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全国化学生物学学术会议
The 11th Chines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Biology

第二轮通知
一、会议介绍
由中国化学会化学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山大学化学学院和药学院承办
的第十一届全国化学生物学大会定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广州长隆国际
会议中心召开。大会将为化学生物学及相关领域科研工作者提供高水平交流平台，
邀请全球化学、生物与医学等相关领域顶尖专家展示化学生物学的前沿进展，包
括大会报告、邀请报告、青年论坛、口头报告和墙报等。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于金
秋十一月同聚羊城，共襄盛会。
二、会议主题
生命世界的化学之旅
三、大会报告（按姓氏拼音排序）
何川，芝加哥大学
蒋华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江雷，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Laura Kiessling，麻省理工学院
陆艺，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彭孝军，大连理工大学
谭蔚泓，湖南大学
唐本忠，华南理工大学 / 香港科技大学
杨秀荣，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岳建民，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赵宇亮，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支志明，香港大学
四、会议论坛
本次会议设三个论坛：
1）化学生物学前沿论坛
2）女性科学家论坛
3）青年科学家论坛

论坛主席：张礼和、陈新滋
论坛主席：李艳梅、颜晓梅
论坛主席：陈鹏、杨朝勇

已确认的部分论坛特邀报告：（排名不分先后）
陈国强、阎锡蕴、钱旭红、吴云东、任咏华、吴家睿、裴端卿、陈鹏

五、会议议题及分会
大会设下列九个分会，拟组织 200-230 个主题报告、邀请报告和口头报告。
分会名称
分会主席
化学探针
唐波、秦安军
生物分子的化学生物学
席真、叶新山
化学遗传学
陈兴、刘磊
生物合成化学
元英进、刘文
药物化学生物学
孙宏斌、杨财广
分子影像学与生命分析化学
方晓红、张晓兵
金属化学生物学
曲晓刚、赵劲
纳米化学生物学
陈春英、蒋兴宇
化学生物学理论与技术
刘东生、李国辉
已确认的部分主题邀请报告：（按姓氏拼音排列）
蔡宗伟、陈春英、陈弓、陈佺、陈兴、邓宏魁、丁宝全、丁克、樊春海、方晓红、
高锦豪、何耀、黄培强、黄卫华、黄湧、蒋兴宇、鞠幌先、鞠建华、来鲁华、雷
晓光、李富友、李国辉、李剑、李景虹、李鲁远、李艳梅、李正平、李子刚、梁
高林、梁宏、梁兴杰、林金明、林双君、刘冬生、刘刚、刘俊秋、刘磊、刘文、
刘育、罗成、马会民、聂舟、潘景轩、潘远江、庞代文、秦安军、邱小波、曲晓
刚、孙红哲、孙宏斌、孙育杰、唐波、唐睿康、田长麟、汪乐余、王初、王宏达、
王均、王树、王树涛、吴乔、席建忠、席真、邢本刚、胥传来、徐平勇、徐强、
颜晓梅、杨财广、杨朝勇、杨光富、杨劲松、杨弋、杨运桂、杨振军、杨震、姚
雪彪、叶新山、伊成器、尹航、余孝其、庾石山、元英进、张国林、张晓兵、张
晔、赵劲、赵宗保、周德敏
六、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18-22 日
日期
会议安排
11 月 18 日下午 报到（15:00 开始）
11 月 19 日
学术报告
11 月 20 日
学术报告
11 月 21 日
学术报告/晚宴
11 月 22 日
离会
会议地点：广州长隆酒店国际会展中心
会议指定酒店：广州长隆酒店、广州长隆熊猫酒店

七、会议注册及缴费
参会人员类型

早鸟价格
（2019/6/1-2019/8/31）
2400 元

标准价格
（2019/9/1 之后）
3000 元

正式代表
中国化学会会员代
2000 元
2500 元
表
学生代表
1500 元
2000 元
会议陪同人员
1000 元
1500 元
1. 会议注册网址：http://gdchemistry.cn/Conference/Register/8dd8ad0558cd4c64
注册流程指引：http://gdchemistry.cn/cnccb2019/html/register.html#process
2. 会议期间提供用餐，其他费用自理。
4. 线上注册截止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
4. 由于参会人数众多，参会代表尽可能通过会议网站在线缴纳注册费，缴费方
式包括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
* 如采用银行汇款方式缴纳注册费，请用以下汇款地址：
广东省化学学会账户：
户名：广东省化学学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怡乐支行
账号：3602000309000507804
注意事项
为便于确认汇款信息, 提前汇款请在附言中标注：“全国化学生物学会议，与会
人员姓名（可多人），所属单位”字样，汇款后请将汇款底单电子版发送至
cnccb2019@mail.sysu.edu.cn 邮箱, 同时注明所需发票抬头等信息。
八、会议摘要提交
1．根据提供的摘要模板撰写
（http://gdchemistry.cn/cnccb2019/html/abstract.html），中/英文均可；
2．线上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
3．在摘要页首写明申请的报告形式（口头报告、墙报，二选一），组委会最晚
将于 10 月 15 日之前确认您的报告形式。
九、酒店预订
请从本次会议网站（http://gdchemistry.cn/cnccb2019/html/hotel.html）上下载
并填写酒店预订单，按照预订单上的提示支付房费，并提交预订单和付款凭证，
凭会议注册享受酒店协议价格。11 月属旅游旺季，会议酒店房源有限，先到先
得，未支付房费的一律视作无效订房。

十、会议组织机构
大会名誉主席： 计亮年
大会主席： 郭子建、周翔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张礼和
委 员： （按姓氏拼音排列）
柏旭、 蔡宗伟、 巢晖、 陈弓、 陈国强、 陈洪渊、 陈凯先、 陈鹏、 陈佺、 陈香
美、 陈兴、 邓宏魁、 丁克、杜冠华、 方晓红、 郭子建、 郝小江、 何耀、 黄培
强、黄卫华、黄志纾、姜志宏、蒋华良、蒋兴宇、蒋宇扬、鞠幌先、来鲁华、雷
晓光、 李国辉、 李剑、 李林、 李鲁远、 李艳梅、 梁高林、 梁宏、 林金明、 刘
刚、刘俊秋、刘克良、刘磊、刘文、刘育、马大为、毛宗万、聂舟、潘远江、庞
代文、 裴端卿、 彭孝军、钱旭红、 曲晓刚、 饶子和、 任劲松、 尚永丰、 宋宝
安、孙育杰、谭宁华、谭蔚泓、唐本忠、唐睿康、田长麟、汪乐余、王江云、王
均、 王柯敏、 王梅祥、 王鹏、 王任小、 王锐、 王彦广、 吴家睿、 吴晓明、吴
云东、 席建忠、 席真、 徐涛、 颜晓梅、 杨财广、 杨朝勇、 杨光富、 杨振军、 杨
震、 姚智、 姚祝军、叶新山、 伊成器、 尹航、 尹正、 余孝其、 元英进、 岳建
民、 詹启敏、 张凡、 张玉奎、 赵新生、 赵玉芬、赵宗保、支志明、 周翔。
组织委员会
主 席： 毛宗万
副主席： 巢晖、黄志纾、陈填烽
成 员：夏炜、徐亮、谭彩萍、曾锋、曹乾、刘文婷、陈锚、陈禹、太虎林、邹
滔滔、 毛洋、 骆观正、谭嘉恒、 欧田苗、 王红胜、 冯鹏举、 马丽、 陈晓丹、
邢曦雯、 翁丽萍、 程萍、 李淑君、 李颖。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夏炜、陈锚
会议固定电话：020-84110984
会议专用邮箱：cnccb2019@mail.sysu.edu.cn
会议官方网站：http://gdchemistry.cn/cnccb2019/html/
会议公众号：第十一届化学生物学学术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