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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 

第三轮会议通知 

由中国药学会抗生素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生素杂志》和《中国医药生物技术》杂志

社共同主办，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和福建省微生物学会承办的第十三届全国抗生素学术会

议将于 2017 年 11 月 22～24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会议以突出创新、结合药物研发工

作和临床应用为主线，针对四年来我国在创新抗生素、微生物药物以及生物技术药物的研

发，重大生产工艺革新、药物质量控制研究，超级细菌、抗生素耐药问题和临床上抗生素

合理应用，以及抗生素在农牧业方面合理应用等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

全面的学术交流，会议将特邀国内药物研究领域院士、知名教授做主题报告。 

 

 

 

 

 

 

 

 

 

陈凯先 院士                邓子新 院士                     刘昌孝 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天津药物研究院 

            

 

 

 

 

 

 

蒋建东 院长            林风 所长              陈代杰 教授           夏培元 主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院     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苟小军  所长          游雪甫 主任             胡昌勤 主任            吕晓菊 主任 

成都大学四川抗菌素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食品药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工业研究所           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生物制品检定研究院 

 

 

      

 

 

 

 

 

  胡海峰 副院长          李卓荣 副所长          孙涛 高级评审员          郑卫 研究员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 

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药品审评中心药理毒理学部 

 

 

                                             

 

 

  

 

 

刘文 研究员            褚以文 研究员         孙占奎 特聘研究员       廖国建 副教授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       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            西南大学药学院         

 

 



 

 

 

 2017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 

9:30-20:00 会议注册报到（酒店大堂） 

19:00-21:00 《中国抗生素杂志》编委会议（9 楼会议室） 

201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国际会议中心 五楼） 

8:30-9:15                开幕式  主持人：邵荣光 司书毅 林风 

8:30-9:00 领导致辞 

9:00-9:15 拍照 

9:15-10:30                  第一部分 主持人：司书毅  林风 

9:15-9:45 
陈凯先 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我国创新药物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 

9:45-10:15  
邓子新 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合成生物学：大数据时代天然产物创新研发的驱动力 

10:15-10:30 茶歇 

10:30-12:15                第二部分 主持人：张舒  连云阳 

10:30-11:00 
刘昌孝 院士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然产物中发现新抗生素的挑战 

11:00-11:30  
蒋建东 院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院 

抗耐药菌药物研发—一项全球的紧迫任务 

11:30-12:00  
林风  所长                                        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 

微生物药物 Rakicidins 研究进展 

12:00-12:15 提问讨论 

12:15-13:30       午餐 

201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国际会议中心 五楼） 

13:30-15:05                 第三部分 主持人：朱辉 吕媛 

13:30-13:50 
陈代杰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抗耐药菌抗生素研究进展 

13:50-14:10 
夏培元 主任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亚 MIC 抗菌药物对细菌耐药性和致病性的影响 

14:10-14:30 
苟小军  所长                            成都大学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 

抗耐药结核药物研发分析及建议 

14:30-14:50 
游雪甫 主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我国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中抗耐药菌药物的协同创新研发 

14:50-15:05 提问讨论 

15:05-15:20  茶歇 

15:20-17:15                 第四部分 主持人：陈代杰 褚以文 

15:20-15:40 
胡昌勤 主任                           中国食品药品生物制品检定研究院 

我国抗生素一致性评价研究与思考 



 

15:40-16:00 
吕晓菊 主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现状 

16:00-16:20 
胡海峰 副院长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利用微生物基因组信息及合成生物学技术改造微生物菌株 

16:20-16:40 
李卓荣 副所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抗耐药革兰氏阴性细菌抗生素研究 

16:40-17:00 
孙涛 药理毒理学部高级评审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抗菌药物药理毒理评价的相关考虑 

17:00-17:15 提问讨论 

17:15-19:00 晚餐 

19:00-21:00 抗生素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9 楼会议室） 

201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国际会议中心 五楼） 

9:00-11:50                  第五部分 主持人：胡海峰 苟小军 

9:00-9:20 
郑卫 研究员                                       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 

海洋微生物药物研发的实践与体会 

9:20-9:40 
刘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 

硫肽类抗生素的生物合成与分子创新 

9:40-10:00 
褚以文 研究员                                   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 

基于组学技术的抗生素研发 

10:00-10:20 
孙占奎 特聘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 

化学合成新思路与已有抗菌药物的结构改造 

10:20-10:40 
廖国建 副教授                                         西南大学药学院 

整合报告基因和转座突变筛选达托霉素生物合成调控基因 

10:40-10:55 提问讨论 

10:55-11:05 茶歇 

11:05-11:20 
姚伟华                                  苏州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抗菌输液新选择--即配型粉液双室袋抗生素制剂的介绍 

11:20-11:35 
杨茜                                资生堂液相技术中心方法开发组组长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杂质分析 

11:35-11:50 提问讨论 

12:00-13:30       午餐 

201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国际会议中心 五楼） 

13:30-15:00 第六部分 获奖论文交流 主持人：段宝玲 游雪甫 

13:30-14:50 获奖论文报告（每个 10min） 

14:50-15:00 提问讨论 

15:00-15:30 颁奖典礼 

15:30-16:00 闭幕式 

16:30-18:30 晚餐 

 

 



 

会议安排 

会议时间：2017 年 11 月 22 日及 23 号上午注册报到，11 月 23-24 日学术报告， 

11 月 25 日上午撤离宾馆。 

会议地点：福州大饭店，福州鼓楼区斗东路 1 号。 

会议住宿：福州大饭店酒店协议价标准房 380 元/天，豪华大床房 450 元/天，会议统一

安排食宿，住宿费用自理。 

注 册 费：会议收取参会代表注册费 1200 元，在读脱产研究生参会注册费 800 元（会

议报到时出示学生证）。 

交通路线备注 

 

1、福州站：距离约 6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15-20 分钟；亦可到北广场乘公交（133 路/20

路）到南门站下，马路对面即为酒店；或者从南出口出站换乘地铁 1 号线，到南门兜站下

车，E 出口出，步行 600 米到达酒店。 

2、福州南站：距离约 16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50 分钟；亦可乘坐地铁 1 号线，到南门兜

站下车，E 出口出，步行 600 米到达酒店。 

3、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距离约 50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60 分钟；亦可乘坐机场大巴到阿

波罗(现锦颐大酒店)，阿波罗(现锦颐大酒店)到福州大饭店两公里左右）。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 许艳妮（E-mail: xyn82@139.com；电话：010-63180623）； 

甄  心（E-mail: 15601077920@126.com；电话：15601077920）； 

周洪彬（E-mail: siiacjap@126.com；电话：028-84618674，13548066610）； 

田春英（E-mail: cmbj01@126.com；电话：13401135446）； 

陈  忠（E-mail: 350313886@qq.com；电话：13860642427）。 

主办单位： 中国药学会抗生素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生素杂志》杂志社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杂志社 

承办单位： 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 

福建省微生物学会 

            第十三届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专业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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