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蛋白质修饰与疾病专业委员会 

第二次学术会议通知 

（第一轮） 

中国病理生理学蛋白质修饰与疾病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学术会议拟于2021年10月29日

-31日在美丽、浪漫、怡人的花园城市广东省珠海市召开。本次会议由广州医科大学、广东

省蛋白质修饰与降解重点实验室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承办，届时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

学者就蛋白质修饰与疾病领域的最新研究开展学术研讨，旨在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提

升我国在蛋白质修饰与疾病领域的研究水平。 

一、大会内容 

大会主要内容： 

1、青年委员会论坛：2021年10月29日下午 

2、围绕“蛋白质修饰与疾病”的最新进展交流研讨：10月30日 

3、优秀青年学生报告：10月31日 

学术交流与论文收集： 

大会报告分大会特邀报告和专题报告。以本人的研究工作为主，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

委员可以自荐或推荐优秀讲者参加大会或专题报告。 

（1）凡在2021年10月1日前尚未公开发表的专题报告和研究论文、综述均可投稿。 

（2）征文内容：蛋白质修饰及功能调节，蛋白质修饰与疾病相关研究等均可投稿。 

3. 征文格式：摘要500-1000字，包括题目、作者、单位及邮政编码，目的、方法、含

重要数据但不附图表、结果、结论、关键词； 

４．投稿要求：论文采用 word 文件， A4页面于 2021年 10月 8日前发送至

Email:UPS@gzhmu.edu.cn。 

二、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蛋白质修饰与疾病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省蛋白质修饰与降解重点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协办单位：杭州景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会主席：刘金保、冉丕鑫 

大会名誉主席：张幼怡、陈国强、王建枝、张学敏、卞修武、钟南山 

大会执行主席：毛新良、邱小波 

大会副主席：程金科、金建平、赵金存、饶枫、王光辉 

 

秘书长：冯杜 

组委会：刘金保、傅爱兰、马宁芳、毛新良、任海云、冯杜、周萍、饶枫、金建平、

程金科、王光辉、张宏权、邱小波、黄洪标、许国强、王洪睿、晏光荣、李民、魏永杰 

 

    学术委员会（按拼音排名）：  

仓勇、陈策实、陈临溪、程金科、崔隽、范骏、冯杜、高大明、贾立军、胡荣贵、金

建平、孔二艳、李大强、李汇华、梁广、刘金保、刘磊、刘同宝、刘文、刘芝华、柳素玲、

路嘉宏 、马全红、毛新良、欧阳松应、齐以涛、邱小波、饶枫、沈玉先、孙启明、孙毅、

谭旭、陶永光、王琛、王光辉、王洪波、王洪睿、王立辉、王平、王小川、魏蕾、许国强、

许兴智、杨焕杰、杨烨、叶茂、张宏权、张令强、张佩景、赵宇、郑慧、郑晓东、郑一超、

周翊峰。 

 

三、会议时间 

会议时间：2021年10月29日～31日，其中10月29日全天报到注册。 

 

四、会议地点 

广东省珠海市德翰酒店。 

 



五、征文格式要求 

 

题目（加粗，宋体，四号） 

第一作者
1
，第二作者

2
，…，通信作者

1*
，…（作者：宋体，五号） 

1
工作单位，地址，邮编 

2
工作单位，地址，邮编（宋体，小五号） 

摘要正文（中文，五号宋体，单倍行距；英文字符用五号，Times New Roman 字体）。 

关键词：关键词一；关键词二；关键词三（中文，五号宋体；英文字符用五号，Times 

New Roman字体，关键词个数不超过5个） 

六、会议注册及住宿 

请于2021年10月15日前注册报名并交会议注册费，注册费标准如下： 

参会类型 2021.10.22日前交 现场交 

正式代表(会员) 1600 1800 

正式代表(非会员) 1800 2000 

学生代表(会员) 800 1000 

学生代表(非会员) 1000 1200 

企业代表 3000 3200 

说明： 

1. 缴费方式：银行汇款、现场缴费。请缴费后将汇款凭证、缴费人信息发送邮件至

470127670@qq.com，以便核对查询。组委会将在收到注册费凭证后1周内发送email确认，如

未收到确认邮件，请电话联系：徐英13928022582。 

2. 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2021年10月22日之前向大会提出申请，可全额退

款。2021年10月22日之后将不再退款（不可抗拒因素如疫情等除外）。 

3. 发票领取： 

电子发票将在会议结束后两周内发至参会者注册邮箱 

4. 汇款信息: 



    开户名称: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花园路支行 

    账号: 11001028500056010421 

汇款请注明“PTM-交款人姓名”。 

会议报名请扫码 

会议协议酒店为珠海市德翰酒店（珠海市香洲区吉大路2号） 

酒店名称 房型 房价 

德翰酒店 
标准双床房（含：双早） 450 元 

标准大床房（含：单早） 450 元 

预定流程： 

本次会议住宿由酒店直接负责，住宿预订联系人：徐英13928022582、肖肖13427787817，

参会代表可直接电话预订。 

*请备注：入住人姓名（外籍请提供护照拼音），电话，入住/退房日期，房型（根据

酒店实际情况尽可能安排，以入住房型为准）。预订请注明参加“PTM”会议。 

会议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七、会议联系人 

黄洪标：13760678953，E-mail：UPS@gzhmu.edu.cn 

     周萍：13760776166 

附件： 

1、会议回执 

2、 报到地点和乘车指南 

3、学会服务项目信息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蛋白质修饰与疾病专业委员会 

                                2021年06月09日 

 



附件一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蛋白质修饰与疾病专业委员会 

第二次学术会议邀请函 

参会回执 

 

姓名                      性 别           职 称 

单位名称 

邮寄地址                                  邮 编 

电子邮箱                                  手 机    

住宿预订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是否合住   单人住（  ）   双人住（   ）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请于2021年09月15日前发送至Email: 470127670@qq.com 

 

 

 

 

 

 

 

 

 

 

 

 

 

 



附件二 

报到地点和乘车指南 

报到地点：珠海市德翰酒店。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吉大路 2号 

酒店联系人：徐英 13928022582、肖肖 13427787817 

乘车指南： 

珠海机场至珠海德翰大酒店： 

1、大巴：乘车到拱北中珠大厦下车（车费约￥25 元，时间约 1 小时），再乘计程车到酒店

（车费约￥20元，时间 20分钟）； 

2、计程车：乘计程车到酒店（车费约￥130元，时间约 50分钟）； 

3、穿梭巴士至九洲港码头（车费约￥65元) 距离酒店约 2公里； 

4、穿梭巴士至亚朵酒店（车费约￥65元) 距离酒店约 0.6公里； 

珠海火车站—德翰大酒店 

计程车：乘计程车到酒店（车费约￥40元，时间约 14分钟）； 

珠海火车北站—德翰大酒店 

计程车：乘计程车到酒店（车费约￥100元，时间约40分钟） 

公交线路： 

1、9路至君怡花园站下车即到； 

2、99路至海滨泳场下车即到； 

3、2路至九洲城下车步行约15分钟即到 

 

你也可以从广州或深圳达到酒店： 

广州机场至珠海德翰大酒店： 

1、大巴：乘车到拱北车站下车（车费约￥85 元，时间约 3 小时），再乘计程车到酒店（车

费约￥20元，时间 20 分钟） 

2、计程车：乘计程车到酒店（车费约￥650元，时间约 2小时）； 



广州火车站至珠海德翰大酒店： 

1、大巴：乘车到拱北车站下车（车费约￥65元，时间约 2小时）再乘计程车到酒店（车费

约￥20元，时间 20分钟）； 

2、计程车：乘车到酒店（车费约￥500元，时间约 1.5小时）； 

广州南站至珠海德翰大酒店： 

1、城迹轻轨：广州南站到城轨珠海站下车（车费约￥70元，时间约 1小时）再乘计程车到

酒店（车费约￥20元，约 15分钟）； 

2、公交线路：乘坐 2 路至九洲城下车步行约 15分钟至酒店； 

深圳机场至珠海德翰大酒店： 

1、大巴：乘车到拱北车站下车（车费约￥90元，时间约 2小时）再乘计程车到酒店（车费

约￥20元，时间 20分钟）； 

2、计程车：乘车到酒店（车费约￥450元，时间约1.5小时）； 

 

 

 



附件三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蛋白质修饰与疾病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学术会议 

学会服务项目信息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蛋白质修饰与疾病专业委员会是唯一一个全国性的聚焦于蛋白质修

饰与疾病的专业委员会，一年一度的年会吸引了全国各地各高校著名专家和青年学者的与会。

会议活动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各单位一直以来的无私支持！ 

本次会议在美丽的海港城市珠海召开，本专业委员会期盼与爱心公司共襄盛举，促进我

国蛋白质修饰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期盼爱心公司以不同形式参加本次盛会，也恭祝爱心公

司声名远播，日益壮大！ 

学会服务项目： 

注：1、会议向每一参展单位免费赠送大会会议手册 1册，工作午餐 2人/天。 

2、需要印刷至会议手册的项目（封底、彩色插页、公司 logo等）请于 10月 8日前报

名登记，其余项目可于 10月 15日前报名登记。 

纪律要求： 

会议期间不得进行任何与学术无关活动，不得擅自将参会代表带出会场 

会议期间不得擅自张贴宣传广告、举办会议及宴请等活动 

联系人： 孟甜   

联系电话：13450265667  

邮箱：mengtian@gzhmu.edu.cn 

 内容 价格 备注 

1 协办 6万元 
可以与主办单位并列展示，在会议手册、

资料袋等上打印协办单位及 logo 

2 简易展位 1万元/个 免费提供一桌二椅和电源。 

3 口头报告（10分钟） 2万元/个 仅提供 3个名额。 

4 会议资料袋 1万 可以在资料袋上打印公司名字和 logo 

5 胸卡、席卡 0.5万元 可以在胸卡和席卡上打印公司 logo 

6 代发资料 0.3万元 限 1-2页 A4纸 

7 会议手册 

封底 0.5万元  

彩色插页 0.5万元  

mailto:mengtian@gzh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