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全球华人遗传学大会第二轮通知

为加强全球华人遗传学界学术交流与合作，持续推动遗传学创新驱动发展，

由中国遗传学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和浙江省遗传学会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全球华人

遗传学大会暨生物产业高峰论坛”兹定于 2022年 12月 08日至 11日在杭州举行

（12月 08日报到）。本次大会以“遗传与健康”为主题，届时将有人类和医学遗

传学、植物遗传学、动物遗传学和微生物遗传学等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会。

大会聚焦“后疫情的遗传学”，内容涵盖基因编辑、细胞和基因治疗、RNA医学、

基因检测与遗传咨询、疫情后的儿童健康以及分子育种等热点问题。大会设置主

会场和多个专题分会场，以特邀报告、专题报告、学术墙报展和论文交流等多种

形式开展学术交流，并同期举办生物产业论坛。如需报告，敬请将报告摘要发送

至大会专用邮箱：genetics2022@zju.edu.cn，以便组委会及时编印会议日程安排。

大会组委会诚挚邀请您参加本次大会！

中国遗传学会国际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

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22年 12月 08日注册报到，9日-11日正式会议

会议地点：杭州太虚湖假日酒店

二、大会组织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列）

大会主席：管敏鑫

名誉主席：薛勇彪 张灼华 张学军

秘 书 长：卢大儒

副秘书长：王君晖 周霞明

组委会主席：杨维才

组委会成员：陈伟仪、傅松滨、傅 衍、高彩霞、郭海良、柯越海、黎 家、

刘学忠、金鹏、孙中生、谭华荣、汤富酬、田志喜、王春香、王文、王秀杰、

夏昆、向华、徐湘民、薛勇彪、杨 晓、张天真、周钢桥、张小为（更新中）

三、大会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列）

主席：杨焕明

成员：曹晓风、陈润生、陈子江、邓子新、段树民、高福、贺林、黄荷凤、

金力、康 乐、刘志红、孟安明、钱 前、乔 杰、魏辅文、徐国良、 杨焕明、

杨维才、曾溢滔、张学（更新中）

四、会议安排

1、会议注册：通过会议网站 http://www.gccgkx.com进行注册

会议注册费：



*学生代表：指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报到时请携带学生证。注册费包含：

会议期间餐费（中、晚餐，由会务组统一安排）、茶歇费和资料费等。住宿费和

交通费自理。

2、会议住宿

杭州太虚湖假日酒店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义桥东方文化园内

联系电话：0571-82336868

3、论文摘要

大会向参会者征集会议论文，可在会议网站上进行提交

4、征集墙报

自愿参展，请展示规格为 120cm（高）×90（宽）的墙报，参展信息发送至

会议邮箱：genetics2022@zju.edu.cn

5、会议赞助

大会同期举办生物产业高峰论坛，聚焦遗传学领域的前沿技术，欢迎相关公

司垂询

五、会议联系人

余抗抗 0571-88206916 Email: hayan120@163.com

第五届全球华人遗传学大会暨生物产业高峰论坛组委会

2022年 10月 26日

注册时间 代表 学生*

2022年 10月 31日前 1800 900

2022年 10月 31日后 2000 1000

mailto:genetics2022@zju.edu.cn
mailto:hayan120@163.com


附录：大会报告人

特邀报告人（按姓氏拼音排列）：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陈润生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黄荷凤 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康 乐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河北大学

魏辅文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杨焕明 华大基因

詹启敏 北京大学

张 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更新中）

专题报告人（排名不分先后）：

崔心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徐安龙 北京中医药大学

柯越海 浙江大学医学院

张 丹 浙江大学医学院

王秀杰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宿 兵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周钢桥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王 文 西北工业大学

田志喜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傅松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



汤富酬 北京大学

戚益军 清华大学

汤富酬 北京大学

李津臣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黄文栋 City of Hope National Medical Center

郭子龙 福建农林大学

薛勇彪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刘静宇 中国科学院脑智卓越中心

李培宁 耶鲁大学

杨 晓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孙中生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温州医科大学

张灼华 东华大学/中南大学徐安龙

王春香 北京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卢大儒 复旦大学

张学军 安徽医科大学

金 鹏 埃默里大学

储成才 华南农业大学

褚嘉佑 中国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丁小雷 上海大学

高彩霞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郭海良 中国妇女儿童基金会

韩方普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孔祥银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刘 宝 东北师范大学

马 骏 浙江大学

戚益军 清华大学

王红艳 复旦大学

王幼平 扬州大学

王应祥 复旦大学

夏 昆 南华大学

徐 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许 琪 中国医学科学院

杨 力 复旦大学

袁慧军 四川大学

曾凡一 上海交通大学

张泽民 北京大学

赵方庆 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研究所

郑厚峰 西湖大学

周 建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周 青 浙江大学

张天真 浙江大学

凌 枫 日本理化研究所

薛愿超 中科院物理所

师咏勇 上海交通大学



毛 颖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宋质银 武汉大学

刘健康 西安交通大学

冯 杜 广州医科大学

施裕丰 同济大学

李静雅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毕 蕊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蒋 敏 西湖大学

孙建伟 昆明大学

吕建新 杭州医学院

杨茂君 清华大学

曹云霞 安徽医科大学

沈 彬 南京医科大学

佟 超 浙江大学

顾正龙 复旦大学

贾 大 四川大学

张 汕 浙江大学

刘如娟 上海科技大学

刘兴国 中科院广州健康研究院

卞 迁 上海交通大学

陈宝惠 浙江大学

陈 浩 南方科技大学



陈 亮 武汉大学

傅湘辉 四川大学

黄金艳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蒋杭进 浙江大学

林承棋 东南大学

梁洪青 浙江大学

李明锟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吕鑫屹 南开大学

林兆宇 南京大学医学院

裴唯珂 西湖大学

秦 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钱俊斌 浙江大学

孙 洁 浙江大学

盛剑鹏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传超 厦门大学

万国强 南京大学医学院

魏 珂 同济大学

王 峥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汪振天 复旦大学

杨贤法 广州实验室

张佳炜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邹 炜 浙江大学



林伟强 浙江大学

蓝贤江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杨 隽 浙江大学

（持续更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