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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医会[2022] 273 号

关于召开广东省医学会第七次医学科研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学

学术会议的通知（第二轮）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省科研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水平，我会拟定于 2022 年 10 月 21-23 日在

肇庆喜来登酒店召开广东省医学会医学科研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学分会第七次学术

会议。本次大会主题“规范创新，共同发展”，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分享科研平台

建设与管理经验、介绍前沿课题研究最新成果、探讨新技术应用等热点问题，以期

达到省内外各科研实验室建设、管理、发展及研究新成果等互相沟通、交流学习的

目的。欢迎分会全体委员、科研工作者及研究生踊跃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将采用会

前网上预约报名，线下参会形式开展学术交流。具体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专题报告、技术应用、经验分享等（详见附件：会议日程）。

二、会议时间

1、报到时间：2022 年 10 月 21 日 10:00-14:00；

2、学术交流：2022 年 10 月 21 日 14:00-22 日 17:50，23 日撤离。

三、会议地点

肇庆喜来登酒店（肇庆市鼎湖区永利大道 1号）一楼宴会厅，总机：

0758-8228888。

四、参会对象

1、广东省医学会医学科研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学分会全体委员；

2、医院科教部门领导及科研实验室负责人；

3、医院科研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医院医、技、护人员，欢迎研究生参加。

五、收费标准

注册费（含资料费、授课费、会场使用费等）1000 元/人，学生凭有效证件 500

元/人；住宿费：大会与酒店协议价为大床房&双人房 460 元/天/间（均含早）。为

确保住房，请参会代表 10 月 10 日前于微官网预定住宿房间。大会统一安排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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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自理。

六、学分授予：注册代表均可获得省级 I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请携带医疗教

育一卡通登记学分,会议现场授分，会后无法补录。

七、会期其它会议信息：常务委员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 17:00-18:00 在

喜来登酒店一楼会议1室召开。委员有责任和义务组织好本单位人员参加本次大会。

八、报名方式：请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前登录大会唯一报名网站：https://

gdma2022sys.sciconf.cn（预注册报名，不接受来自其它渠道的注册报名。）

九、联系方式

广东省医学会学术管理与组织管理部 徐荣远 1858661917

广东省医学会医学科研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学分会秘书 郭泽鹏13622803852

网址技术咨询 傅冰冰 18320213390 邮箱: service@kunbocs.cn

有关会议最新消息欢迎浏览广东省医学会网站：www.gdma.cc或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会议微官网

广东省医学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主题词：学术交流 医学科研实验室 会议 第二轮 通知

签发：李国营 核稿：陈大富 拟稿：徐荣远

发送：各有关单位 共印：1000 份

http://www.gdma.cc


3

广东省医学会
第七次医学科研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学学术会议

会 议 日 程

时间：2022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五 14:00-17:00

地点：肇庆喜来登酒店一楼宴会厅

14:00-15:25 青年论坛 主持人：
张培华 教授 韩晓燕 教授

蔡 轶 教授

14:00-14:20
多重物理共价平衡策略构筑超动态胶原基水凝胶促进创面血管化进

程的机理研究
范先谋 博士

14:20-14:40 MSC 外泌体在神经损伤性勃起功能障碍中的作用探索 陈泽宏 博士

14:40-15:00 基于组织形态学基因检测的技术发展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王海云 教授

15:00-15:10 卫星会（1）： 可靠的实验室仪器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梅特勒托利多公司

15:10-15:20 卫星会（2）： 基于互联网的科研数据中台 锐竞信息公司

15:20-15:35 茶歇

15:35-17:00 青年优秀论文评比 评委：

吴炳义 教授 尹 东 教授

张 昕 教授 李 欣 教授

罗 微 教授 薛兴奎 教授

15:35-17:00

选手 1

选手 2

选手 3

选手 4

选手 5

选手 6

选手 7

选手 8

选手 9

17:00-18:00 常委会 主持人：林秋雄 教授 一楼会议1室

18:00-19:30
晚餐

卫星会（3）：智能分选 SRT 让中心实验室分选从容 贝克曼公司
三楼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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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六 08:30-17:50

地点：肇庆喜来登酒店一楼宴会厅

08:30-09:00 开幕式 主持人：林秋雄 教授

08:30-08:50 领导致辞

08:50-09:00 合影

09:00-10:40 管理论坛 主持人：
林秋雄 教授

王 捷 教授

09:00-09:25 广东省医学科研实验室管理标准及等级评定细则 吴炳义 教授

09:25-09:50 医学科研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梁 浩 教授

09:50-10:15 优化整合医院实验室资源申报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项目体会 张培华 教授

10:15-10:25 卫星会（4）： 广州格卢瑞-细胞生物学领域专业服务商 格卢瑞公司

10:25-10:40 茶歇

10:40-12:15 科研论坛 主持人：
钟惟德 教授

刘文兰 教授

10:40-11:05 艾滋病功能性治愈研究 邓 凯 教授

11:05-11:30 血脑屏障——从分子解析到靶向调控 畅君雷 教授

11:30-11:55 模式生物墨西哥钝口螈及其在中枢神经系统再生研究中的应用 费继锋 教授

11:55-12:05 卫星会（5）： 科研电商促进科研采购管理规范化 喀斯玛公司

12:05-12:15 卫星会（6）： 数字化 Western Blot 技术及微流控 ELISA 技术在医学科研中的应用 皓博仪器公司

14:30-16:20 科研论坛 主持人：
符立梧 教授

张 昕 教授

14:30-14:55 造血干细胞的代谢调控 赵 荫 教授

14:55-15:20 新冠肺炎免疫致病机制及药物研发 张 政 教授

15:20-15:45 原子力学显微镜技术在科研中应用 林蒋国 教授

15:45-15:55 卫星会（7）： PhenoCycler-Fusion 单细胞原位空间组学方案深度解析组织微环境 云准医药公司

15:55-16:05 卫星会（8）： 上海天能 Tanon 分子成像系统与动物实验应用 誉维生物公司

16:05-16:20 茶歇

16:20-17:35 科研管理论坛 主持人：
欧志英 教授

林绍强 教授

16:20-16:45 脂肪肝的新型靶点和药物发现 兰 天 教授

16:45-17:10 弱视的分子机制 唐仲书 教授

17:10-17:35 科研公共平台的相关制度与运行管理 张兰兰 教授

17:35-17:50 闭幕式 主持人： 林秋雄 教授

18:00-19:30 晚餐 食光自助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