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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9 月 16-18日 中国 · 广州

“青年生命科学论坛”是由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生命科学分会发起，

吸引来自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医学院所等国内外生命科学研究单位众多青年

学者参与的大型学术会议。论坛的宗旨为团结凝聚生命科学领域的青年科技工作

者，弘扬科学精神，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学科交叉，致力于推进生命科学共同体

的建设与发展。第一、第二和第三届青年生命科学论坛分别于乌鲁木齐（2019
年）、武汉（2020 年）和北京（2021年）召开，聚集了生命领域的院士和顶级

专家的参与，也受到人民日报等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得到全国生

命科学领域科研人员的一致好评。

第四届青年生命科学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简称

“广州健康院”）承办，将于 2022年 9 月 16-18 日在广州举行。广州健康院于

2006 年 3 月正式成立，目前主要从事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化学生物学、感染与

免疫、公共健康、科研装备研制等领域的研究，建有细胞谱系与发育研究中心、

细胞再生与生物治疗研究中心、感染与免疫研究中心、化学生物学与药物研究中

心、健康研究中心等 5个科研单元；并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再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广州健康院曾多次承办大型会议，此次与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生命科学分

会、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广州分会、The Innovation 编辑部共同举办该论

坛，获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支持，成为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国际学术会议之都”

项目之一。

此次论坛共设置四个主题：新发传染病与人类健康、细胞谱系与前沿交叉、

生物资源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等；涵盖了生物安全、细胞谱系与命

运调控、合成生物学、保护生物学、植物科学、现代农业、生命与地学交叉等十

余个方向；为各领域青年学者及感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专业化的学术交流平

台。诚邀全国各科研院所、高校及企业的青年学者、科技工作者和学生参加！



01 论 坛 组 织 结 构

主办单位：青年生命科学论坛理事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协办单位：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生命科学分会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广州分会

The Innovation 编辑部

支持单位：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02 论 坛 顾 问 委 员 会



03 论 坛 理 事 会



04 论 坛 执 行 委 员 会



05 议 日 程 （ 非 最 终 版 ）
*主题中各专题汇报安排顺序将根据最终报告人进行调整

9 月 16 日 会场酒店：广州汇华希尔顿逸林酒店

10:00-18:00 注册报到

14:30-17:30 参观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18:00-19:30 晚餐

19:30-22:00
The Innovation 新秀论坛

召集人：陈可实 童丽萍 E-mail: chen_keshi@gibh.ac.cn ,欢迎博士生和博士后报名

19:30-22:00 论坛理事会内部会议及第六届论坛承办单位评选

9月 17 日 会场酒店：广州汇华希尔顿逸林酒店

08:30-10:00 开幕式&大会报告 (大宴会厅 A+B) 主持人：执委会主席

08:00-08:15 注册

08:15-08:30 嘉宾入场及播放暖场视频

08:30-09:00 主持人介绍出席领导和嘉宾、嘉宾致词

09:00-09:30 大会特邀报告 1 TBD

mailto:chen_keshi@gibh.ac.cn


09:30-10:00 大会特邀报告 2 TBD

10:00-10:20 茶歇&合影

10:20-10:50 大会特邀报告 3 TBD

10:50-11:20 大会特邀报告 4 TBD

11:2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5:30 分主题专题报告 1 （120 分钟） 分会场 召集人

主题一 专题 1：生物安全 分会场一 熊晓犁（健康院）、宋述慧（基因组所）、宋豪（动物所）

主题二 专题 1：生殖与发育 分会场二 赵小阳（南方医）、王可品（生物院）、杨莹（基因组所）

主题三 专题 1：植物科学 分会场三 高彩吉（华南师范大学）、邓娴（遗传所）、朱杨（浙江大学）

主题四 专题 1：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 分会场四 鲁丽敏（植物所）、梅志刚（水生所）、潘胜凯（动物所）

15:30-15:40 茶歇

15:40-17:40 分主题专题报告 2 （120 分钟） 分会场 召集人

主题一 专题 2：传染病防治 分会场一 杨兴娄（昆动）、李明（微生物所）

主题二 专题 2：生物大数据 分会场二 瞿昆（中科大）、鲍习琛（生物院）、肖传乐（中山大学）

主题三 专题 2：植物基因组和分子设计农业 分会场三 陈飞（海南大学）、张亮生（浙江大学）、孙伟（中医科学院）

主题四 专题 2：进化生物学与基因组学 分会场四
谭生军（动物所）、王海冰（古脊椎所）、岳家兴（中山大学肿

瘤防治中心）



Wiley 专场-生态农业与大健康 分会场五
王文策(华南农大)、刘红南（亚农所）、肇涛澜（Wiley）

专题顾问：印遇龙（湖南农大）、雷蕾（Wiley）

18:00-19:30 晚餐

19:30-21:30 学术期刊发展交流与研讨 （120 分钟） 分会场六 主持人：陈科（The Innovation 执行主管）

9月 18 日 会场酒店：广州汇华希尔顿逸林酒店

08:00-10:15 分主题专题报告 3 （135 分钟） 分会场 召集人

主题一 专题 3：新型疫苗设计 分会场一 邓凯（中山大学）、李平超（健康院）、赵欣（微生物所）

主题二 专题 3：未来生物技术 分会场二 彭广敦（生物院）、曹楠（中山大学）、阮长顺（先进院）

主题三 专题 3：微生物前沿 分会场三 鞠峰（西湖大学）、丁涛（中山大学）、刘树文（微生物所）

主题四 专题 3：气候变化与生物适应 分会场四 汪蕾（华南师大），廖明玲（中国海大），张文逸（南京师大）

10:15-10:25 茶歇

10:25-12:25 分主题专题报告 4 （120 分钟） 分会场 召集人

主题一 专题 4：生物材料 分会场一 马英新（先进院）、夏宇飞（过程所）、卞素敏（西湖大学）

主题二 专题 4：细胞先进装备与分子成像 分会场二 李烨（先进院）、钱森（高能物理所）、王琳（华南理工）

主题三 专题 4：海洋生物学 分会场三
张辉贤（南海所）、包立随（中国海洋大学）、董西洋（海洋三

所）



主题四 专题 4：生命与地学交叉 分会场四
王法明（华南植物园）、陈修治（中山大学）、毛德华（东北地

理所）、苏豪杰（云南大学）

12:25-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5:30 分主题专题报告 4（续） （120 分钟） 分会场 召集人

主题一 专题 4：生物材料 分会场一 马英新（先进院）、夏宇飞（过程所）、卞素敏（西湖大学）

主题二 专题 4：细胞先进装备与分子成像 分会场二 李烨（先进院）、钱森（高能物理所）、王琳（华南理工）

主题三 专题 4：海洋生物学 分会场三
张辉贤（南海所）、包立随（中国海洋大学）、董西洋（海洋三

所）

主题四 专题 4：生命与地学交叉 分会场四
王法明（华南植物园）、陈修治（中山大学）、毛德华（东北地

理所）、苏豪杰（云南大学）

15:30-15:40 茶歇

15:40-17:00 大会报告&闭幕式 (1 楼宴会厅 A) 主持人：理事长

15:40-16:10 大会特邀报告 5 TBD

16:10-16:40 大会特邀报告 6 TBD

16:40-17:00 海报评选颁奖及第五届届承办单位交接仪式



06 报 告 人

『大会特邀报告人』

大会特邀报告

李劲松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分子细胞卓越中心研究员，

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干细胞与胚胎发育。

大会特邀报告

印遇龙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畜牧健康养殖

中心主任，

长期从事猪氨基酸营养代谢与调控的研究。



大会特邀报告

罗浩（Horace Loh）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评议教授，

主要致力于阿片类药物作用和成瘾的分子神经

生物学机制研究。

大会特邀报告

钱军

中山大学“百人计划”领军人才，

公共卫生学院（深圳）副院长、

中山医学院副院长、华南 P4（筹）主任。

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尤其高致病性病原）的致

病机制、传播规律及生物安全关键技术与产品研究。

大会特邀报告

赖良学

中科院人才计划

海外杰青和南粤百杰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基因编辑大动物模型培育与应

用研究。



『专题报告人（持续更新中……）』

*以中文姓氏拼音排序

主题一 新发传染病与人类健康

专家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专题 1：生物安全

毕玉海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单超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

胡艳玲 研究员 广西医科大学

姜涛 研究员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钱军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

沈姝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施莽 教授 中山大学医学院

宋述慧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杨兴娄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张水军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朱毅斌 助理研究员 清华大学医学院

专题 2：传染病防治

曾健雄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邓凯 教授 中山大学医学院

丁强 副教授 清华大学

冯雪春 副研究员 深圳湾实验室

顾敬敏 教授 吉林大学

郭怡佳 学生 南方医科大学

贾娜 研究员 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李锋 研究员(副所长)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李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马迎飞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吴楠楠 副研究员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熊晓犁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张天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张政 教授 深圳第三人民医院

专题 3：新型疫苗设计

陈耀庆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

冯立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李平超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马显才 研究员 广州实验室

孙彩军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

太万博 副研究员 深圳湾实验室

王骥 研究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颂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所



王忠芳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徐坤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

于京佑 研究员 广州实验室

赵潇 研究员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赵欣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所

专题 4：生物材料

崔家斌 教授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与辐射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卞素敏 助理研究员 西湖大学

林志强 研究员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

刘宇辰 研究员/副院长 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马英新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毛国斌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饶浪 特聘研究员 深圳湾实验室

尚敏 教授 浙江大学

王怀雨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巫林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吴钧 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夏宇飞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张云娇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主题二 细胞谱系与前沿交叉

专家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专题 1：生殖与发育

丁俊军 教授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苟兰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郭靖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罗孟成 教授 武汉大学

沙倩倩 研究员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王继厂 教授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肖姗 副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徐锦 教授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张晶晶 教授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赵杨 研究员 北京大学

专题 2：生物大数据

陈捷凯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刘泽先 研究员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曾 涛 副研究员 广州实验室

黎 斌 研究员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李 程 研究员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统计科学中心、生物信

息中心

瞿昆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王 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王晓刚 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建华 教授 中山大学

余光创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

张 锐 研究员 中山大学

张 勇 教授 同济大学

专题 3：未来生物技术

杜茁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高栋 研究员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原中科院上

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顾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胡泽平 研究员 清华大学

靳文菲 副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孔祥谦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闵明玮 研究员 广州实验室

裴唯珂 助理教授 西湖大学

阮长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邵玥 副教授 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谭韬 教授 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

王健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吴迪 CEO 深圳泌码科技有限公司

吴宇轩 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

殷昊 教授 武汉大学

于乐谦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张冬卉 副院长 湖北大学

张宏波 教授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专题 4：细胞先进装备与分子成像

石发展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陈万泽 研究员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

高蒙 副研究员 华南理工大学

葛永帅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陆俊 副主任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潘国庆 研究员 江苏大学

屈小波 教授 厦门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

杨志禄 研究员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东莞医院

张威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郑炜 中心主任、研究员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周建华 教授 中山大学



主题三 生物资源与现代农业

专家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专题 1：植物科学

曾咏伦 副研究员 香港中文大学

方晓峰 助理教授 清华大学

郭子龙 副教授 福建农林大学

李小双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刘启昆 研究员 北京大学

徐正一 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

杨超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于峰 处长/教授 湖南大学

余祥 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张蘅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张盛春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

赵清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中心/辰山植物园

专题 2：植物基因组和分子设计农业

陈飞 教授 海南大学

陈栩 教授 福建农林大学

胡斌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

开国银 教授/副处长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李慧慧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刘建祥 教授 浙江大学

王海峰 教授 广西大学

夏志强 教授/副院长 海南大学

谢先荣 副研究员 华南农业大学

杨景华 教授/副院长 浙江大学

张春芝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张亮生 教授 浙江大学

钟晋顺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实验室

专题 3：微生物前沿

田国宝 教授 中山大学

戴磊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丁涛 教授 中山大学

何真 副主任医师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鞠峰 研究员 西湖大学

李颖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

刘树文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刘杨 研究员 深圳大学

罗周卿 教授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宋毅 助理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徐振江 教授 南昌大学

张志刚 研究员 云南大学

郑浩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专题 4：海洋生物学

包立随 副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李朝政 教授 中山大学

李远宁 教授 山东大学

刘吉文 副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卢建国 副教授 中山大学

邵长伟 主任/研究员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隗健凯 讲师 中国海洋大学

吴伟超 研究员 上海海洋大学

张琳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张培君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张扬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郑道琼 教授 浙江大学

主题四 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

专家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专题 1：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

陈红锋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郭晓娇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刘飞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刘慧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刘明明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曲朦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涂铁要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王堃 副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

吴东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相辉 研究员 华南师范大学

杨连东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叶建飞 副教授 中山大学生态学院

周文良 研究员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

专题 2：进化生物学与基因组学

包童 助理教授 中山大学生态学院

崔融丰 副教授 中山大学生态学院

盖志琨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胡政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江左其杲 特聘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

李彩 教授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李宇立 工程师 西北大学

刘高雯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谭生军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王建国 博后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王静 副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王龙 副教授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岳家兴 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专题 3：气候变化与生物适应

丁利 副教授 海南师范大学

郭坤 讲师 温州大学

何杰坤 助理研究员 华南师范大学

李语丽 副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宋浩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唐晓龙 讲师 兰州大学

肖武鹏 副教授 厦门大学

叶银子 副教授 东北林业大学

张喆 副研究员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赵天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专题 4：生命与地学交叉

刘权兴 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

曾振中 研究员 南方科技大学

程谊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郭芬 教授 广东工业大学

郭璇 助理研究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侯恩庆 研究员 华南植物园

鲁显楷 研究员/副主任 华南植物园

毛德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毛瑢 教授/副院长 江西农业大学

欧阳晓光 研究员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

宋健 特聘研究员 河北大学

王俊坚 研究员 南方科技大学

吴建平 教授 云南大学

Wiley 专场-生态农业与大健康
专家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蔡德敏 教授 扬州大学

葛贤宏 副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

李洁 研究助理 John Innes Centre

李旭 副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梁秋菊 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万丹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武圣儒 副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谢胜松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易宏波 副研究员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张连军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

钟 翔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周正奎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07 注册与缴费
论坛采取网上注册

注册链接：conference.the-innovation.org

扫二维码｜提交注册信息

08 联系方式

承办单位联系人：何黛，莫炜瑜，黄小芬

Tel：020-32015293

E-mail：yfls@gibh.ac.cn

注册/赞助联系人：武然

Tel：15600350085（微信同步）

E-mail：marketing@the-innovation.org

mailto:marketing@the-innovation.org


09 推荐酒店

会场酒店：

广州汇华希尔顿逸林酒店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水西路 18 号

预定方式：020-3223 8888 转预订部，报会议名称即可享受协议价（600 元/间）

（会场酒店预留房间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http://hotels.ctrip.com/hotels/detail/?hotelId=2021110

会场周边酒店：

广州黄埔萝岗科学城亚朵酒店 （距离会场<100 米）

广州黄埔区水西路 30 号

预定方式：自行拨打酒店经理电话订房（林经理：15917166147），报会议名称即可享受协

议价（490 元/间）

http://hotels.ctrip.com/hotels/66841046.html

锦江都城文创酒店(广州科学城演艺中心店) （距离会场 1.4 公里）

广州黄埔区开创大道 2393 号

预定方式：自行拨打酒店经理电话订房（周经理：13640893057），报会议名称即可享受协

议价

风雅商务房 / 风雅双床房（低楼层）：359 元/间

风雅商务山景房 / 风雅城景双床房（高楼层）：389 元/间

http://hotels.ctrip.com/hotels/detail/?hotelId=84665839

广州科学城总部国际酒店 （距离会场 2.1 公里）

广州黄埔区科学大道 288 号

预定方式：自行网上预定

http://hotels.ctrip.com/hotels/detail/?hotelId=6810429

广州保利假日酒店 （距离会场 2.5 公里）

广州黄埔区科学城揽月路 99 号

预定方式：自行网上预定

http://hotels.ctrip.com/hotels/detail/?hotelId=1071892

备注：

特别设立 The Innovation 新秀论坛，欢迎博士生和博士后报名

召集人：陈可实 童丽萍

E-mail: chen_keshi@gibh.ac.cn

本次会议可能根据国家疫情防控政策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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