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南有机化学论坛” 

第三轮通知 
＿＿＿＿＿＿＿＿＿＿＿＿＿＿＿＿＿＿＿＿＿＿＿＿＿＿＿＿＿＿＿＿＿＿＿＿＿＿＿＿＿＿＿＿＿ 

主办单位：河南省化学会 广东省化学学会 海南省化学化工学会 福建省化学会 

广西化学化工学会 

承办单位：广西化学化工学会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民族大学 

协办单位：广西化工研究院 《化工技术与开发》编辑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大学   

    

“第二届中南有机化学论坛”将于今年 11 月 9-11 日在广西南宁市召开。 

现将会议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11 月 9 日 9:00-21:00 报到，地点：南宁明园新都酒店大堂（南宁市新民路 38 号）， 

酒店总机：0771-2118988。 

11 月 10 日 上午 8:00 大会集体照（明园新都酒店大堂门口） 

上午 8:20-12:00；下午 14:00-18:00 开幕式、学术报告（明园大礼堂） 

11 月 11 日 上午 8:00-11:30 学术报告、大会总结（明园大礼堂）；下午自由活动 

二、会议主题：有机化学的研究与发展 

三、会议主席：江焕峰 黄初升 

四、会议收费： 

会务费：会议收取每位代表会务费 600 元。报到时现场交费，可刷卡、现金、微信、支

付宝。住宿由会议统一安排，价格：单间 350 元/间、标准间 300 元/间。会议食宿费用自理。 

五、学术报告事项： 
做报告的专家学者请提前将 PPT 文件发至邮箱：znyjhxlt@126.com，或在报告当日将文

件拷贝到会议专用电脑中，以便检查是否能正确播放，节省会议时间。 

六、联系方式 

会务事宜请联系： 

广西化学化工学会樊妙姝 13005929182、孙励耘 18377129941、陈红松 13977157090 

电话：0771-3331777，3331735 

学术报告事宜请联系： 

广西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刘志平 13977176431、谌文强 13557860637 

 

 

中南有机化学论坛组委会 

广西化学化工学会（代章）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民族大学 

2018 年 10 月 29 日 

mailto:znyjhxlt@126.com


 

 

第二届中南有机化学论坛参会回执 

附件 1：第二届中南有机化学论坛回执 

姓  名   性  别   职务/职称   

单  位   邮  编   

联系电话   E-mail   

是否做报告 □邀请报告   □大会报告    □青年学者报告      □不做报告 

报告题目  

住宿登记 
起止时间 单间 1 间 标准间 1 间 标准间 1 床 

    

 

附件 2：发票信息 

姓 名  电 话   

单 位   

发票信息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注：会议专用邮箱（znyjhxlt@126.com）。 

参会通知电子版可从广西化学化工学会网站（http://www.gxchem.org）中下载。 

附酒店乘车路线：南宁明园新都酒店（南宁市新民路 38 号），酒店总机：0771-2118988。 

a. 南宁吴圩机场——南宁明园新都酒店 

从机场打车前往明园饭店约 60 分钟，可乘坐机场大巴 1 号线至火车站（民航酒店站），再乘坐 B01 路

公交车至民主新民路口站下车，往新民路方向走约 300 米即到。 

b. 南宁火车站——南宁明园新都酒店 

从南宁火车站打车前往明园饭店约 10 分钟，在火车站可乘坐 B01 路公交车至民主新民路口下车，往

新民路方向走约 300 米即到。 

c .南宁火车东站——南宁明园新都酒店 

从火车东站打的前往明园饭店约需 25 分钟， 

从火车东站可乘坐 B01 路公交车至民主新民路口， 

往新民路方向走约 300 米即到。 

                    

欢迎加入中南有机化学论坛微信群：  

mailto:znyjhxlt@126.com


 

会 议 日 程 

11 月 9 日  报到注册  晚餐 18:00-20:00  地点：明园新都一楼广东轩 

11 月 10 日 会场报告 

序

号 
内容 时间 报告人 报告类型 报告题目 

1 合影留念 8:00-8:20 地点：明园新都酒店大堂门口 

2 
开幕式 8:20-8:40 

广西化学化工学会莫炳荣副理事长主持 

领导讲话、致辞      地点：明园饭店大礼堂 

3  

 

主持人： 

黄初升教授 

8:40-9:10 江焕峰 大会报告 钯催化不饱和烃需氧氧化反应研究 

4 
9:10-9:40 江智勇 大会报告 光氧化还原与不对称氢键协同催化 

5 
9:40-10:10 贾爱群 大会报告 

基于 C-H 活化策略的嘧啶酮类化合物

的合成及其细菌群体感应抑制活性 

茶歇            10:10-10:30 

6  

 

 

 

主持人： 

江焕峰教授 

10:30-10:55 翟宏斌 邀请报告 虎皮楠生物碱的全合成 

7 
10:55-11:20 莫冬亮 邀请报告 

金属催化 N-烯基硝酮参与的串联 

反应研究 

8 11:20-11:35 田荣强 青年报告 张力含磷杂环的化学反应研究 

9 
11:35-11:50 赵晓丹 青年报告 

双官能有机小分子硒、硫醚催化的烯烃

的官能化 

10 
11:50-12:05 张玉贞 青年报告 

金属有机磷光材料的合成，配位驱动自

组装及发光性质研究 

午餐 12:05-14:00   地点：明园新都二楼自助餐厅 

11  

 

 

 

主持人： 

肖琦教授 

14:00-14:30 黄初升 大会报告 
碘化物在活性药物分子合成 

中的应用 

12 
14:30-14:55 陈铁桥 邀请报告 

过渡金属催化磷酸化：绿色合成有机磷

化合物 

13 
14:55-15:10 江俊 青年报告 

基于活性中间体高效构建结构多样性

化合物 

14 
15:10-15:25 张小坡 青年报告 

几种黎药调控糖脂代谢的活性成分与

机制研究 

15 
15:25-15:40 饶伟浩 青年报告 过渡金属催化杂环化合物的合成 

16  

15:40-15:55 

 

肖军安 

 

青年报告 

钯催化氧化吲哚螺乙烯基环丙烷开环

与 3-氧化吲哚衍生物[3+2]-环化反应构

建双氧化吲哚螺杂环化合物 

茶歇            15:55-16:15 

17 
 

主持人： 

江智勇教授 

16:15-16:40 黄湧 邀请报告 多位点烯胺中间体及其反应研究 

18 
16:40-17:05 王玉霞 邀请报告 

双功能多胺缀合物的合成与抗肿瘤活

性研究 



 

19  
17:05-17:20 林宁 青年报告 

有机催化含三氟甲基螺环氧化吲哚骨

架化合物的不对称构建 

20 
17:20-17:35 白大昌 青年报告 

含氟化合物的合成以及铑（III)催化 C-H

键活化反应研究 

21 
17:35-17:50 陈文豪 青年报告 

特色药用植物活性成分的发现及结构

优化 

22 

17:50-18:05 王飒飒 青年报告 

Decarboxylative Benzylation and 

Propargylation/Cyclizations of 

β-Ketoesters 

晚餐 18:05-20:00    地点：明园新都一楼广东轩 

11 月 11 日  会场报告 

23  

 

 

 

主持人： 

李乐教授 

8:00-8:25 王东超 邀请报告 嘌呤芳杂环脱芳构化研究 

24 
8:25-8:50 潘英明 邀请报告 

金属化多孔有机配体聚合物催化剂的

合成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5 8:50-9:05 祝诗发 青年报告 炔烃的高效转化 

26 
9:05-9:20 杨占涛 青年报告 

有机硼化合物的合成及在天然产物全

合成中的应用 

27 
9:20-9:35 徐燕丽 青年报告 

过渡金属催化脱羧偶联反应构建 C-Se

键的研究 

28 
9:35-9:50 农旭华 青年报告 

一株海南放线菌 SCSIO00856 的安莎霉

素及其防污活性 

茶歇            9:50-10:10 

  

 

 

主持人： 

陈光英教授 

10:10-10:35 徐静 邀请报告 
红树林共生真菌资源多样性及活性功

能分子筛选 

 
10:35-10:50 李先纬 青年报告 

易转化导向基在碳氢键转化中的几个

应用 

 
10:50-11:05 周学明 青年报告 

石斛茎的活性成分研究及综合 

开发利用 

 
11:05-11:20 汤日元 青年报告 

基于硫粉的氮杂芳烃的硫化反应 

研究 

 
大会总结  11:20-11:30 主持人：莫炳荣教授级高工 

午餐 11:30-13:30   地点：明园新都二楼自助餐厅 

下午自由活动，需用晚餐请报名 

晚餐后会议结束 

注：酒店住宿的退房时间为下午 14:30 之前，超时将按半天房价计费。 

 

第二届中南有机化学论坛工作组，竭诚欢迎您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