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7th National Plant Protein Research Conference （China）&
The 5th Meeting of Asia Oceania Agricultural Proteomics Organization (AOAPO)

第七届全国植物蛋白质研究大会暨第五届亚太农业蛋白质组学研讨会
首轮通知 (20180620)
为积极促进植物学与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结构生物学等学科的交融与发
展，增进国际间合作交流，由中国植物学会与亚太农业蛋白质组学组织（AOAPO)
主办，济南大学承办的第七届全国植物蛋白质科学大会暨第五届亚太农业蛋白质组
学会议定于2018年11 月2日-5日在济南市召开（2日注册，3-5日会议，6日离会）。

会议中英文官网：http://bio.ujn.edu.cn/huiyi/en

大会议题

会议注册
类别
普通代表
学生代表

I.植物经济性状基因挖掘与改良
II.蛋白质翻译后修饰
III.功能蛋白质组学
IV.植物蛋白结构生物学
V.基因组与整合组学分析
VI.生物信息学在组学研究中的应用
VII.光合作用与光信号转导蛋白
VIII.生物钟与环境适应性调控
IX.植物逆境应答与发育调控机制
X.蛋白质组学新技术 方法

协办单位：山东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

会议邮箱：plantp2018@163.com

9月1日后
RMB2200
RMB1100

现场注册
RMB2400
RMB1200

开 户 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支行
帐 号: 696311575
公司名称:济南汉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汇款备注:蛋白会-姓名-单位

请缴费后将汇款凭证、缴费人信息发送邮件
至（330466385@qq.com），以便核查。
 在2018年9月1日之前（含当天）完成注册并
缴纳会议注册费者，方可享受注册费优惠，
日期以汇款日期为准。
 现场缴纳注册费（现金或刷卡），将在会议
结束后开具发票。
 退费政策：凡已缴费的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
须在2018年9月1日之前以email形式向大会
提出申请，注册费全额退款。2018年9月1日
之后将不再退款。


主办单位：中国植物学会、亚太农业蛋白质组学组织（AOAPO）
承办单位：济南大学

9月1日前
RMB2000
RMB1000

青龙山下的济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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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植物学会、亚太农业蛋白质组学组织（AOAPO）
承办单位：济南大学
协办单位：山东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
会议邮箱：plantp2018@163.com
大会主席：匡廷云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贺福初（国家蛋白质中心 北京）
Setsuko Komatsu (Fuk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apan)
大会学术委员会：曹晓风、种康、邓兴旺、贺福初、何奕騉、黎家、匡廷云、秦钧、孙大业、隋森
芳、沈建仁、王台、徐平、杨维才、朱健康、张立新、Klaas van Wijk （USA）、Sixue Chen

（USA）、Paul A. Haynes (Australia)、Ghasem Hosseini Salekdeh (Iran）
组委会主席：张士强 （济南大学）
组委会副主席: 刘思金（济南大学）
组委会秘书长：秦晓春（济南大学）
组委会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列）：白明义、戴绍军、杜嘉木、丁兆军、付春祥、高立志、黄加栋、
何文兴、梁承志、刘斌、柳亦松、李栋、李平华、李刚、李强、李菡、秦晓春、汪迎春、王鹏程、
王旭初、王雷、徐小冬、薛宇、殷平、杨平仿、赵忠、周传恩、张数鑫
国际会议组委会主席：Setsuko Komatsu (Fuk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apan)
国际会议组委会秘书长：Shaojun Dai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Sixue Chen (University of Florida, USA)
国际会议组委会委员：Boon Chin Tan （University of Malaya , Malaysia）
Boxiong Zhong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Chin Chiew Foan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 Malaysia)
Chris Gehring （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udi Arabia）
Ghazala Mustafa （Quaid-i-Azam University, Islamabad, Pakistan）
JongSoon Choi （Ko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Korea）
Keiji Kito （Meiji University, Japan）
Lal Chand Rai （Banaras Hindu University, India）
Ming Che Shih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Academia Sinica, Taiwan, China）
Pingfang Yang （Wuhan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Rehana Kausar （University of Azad Jammu & Kashmir, Muzaffarabad, Pakistan）
Subhra Chakraborty （National Institute of Plant Genome Research, India）
Sun Hee Woo （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Taishi Umezawa （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Japan）
Wan Mohd Aiza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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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大会报告人：
匡廷云
贺福初
孙大业
隋森芳
曹晓风
种 康
邓兴旺
朱健康

院士（中科院植物所）
院士（国家蛋白质中心 北京）
院士（河北师范大学）
院士（清华大学）
院士（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院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院士（北京大学）
院士（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中心）

大会报告人：
白明义 教授 （山东大学）
陈学伟 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
丁勇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丁兆军 教授 （山东大学）
戴绍军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杜嘉木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逆境生物学中心）
冯 越 教授 （北京化工大学）
付玉杰 教授 （东北林业大学）
付春祥 研究员 （中科院青岛能源所）
高立志 教授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何奕騉 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
侯岁穏 教授 （兰州大学）
黎家 教授 （兰州大学）
李栋 研究员 （国家蛋白质中心 北京）
李梅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李平华 教授 （山东农业大学）
林荣呈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刘斌 研究员 （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
刘 琳 教授 （安徽大学）
刘 新 教授 （青岛农业大学）
刘宝辉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
柳振峰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柳亦松 博士 （湖南农业大学）
娄智勇 研究员 （清华大学）
梁承志 研究员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秦钧 研究员 （国家蛋白质中心 北京）
秦松 研究员 （中科院烟台海岸带所）
秦晓春 教授 （济南大学）
沈建仁 研究员 （中科院植物所）
汤文强 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
汪迎春 研究员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
王鹏程 研究员（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中心）
王旭初 研究员（海南师范大学）
王海峰 教授 （福建农林大学）

王台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王雷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吴允昆 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
向 云 教授 （兰州大学）
谢道昕 教授 （清华大学）
徐 平 研究员 （国家蛋白质中心 北京）
徐小冬 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
邢维满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中心）
薛宇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杨洪全 教授
（复旦大学）
杨维才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
杨靖 研究员 （国家蛋白质中心 北京）
杨平仿 研究员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
杨文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殷雷 教授
（武汉大学）
殷平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张 鹏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生所）
张立新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张数鑫 教授
（山东农业大学）
赵忠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周功克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青岛能源所）
周传恩 教授
（山东大学）
Klaas van Wijk (Cornell University, USA)
Sixue Chen (University of Florida, USA)
Ling Li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USA)
Leslie Hick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USA)
Setsuko Komatsu (Fuk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apan)
Chin Chiew Foan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 Malaysia)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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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场地：济南南郊宾馆

会议室

大礼堂

南郊宾馆

济南遥墙机场

济南西站

济南站

南郊宾馆

5km
 济南西高铁站、遥墙机场提供接送站服务，11月2日注册日当日多辆大巴接送。
 济南站（老站）无社会车辆停车场，不方便接送，不提供接送站服务。请参会
人员自行排队乘坐出租车前往南郊宾馆。
代表如提前到会或错过接站，请自行前往会议酒店。自行抵达会场线路如下：
机场到济南南郊宾馆：
济南国际机场距离南郊宾馆约40公里，出租车费用约100元；或乘坐机场大巴由济
南机场站出发至济南玉泉森信大酒店下车（注：机场大巴票价 20元／人，每班间
隔为 15 分钟）。济南玉泉森信大酒店打车赴南郊宾馆，出租费用约15元/人。
济南站到济南南郊饭宾馆：
济南站距离南郊宾馆约7公里，出租车费用约 20元；或乘坐公共汽车34路公交车马
鞍山路下车，步行500米到达南郊宾馆。
济南西站到济南南郊：
济南西站距离南郊宾馆约16.4公里，出租车费用约40元；或乘坐公共汽车202路在
经十纬一下车转乘129路公共汽车，省体育中心东下车，步行1公里抵达南郊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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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住宿

会议联系南郊宾馆 、锦江之星 、舜元大酒店 用于参会人员住宿。宾
馆住宿联系邮箱330466385@qq.com
舜元大酒店早晚安排大巴接送。住在锦江之星的参会人员请步行前往。
• 南郊宾馆：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马鞍山路2号

• 锦江之星：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马鞍山路14号
• 舜元大酒店：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西路15号
序号

酒店名称

房数

1

济南市南郊宾馆

2

3

价格

价格

（标准间）

（大床房）

300间

440元

490元（55间）

舜元大酒店

100间

220元

/

锦江之星快捷酒店

50间

239元

/

有意合作的赞助商，请联系：
大会赞助商联系总负责人：王旭初 教授，邮箱：
xchwang@hainnu.edu.cn; 手机 13111998316；
山东省外赞助商联系负责人：靳翔 博士，邮箱：
xchwanghainan@163.com; 手机 18789286326；
山东省内赞助商联系负责人：祝利霞博士（邮箱
zhulixia2013@163.com, 电话15376165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