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届华南地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联合年会 

暨 2015 年学术交流会议 

（第二轮通知） 

为促进华南地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发展，提高学术质量，为会员、

学术界、产业界搭建良好的技术、学术交流平台，由广东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会、广西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海南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深圳市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共同主办，深圳大学、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

中心承办的“第一届华南地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联合年会-2015 年学术交

流会”定于 2015 年 12 月 17-19 日在深圳举行。本次学术会议将邀请在生化领域

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做大会特邀报告，同时也为活跃在本领域的中青年工作者提

供学术交流的平台。 

我们诚挚欢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生踊跃投稿、

积极参会，共同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技术。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5 年 12 月 17 日-19 日 

二、会议地点 

深圳大学科技楼 1 号学术报告厅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广东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广西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海南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深圳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承办单位： 

深圳大学 

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 

大会联合主席 

李刚、高国全、钱士匀、唐纪良 



 

 

四、会议日程安排 

（一）12 月 17 日 

1、全天报到 

2、17:00 华南地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秘书长联席会议 

（二）12 月 18 日学术会议议程 

上午： 

8:30-8:45   开幕式 

8:50-9:20   特邀报告  国家自然基金委医学科学部江虎军处长  

9:20-9:50   Structural Studies of “Erasers” for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郝权教授  香港大学 

9:50-10:00  茶歇 

10:00-10:30  Fructose-1,6-bisphosphatase opposes renal carcinoma progression 

             李博教授  中山大学 

10:30-11:00 传递天然免疫蛋白的 mRNA 扩大上皮细胞抗侵染性病原菌 

的能力 

邹先琼教授 桂林医学院 

11:00-11:30 甲胎蛋白对肝癌细胞恶性行为的影响及其调控机制 

         李孟森教授 海南省肿瘤发生和干预重点实验室 

11:30-12:00 肿瘤的基因组学与精准医学 

张秀清教授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下午： 

分会场一：大会专题报告       议程待定 

分会场二：博士后研究生专场   议程待定 

（三）12 月 19 日：实验室交流，离会 

 



 

 

五、征文要求 

1、征文范围：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相关领域研究，必须为尚未发表的研

究结果； 

2、论文摘要应包括论文的题目、作者、单位和电子邮箱地址，中英文皆可； 

3、论文格式：使用 WORD 格式排版，1.5 倍行距，5 号字，Times New Roman,

各段之间不要空格，页面设置为 A4 纸。 

4、征文截止日期：2015 年 11 月 30 日 

5、会议论文摘要可以通过大学网站提交，或者将电子版发送到电子邮箱：

SZ_SBMB@163.com； 

六、学术墙报要求： 

1、为了参会者之间更好的进行学术交流，此次会议将按照国际惯例，要求

每篇论文摘要（口头报告外）必须以英文墙报的形式展示； 

2、墙报尺寸要求：高 120 厘米×宽 90 厘米 

3、学术墙报展示期间进行评选，设一等奖 1 名，500 元人民币；二等奖 5 名，

每位 200 元人民币；三等奖 10 名，每位 100 元人民币。 

 

七、会议费用 

1、差旅费和住宿费自理： 

2、会议注册费标准： 

参会代表  2015.9.1～11.30  12.1 以后及现场缴费  

代表  1000 1200 

学生  500 600 

户名：深圳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八卦岭支行； 

账 号：44201002100052522242 

汇款请注明“华南地区生化会议会务费”。 



 

 

八、住宿信息 

1、会议报到地点： 

2015 年 12 月 17 日：深圳市新桃园酒店一楼大厅（南山区桃园东路 10 号，

近南山大道交汇处，近地铁罗宝线桃园站 A 出口） 

2015 年 12 月 18 日：深圳大学科技楼一楼大厅 

2、住宿地点：新桃园酒店   428-488 元/晚 

新年酒店     328-378 元/晚 

九、联系方式： 

大会网站：http://www.sphmc.org/_d271615454.htm 

深圳市莲花路 1120 号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 303 

深圳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联系人：张超 卿艳维        邮编：518036 

电话：0755－83067048       E-mail：SZ_SBMB@163.com 

广东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广西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海南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深圳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2015年 10月 18日 



 

 

附件一、 

第一届华南地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联合年会 

暨 2015 年学会交流会议回执 

第一届华南地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联合年会---2015 年学会交流会 

姓名  职务/职称  性别  

单位名称  书面通知邮寄 是/否 

通信地址  

手机号码  Email  

专题报告 □是  □否 报告题目  

研究生专场 □是  □否 报告题目  

会议摘要 □是  □否 论文题目  

墙报展示 □是  □否 论文题目  

酒店及房型 

（见附件三） 

新桃园酒店： □标间   □单间 

新年酒店：□标间 □单间 □单人套房 
是否合住 

□ 是   

□ 否 

说明： 

1、 如需要邮寄盖有学会红章的书面通知函，会务组将按照您提供的通信地址寄出， 

若不需要邮寄书面通知，会务组将在开会期间提供。 

2、 回执请在 2015 年 11 月 30 日前交至会务组邮箱：SZ_SBMB@163.com 

  



 

 

附件二 

深圳市新桃园酒店 

1、 可选择房间类型及价格 

房型 价格 

标准双人间 428-488 元/晚 

标准单人间 428-488 元/晚 

 

2、 酒店地址 

 

  



 

 

深圳市新年酒店 

1、可选择房间类型及价格 

房型 价格 

标准双人间 328 元/晚 

标准单人间 328 元/晚 

单人套房 378 元/晚 

 

2、 酒店地址 

 

 



 

 

附件三、会议地点       深圳大学科技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