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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会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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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的第十三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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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会议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预定大会特邀报告 

1. 我国创新药物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陈凯先 院士 

2. 我国天然药物合成生物学技术研究进展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邓子新 院士 

3. 我国创新药物药物代谢研究进展

天津药物研究院                       刘昌孝 院士

4. 抗耐药菌药物研发—一项全球的紧迫任务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院             蒋建东 院长 

5. 微生物药物 Rakicidins 研究进展 

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                   林风 所长 

6. 新型抗耐药菌药物研发进展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陈代杰 教授 

7. 抗耐药结核药物研发分析及建议 

成都大学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         苟小军 所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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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游雪甫 主任 

9. 我国抗生素一致性评价研究与思考 

中国食品药品生物制品检定研究院       胡昌勤 主任 

10.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现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吕晓菊 主任 

11. 基于合成生物学技术的雷帕霉素衍生物研发研究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胡海峰 副院长 

12. 海洋微生物药物研发的实践与体会 

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                   郑卫 教授 

13. 化学合成新思路与已有抗菌药物的结构改造 

上海交通大学                         孙占奎  特聘研究员 

14. 抗耐药革兰氏阴性细菌抗生素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李卓荣 副所长 

15. 硫肽类抗生素的生物合成与分子创新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                  刘文 研究员 

16. 亚 MIC 抗菌药物对细菌耐药性和致病性的影响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夏培元 药学部主任 

17. 基于组学技术的抗生素研发 

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                  褚以文 研究员 

18. 一类全新结构骨架的抗 MRSA 化合物: 环化小檗碱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宋丹青 研究员 

19. 抗菌药物药理毒理评价的相关考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孙涛 药理毒理学部高级

评审员 

二．征文要求： 

1. 会议论文格式：按照《中国抗生素杂志》格式，5000 字左右，截止

至 2017 年 11 月 5 日； 

2. 会议摘要格式：按照《中国抗生素杂志》格式，1000 字，截止至 2017

年 11 月 8 日； 

3. 大会墙报：墙报规格 80 cm（宽）×140 cm（高），请在上下角预留

10 cm 空白供会务组编号。墙报内容须包括：题目、作者、单位和

正文。字体：宋体、time new roman。 

4. 会议论文投稿邮箱：刘超，13521199061@163.com，电话 18548929392。 

5. 注意事项： 

请注明稿件所属专业及作者姓名、单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

息，以便于后期论文评审及制作电子版论文集。 

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或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报告过的

论文不予受理。统一采用 Word 文档编辑。作者确保论文内容的真实性

和客观性，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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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投稿的作者如果没有收到会务组回复邮件，请及时联系。 

三．论文评审、评奖： 

1. 合格的论文将收载在大会论文集中； 

2. 本届会议将组织专家对会议论文进行评审，所有合格论文参加优秀

论文奖评选，遴选出 10 篇优秀论文；遴选部分获奖者在会议上进行

15 分钟论文报告； 

3. 大会优秀论文设四个等级，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优秀奖 4 名；在大会闭幕式上将为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4. 会后将选取论文集当中的部分论文，征得作者同意后将陆续刊登在

《中国抗生素杂志》、《中国医药生物技术》或《药学学报》杂志上

发表。 

四．会议报到时间、地点、报名方式 

会议时间：11 月 22 日全天报到；11 月 23—24 日学术报告；11 月

25 日上午撤离宾馆。 

会议地点：福州市福州大饭店，福州鼓楼区斗东路 1 号。饭店位于

市区中心，北依于山景区，东邻五一广场，临近白塔、乌塔、三坊七巷   

等著名旅游景点。位置至佳，环境至美，尽揽自然风光与都市繁华。福

州大饭店距离福州火车站约 6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15-20 分钟；距离福州

长乐国际机场约 50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60 分钟。福州大饭店电话：             

0591-83333333。 

报名方式：为了方便参会代表，收到本通知后请您务必于 11 月 10

日 以 前 ， 将 回 执 表 发 送 至 以 下 邮 箱 （ 甄 心 ， E-mail ：

15601077920@126.com，电话 15601077920），会务组将按回执人数预

定房间。亦欢迎未报论文者参会。 

已经发送回执的参会者如果没有收到会务组回复邮件，请及时联系。 

五. 会议收费 

1. 收费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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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缴费方式：  

（1） 电汇方式（截止到 2017 年 11 月 15 日）：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港澳中心支行； 

户名：《中国医药生物技术》杂志社有限公司； 

mailto:E-mail：15601077920@126.com
mailto:E-mail：15601077920@126.com


 

账号：328556017337。 

请备注：十三届抗生素会议（参会代表姓名及单位名称）； 

银行汇款须知：银行汇款时请勿省略单位名称处的“《 》”； 

联系人：《中国医药生物技术》杂志社，田春英，13401135446，010-

62115986-610。 

（2） 报到现场缴纳：报到现场支付会务费，现金、刷卡均可。 

3. 发票开具： 

（1） 提前汇款的代表，发票信息（发票抬头及税务信息）完整的在会

议现场领取发票； 

（2） 现场缴纳现金的代表可在会议现场领取发票，请参会代表提前准

备好单位开票信息，抬头，纳税人识别号； 

（3） 默认开票项目为会议费。团体汇款的代表请详细告知开具发票的

张数及金额。 

六. 住宿 

会议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用自理。福州大饭店酒店协议价标准房

380 元/天，豪华大床房 450 元/天；如需会务组预定，请在回执中注明。

回执表发送至以下邮箱（甄心，E-mail：15601077920@126.com，电话

15601077920）。 

七．主办及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药学会抗生素专业委员会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杂志社 

《中国抗生素杂志》杂志社 

承办单位： 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 

七.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 E-mail: xyn82@139.com；15611530672@126.com 

联系电话：010-63180623；010-83162728 

联系人：许艳妮（13466708639）；朱宁屿（15611530672） 

 

     第十三届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专业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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