会议，并为大

家带来了最新研究成果与精彩的学术点

评，大会特邀国际人类与动物真菌学学

会（ISHAM）前任与现任主席 Malcolm 

Richardson 、Gordon D. Brown 以及印度

的 Arunaloke Chakrabarti 与国内医学真菌

权威专家一起为大会作学术报告与专题研

讨，带来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进

一步推动我国医学真菌学科的发展与

进步。

两天的学术交流，共有来自感染、皮

肤、呼吸、血液、重症、检验以及基础研

究的 35 位权威专家带来了国内外医学真

菌研究的最新进展及成果，分享了多个医

学真菌感染的临床病例，涵盖了医学真菌

学的基础研究、流行病学、实验室诊断、

影像学诊断、临床诊治、药物研究进展

以及大量的临床真菌感染病例讨论，基因

测序、超级真菌等前沿科技与医学真菌研

究的临床转化结合，成为了会议的热点。

本次会议一改传统会议演讲报告的会议形

式，根据医学真菌的分类设立了曲霉、念

珠、隐球及其他真菌四个开放式的研讨专

场，让与会代表各抒其见，共同参与，共

同讨论，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与好

评。

来自国内各大医学院校及研究机构医

学真菌研究相关的近 400 名代表参加了本

次会议，参加的代表既有来自从事基础研

究的研究所、院校的人员，也有来自各大

医院的临床医生，涉及多个专业多个学科，

从真菌感染的宿主免疫到临床应用，从基

础研究到疾病诊治和药物应用，将科技与

临床应用转化结合，更好地指导临床疾病

的诊治，让本次会议成为一次名符其实的

跨专业跨学科的学术盛会。会议共收到学

术论文 30 余篇，经过学术委员会评审，

一篇被评为大会报告，25 篇壁报交流。

大会设立了优秀论文及优秀壁报奖项，并

给予了一定的物资奖励，以鼓励更多的学

者从事科学研究。

经过两天紧张的报告与研讨，在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第三届真菌感染与宿主免

疫学术研讨会成功落下帷幕。专家的报告

非常精彩，代表的学习精神高涨，学术气

氛十分浓厚，感情在学术传承中交流，学

术在真情沟通中弘扬。通过本次大会的成

功举办，与更多的专家同道一起携手，共

同促进对真菌感染的发病机制研究，本着

医学的发展是临床与科学研究的完美结合

之本的原则，面对新医学模式和发展趋势、

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励志图强，追求卓越，

为早日控制真菌感染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微生物学会真菌学专业委员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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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21 日上午，中国微生物

学会组织专家，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 A 座 423 会议室召开了“青年人才托举

工程项目”候选人评审会。学会共收到 11

份专业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材料，经形式

审查，其中一位申报人超过中国科协规定

的年龄限制，不予受理。专家组对 10 位

候选人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讨论，最

后经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投票对候选

人进行了排序。根据中国科协生命联合体

的要求上报了前 3 名候选人的材料。

中国微生物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候选人评审会”
召开

简 讯

2018 年 8 月 21 日，中国微生物学会

组织专家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A 座

423 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微生物培

养皿艺术大赛”获奖作品评审会。专家组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组成，包括中

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东秀珠研究员、中国

微生物学会微生物毒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姚咏明研究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微

生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俊研究员、中

国微生物学会酿造分会主任委员霍军生研

究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张瑞福研究员、中国微生物

学会生物制品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梁争

论研究员、中国微生物学会人兽共患病病

原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万康林研究员组

成。会议由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东秀珠

研究员主持。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副秘书

长杨海花研究员介绍了大赛的整个方案和

进程，并将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初评后的前 50 个作品进行了介绍。专家

们根据作品的艺术水平、主题内涵，结合

所用微生物菌株的类别及其培养情况和拍

照时的条件等，对作品给出总体评价，并

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奖 14 名。

此外，网站得票最高的作品为最佳人气奖。

为了保证评审的公正性，专家是在不知道

作品的作者和单位的情况下对作品本身进

行的盲评。

“第二届中国微生物培养皿艺术大赛”
优秀作品评审会在北京举行



- 19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8 年第 3 期   总 113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2018 年 9 月 11-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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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浙江丽水，为莲都、景宁、青

田和庆元县的中小学生们做了 7 场科普报

告，1900 余名同学聆听了讲座。尽管为

了每天的讲座都要在路上奔波几个小时，

但是为了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听到科普讲

座，讲课者也心甘情愿。经常所有举起来

的几十只手都放下了，所有的孩子的问题

都得到解答，一场报告才圆满结束。

2018 年 9 月 27 日，应北京市房山区

科协的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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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房山

窦店，分别为窦店第二小学和窦店中学的

同学们做了微生物主题的两场科普报告，

共 200 名中小学同学聆听了讲座。最为有

趣的是，窦店中学的初二同学们去年就听

过了杨老师的讲座，今年是以“未完待续”

的心情再次聆听了杨老师新的主题的微生

物讲座。在新的高考考试科目改革的大背

9 月 17-21 日，杨海花研究员来到杭州

的余杭和临安区为 2250 中小学生们做了 7

场科普报告。在余杭等地的科普活动是配

合杭州市余杭、临安等地科普周活动进行

的。在讲座中，同学们专心听讲，互动环

节提出的问题很有专业水平，体现了同学

们宽广的知识面和极强的接受新知识的能

力。此次活动也是“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

科普演讲团”的系列科普活动之一。

景下，同学们对生物学科的兴趣在不断提

高，这为包括微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

等生物学科普讲座在中学的传播打开了更

大的空间和舞台。课堂上同学们认真听讲，

积极提出微生物相关的问题——特别是跟

他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和困惑，体

现了他们对微生物知识的浓厚兴趣，对科

学问题的思考和探究，特别是对科学知识

的实用性的关注。

科普走进浙江美丽村镇

科普房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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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5 日，“陕西省暨西安

市 2018 年全国科普日主场示范活动”在西

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和谐广场举行。陕西

省微生物学会组织来自空军军医大学、陕

西省艾滋病性病防治协会、陕西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陕西科技大学的 11 名专家教

授及会员参加。活动以“益生菌与人体健

康及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为主题，通过科

普知识展板宣传、发放主题宣传材料、现

场咨询义诊、模型展示与互动、视频播放、

有奖应答等方式，围绕益生菌与人体健康、

艾滋病等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两个方面，阐

述微生物的利与弊、用与防。制作展板、

挂图 6 个，发放宣传资料数百份。为增强

宣传效果，现场还通过有奖问答的形式发

放香皂、洗手液、签字笔等小礼品多份。

活动过程中虽然突遇大雨，但是全体参会

人员始终坚守岗位，热心为群众答疑解惑，

达到预期活动目标。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 供稿）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积极参加 2018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地方学会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