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9 届亚太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联盟会议暨 2022 年中国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会学术会议 

（The 29th FAOBMB & 2022 CSBMB conference） 

第一轮会议通知 

    为加强亚洲大洋洲及国内生物科学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促进生物科学的进一

步发展，“第 29 届亚太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联盟会议暨 2022 年中国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学术会议（The 29th FAOBMB & 2022 CSBMB Conference，简

称：2022 年亚太生化大会）”将于 2022 年 10 月 19-22 日在深圳召开。会议规

模约 2000 人。 

一、会议时间：2022 年 10 月 19-22 日 

二、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三、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亚洲及大洋洲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联盟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承办单位： 

              深圳大学医学部 

              深圳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上海市王应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发展基金会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四、组织形式： 线下（国内）+线上（海外） 

五、会议主题：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for Human Health（生

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助力人类健康） 

1. Enzymes and regulation （酶学与调控）  

2. Protein, complex, and assembly （蛋白质及其复合物和组装） 

3. DNA replication and repair （DNA 复制与修复） 

4. Gene expression and regulation （基因表达与调控）  

5. Nucleic acids: coding or non-coding （编码及非编码核酸） 

6. Lipid: metabolism and diseases （脂质代谢与疾病） 

7. Nutrient sensing （营养感知） 



8. Metabolic regulation and diseases （代谢调控与疾病） 

9. Mechanisms of cell death （细胞死亡机制） 

10. Biochemistry of viruses（病毒生物化学）  

11. Glycosylation and lipid modification（糖基化和脂质修饰）  

12. Biochemistry of immunity and immunotherapy （免疫生物化学与免疫

治疗） 

13. Plant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植物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14. Molecular imaging （分子影像） 

15. BMB of Covid-19 （新冠病毒的生化及分子生物学机理） 

16. FAOBMB Symposium （FAOBMB 研讨会） 

17. Education in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教育） 

 六、会议组织: 

大会主席：Akira Kikuchi   李林   

国际学术委员会： 

主席：Joon Kim   林圣彩 

国际成员（FAOBMB 执委）:  

Akira Kikuchi （President, Japan）Joon Kim（President-Elect, Korea） 

Sheila Nathan（Secretary General, Malaysia） Shannon Au（Treasurer, Hong 

Kong, China）Gracia Fe B. Yu（Standing Committee Chairs Education 

Committee, Philippines）  Paul Gleeson（ Standing Committee Chairs 

Fellowships Committee, Australia） 

国内成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昌增益  陈国强  陈玲玲  丁建平  冯  雁  蒋澄宇  林圣彩  刘陈立  

刘默芳  刘小龙  陆豪杰  戚益军  邵  峰  宋保亮  隋森芳  汤其群   

王志新  许琛琦  许瑞明  杨海涛  杨  弋  杨运桂  张明杰  赵世民 

周丛照  朱卫国 

组织委员会： 



主 任：刘小龙  朱卫国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名单持续更新）  

昌增益  丁建平  刘陈立  刘小龙  许琛琦  杨运桂  张明杰  朱卫国 

秘书处： 

秘书长 刘小龙 

成员：丁建平  许琛琦  杨运桂  孙晓丽  宋娟  王一倩  王燊  刘颜 

七、会议语言： 

会议官方语言为英文，约有 150 个报告。 

八、会议注册： 

本次会议采取网上注册，注册网址为 http://www.csbmb.org.cn/2022/，请按照会

议提供的方式交纳注册费。 

会议注册费收费标准（人民币 元） 

注册类型 
早期注册 

(7.31 日前) 

晚期注册 

(8.1-10.10 日) 

现场注册 

(10.11-10.22

日） 

线上和线

下 

正式代表（会员） 1000 1200 1600 

普通代表（非会

员） 

1500 2000 2600 

学生（会员） 500 600 750 

企业代表 3500 4000 4000 

注册费包括：会议资料袋、纸质会刊、笔、会议期间用餐等。 

1) 学生仅限于全日制在读学生，报到时必须出示有效在籍学生证； 

2) 交费后不能参会者，9 月 30 日（含）之前申请退款者将扣除 200 元手续

费后退还余款，10 月 1 日后将不再退款； 

http://www.csbmb.org.cn/2022/


3) 开具发票抬头为企业或个人的参会代表一律按照企业代表进行缴费； 

4) 会议注册费发票将于会前 10 个工作日集中推送电子发票至注册邮箱。 

九、会议住宿 

本次会议不统一安排酒店预订，参会代表可自行联系附近酒店。 

十、联系方式： 

电话：021-54921090（缴费、招商） 

   021-54922818（报名、摘要） 

   021-54921088（活动安排） 

   E-mail：csbmb-conference@sibs.ac.cn 

十一、缴费方式 

在线缴费：登录会议网站在线注册并缴费 

银行汇款：户名：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账号：033924-00040005333 

     开户行：农行上海市徐汇区枫林支行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2022年 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