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全国发育生物学大会通知 

（第二轮） 

为促进发育生物学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展示我国发育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

重要进展，兹定于 2014 年 10 月 16-19 日在兰州召开“第二届全国发育生物学大会”。大会

将邀请我国发育生物学领域著名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诚挚邀请发育生物学科技工作者参加

本次大会。详情请见会议网站 http://dev.csp.escience.cn/。 

一、会议组织机构  

大会主办单位： 中国细胞生物学会、中国遗传学会、中国动物学会 

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 兰州大学 

大会主席： 孟安明 

大会副主席： 安黎哲、丁小燕、高  翔、景乃禾、饶  毅 、杨维才、周  琪 

学术委员会：  陈大华、程  雁、韩  骅、金  颖、黎  家、李家洋、林鑫华、 

罗凌飞、彭金荣、沙家豪、吴  畏、张永清、朱大海 

组织委员会: 程  雁、丁小燕、韩  骅、侯岁稳、黄  勋、金  颖、赖良学、 

林鑫华、罗凌飞、毛炳宇、石德利、史庆华、孙方霖、孙蒙祥、 

佟  超、吴  畏、吴晓辉、杨维才、杨中洲、殷  战、张  博、 

张  建、张文清、周  钦、朱  健 

大会秘书长： 李  巍 

二、大会主题：Development, Life and Health 

分会专题： 

1. Fertilization, Gastrulation and Organogenesis in Development 

2. Cell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Development 

3. Growth Factors and Signaling Pathways in Development 

4. Transcriptional Mechanisms during Development 

5. Epigenetic Mechanisms during Development 

http://dev.csp.escience.cn/


6. Development and Stem Cells 

7. Development and Diseases 

8. Plant Development 

三、会议时间：2014 年 10 月 16-19 日 

四、会议地点: 

兰州大学信息学院报告厅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五、大会类型： 

1. 学术报告：分为大会报告、分会专题报告两种，中、英文皆可。大会报告与分会专

题报告由本次大会学术委员会选定，部分分会专题报告将从提交的论文摘要中遴选。 

2. 墙报交流：为了参会者之间更好的进行学术交流，鼓励提交论文摘要者以墙报（高

120 厘米×宽 90 厘米）形式展示研究工作，届时将在展示期间评选第一作者为博士后或研

究生的优秀墙报，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六、已邀请报告人名单（按姓名拼音排序）： 

大会报告人： 

陈大华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李劲松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细胞所 

李晓江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刘  江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罗凌飞 教  授，西南大学 

孟安明 院  士，清华大学 

彭金荣 教  授，浙江大学 

王晓晨 研究员，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薛勇彪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分会报告人： 

陈烨光 教  授，清华大学 

程佑发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丁秋蓉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营养科学研究所 



付雪梅 教  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傅  缨 教  授，中国农业大学 

高绍荣 教  授，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 

韩俊海 教  授，东南大学 

洪登礼 教  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侯  陵 教  授，温州医学院 

侯岁稳 教  授，兰州大学 

胡  苹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焦建伟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金万洙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李晓明 教  授，浙江大学 

李周华 教  授，首都师范大学 

梁兴群 教  授，同济大学 

刘  峰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刘春明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苏友强 教  授，南京医科大学 

王  强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王  韵 教  授，北京大学医学部 

王宏林 教  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徐平龙 教  授，浙江大学 

晏贤春 教  授，第四军医大学 

张  博 教  授，北京大学 

张  勇 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张立新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张遵义 教  授，杭州师范大学 

赵  允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郑俊克 教  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周中军 教  授，香港大学 

左建儒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七、论文摘要： 

1. 征文范围：提交论文摘要的内容应针对会议主题与专题； 

2. 征文要求： 

a) 摘要内容中、英文皆可； 

b) 论文摘要字数控制在 300 字以内； 

c) 格式要求见后文附件； 

d) 尽量提交近年来尚未发表的学术论文摘要； 

3. 投稿方式：以附件形式投送至大会联系人邮箱 yjiaozhang@genetics.ac.cn，请在论文

题目后标注所属会议专题。 

4. 征稿截止日期：2014 年 8 月 31 日。 

八、会议日程 

10 月 16 日下午，报到注册，注册地点：兰州东方大酒店 

10 月 16 日晚上，开幕式和大会报告 

10 月 17 日上午，大会报告 

10 月 17 日下午，三个分会场报告 

10 月 17 日晚上，青年科学家职业生涯发展论坛和墙报交流。 

10 月 18 日全天，三个分会场报告 

10 月 19 日上午，大会报告和闭幕式 

九、会议住宿 

1. 东方大酒店：三星，标准间 240 元/天（含早） 

2. 飞天大酒店：四星，标准间 450 元/天（含早） 

3. 萃英大酒店：三星，标准间 280 元/天（含早） 



 

十、会议注册： 

1. 网上注册：通过会议网站 http://dev.csp.escience.cn/注册，注册费支付成功方可确认为

会议注册成功， 

2. 注册费标准（差旅费和住宿费自理）： 

参会代表 9 月 15 日之前 报到当天 

会员 1500 元 1800 元 

非会员 1800 元 2100 元 

学生会员 1000 元 1300 元 

学生非会员 1300 元 1600 元 

注：对制作墙报的青年学生在注册现场返还制作费用 100 元。 

3. 缴费方式：银行转账 

账户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账  号：020000620908811418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升路支行 

地  址：中国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 

注：汇款时请在附言栏注明注册人姓名（若为多人的注册费，请注明所有注册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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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及款项用途，并请将汇款凭证传真或通过邮件传至大会组委会联系人，以便于核查。

收到汇款后会务组将统一开具发票，参会人在报到当日领取。 

十一、会议联系人: 

 张颖娇，邮箱：yjiaozhang@genetics.ac.cn；电话：010-64806637；传真：010-64806219 

 甘  桔，邮箱：jugan@lzu.edu.cn；    电话：0931-8912560；传真：0931-8912561 

 

附件：摘要模板 

 



附件：会议摘要模板 

1、英文摘要模板 

ABCD is a key regulator of synaptic development 

(Times New Roman, 14 points) 

 

Xiaoqiang Zhang, Ming Li, Xiaoling Wang* 

(Times New Roman, 12 points)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 

(Times New Roman, 10 points) 

 

Corresponding Author：Tel: (+8610) 8888 6666; Fax: (+8610)6666 8888; E-mail: 

xlwang@university.edu.cn  

(Times New Roman, 10 points) 

 

 

ABCD gene……. 

(Main text of Abstract; Times New Roman, 12 points) 

 

 

Key Words: ABCD; development; synaptic… 

(Times New Roman, 12 points) 

 

2、中文摘要模板 

ABCD基因是调控突触发育的关键因子 

（小三号字；中文：宋体，西文和数字：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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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强  李明  王晓玲* 

（小四号字） 

 

中国大学生命科学院，北京 100000 

（五号字；中文：宋体，西文和数字：Times New Roman) 

 

*通信作者：Tel: (+8610) 8888 6666; Fax: (+8610)6666 8888; E-mail: xlwang@university.edu.cn  

（五号字；中文：宋体，西文和数字：Times New Roman) 

 

 

ABCD基因…….. 

（摘要正文；小四号字；中文：宋体，西文和数字：Times New Roman） 

 

关键词： ABCD；发育；突触…… 

（小四号字；中文：宋体，西文和数字：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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