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第 5 次全国口腔杰青、优青论坛 

（第三轮通知） 

为促进口腔生物医学水平的发展，加强学术交流，经中华口腔医学会批准，

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

口腔医院承办的“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第 5 次全国口腔杰青、优青论坛”将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至 15 日在美丽的广州市召开。会议将特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王存玉院士及国内口腔医学领域的杰青、优青、青年长江学者等莅临大会并

作特邀报告，对目前干细胞、生物材料、肿瘤、微生物等口腔医学研究热点问题，

进行专题讨论。会议期间还将举行第一届全国口腔优秀青年研究展示，为我国致

力于口腔医学研究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提供学术交流、分享科研成果的平台。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会议地点：广州远洋宾馆4楼国际会议厅（广州市环市东路412号） 

会议日程：具体日程见附件 2 

1) 4月13日（周五）大会注册报到 

2) 4月14日（周六）口腔杰青、优青论坛 

3) 4月15日（周日）离会 

一、 报名注册 

(一) 注册费标准： 

 

收费

标准 

类别 

注册时间 
非会员（元） 学会会员（元） 专科会员（元） 学生（元） 

提前注册 

（截止到 2018

年 03月 25日） 

700 600 600 350 

现场注册 

 
800 700 700 400 

 

(二) 交费方式 

1. 提前注册 



 

银行汇款 

提前注册银行汇款账户信息 

户名：中华口腔医学会 

账号：0200007609014459190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请务必附言：参会代表姓名+生物专委会+广州+注册费 

2. 现场注册：现金（人民币）、刷卡（银联卡、公务卡） 

(三) 交费须知 

1. 提前交费请妥善保存汇款凭证，填写会议回执（附件1），并将回执及汇款

凭证图片于2018年3月31日前邮件至gh_kys@163.com（会务组指定邮箱），

以便提前开具发票，现场凭付款凭证领取发票，提前交费截止日后请勿汇

款； 

2. 注册费发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提供，请准确提供发票抬头、税号等信息，

发票一旦开出，恕不能修改及重开； 

3. 取消参会及退费说明：因故不能参会，请在会议两周（3月30日）前提出

申请，专委会（分会）统一审核后报学会财务部办理，过期不予受理。 

 

二、 住宿 

 

4月 13 日晚 4月 14日晚 

单人间 

（含早） 

双人间 

（含双早） 

单人间 

（含早） 

双人间 

（含双早） 

远洋宾馆 

（四星） 
450元 480元 800元 800元 

颐和商务酒店 

（三星，紧邻远洋宾馆） 
360元 380元 500元 500元 

 备注： 



 

(四) 注意：因 4 月 14-18 日是广州交易会期间，届时住宿、机票均较紧张，且 4

月 14 日起广州市酒店全部涨价。请各位参会代表尽快确定行程、购买往返

机票、预订酒店，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五) 除广州远洋宾馆和颐和商务酒店外，会场周边还有多个经济型酒店，请参

会代表根据会场地址自行预订，大会不作统一安排。 

三、 乘车路线 

 

 

1. 白云国际机场-远洋宾馆 

（1） 地铁方案：机场南站乘坐 3号线开往体育西路方向，燕塘站换乘 6号线开

往浔峰岗方向，区庄站 A出入口下。步行约 570米到远洋宾馆（环市东路） 

（2） 乘坐出租车：共行驶 33.8公里，费用约 92元 

2. 广州火车站-远洋宾馆 

（1） 地铁方案：广州火车站乘坐 5号线开往文冲方向到地铁区庄站 A出入口下。

步行约 570米到远洋宾馆（环市东路） 

（2） 乘坐出租车：共行驶 4公里，费用约 14元 

3. 广州东站-远洋宾馆 

（1） 地铁方案：广州东站地铁站乘坐 3号线（北延段）开往机场南方向，燕塘

站换乘 6号线开往浔峰岗方向，区庄站 A出入口下。步行约 570米到远洋

宾馆（环市东路） 

（2） 乘坐出租车：共行驶 6.9公里，费用约 22元 

4. 广州南站-远洋宾馆 



 

（1） 地铁方案：广州南站地铁站乘坐 2号线开往嘉禾望岗方向，海珠广场站换

乘 6号线开往香雪方向，区庄站 A出入口下。步行约 570米到远洋宾馆（环

市东路） 

（2） 乘坐出租车：共行驶 24.8公里，费用约 68元 

四、 会务组联系方式 

1、大会秘书处： 

王  智（联系负责人）：手机 13829784088 

任先越（住宿及发票）：手机 13450381673 

王  韵（优秀青年奖）：手机 18565060856 

冯沛然（会议回执）  ：手机 15711937223 

统一联系邮箱：gh_kys@163.com 

2、口腔生物医学专委会秘书处： 

李  蓓   13572810124   lbfmmu@163.com 

刘文婷   18792762251   liuwenting927@126.com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生物专业委员会 

                                            2018 年 3 月 12 日  

mailto:liuwenting927@126.com


 

附件 1 

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手机号  

学生 是□  否□ 学生证号  邮箱地址  

会员 是□  否□ 会员号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酒店预订方式 自己预订通过会务组预订 

酒店预订名称  酒店入住日期  

酒店房间类型 

（单人间/双人间） 
 酒店退房日期  

汇款*

日期 
 汇款人*  

汇款金额

（元） 
 

发票抬头 *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 
 

注：发票一经开出,不能修改，请认真填写发票抬头及纳税人识别号； 

标“*”项为必填项目，否则无法提前开具发票。 

       参会回执回复至: gh_kys@163.com 

 

 

 

 

 

 

 



 

附件2 

2018 全国口腔杰青、优青论坛日程表 

日期 时间 会议日程 主持 

 

 

 

 

 

 

 

 

 

 

 

 

 

 

 

 

 

 

 

 

2018-4-14 

8:00-8:30 开幕式 王林 

8:30-9:00 大会报告：王存玉教授 

发言题目：Epigenetic Control of Adult Stem Cell 

Fate 

程斌 

闫福华 

9:00-9:20 

大会报告：王松灵 

发言题目：硝酸盐亚硝酸盐生理功能及其疾病

防治 

9:20-9:40 
大会报告：金岩 

发言题目：组织诱导再生型材料研究与应用 

9:40-10:00 

大会报告：李铁军 

发言题目：口腔颌面部肿瘤形态学相关的分子

异质性研究 

10:00-10:20 

大会报告：田卫东 

发言题目：基于干细胞牙及相关组织工程化构

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0:20-10:40 

大会报告：陈吉华 

发言题目：靶向调控血管化的 microRNA 治疗的

有效性研究 

10:40-10:50 茶歇  

10:50-11:10 
大会报告：陈谦明 

发言题目：神秘的对称核苷 

唐瞻贵 

徐艳 

11:10-11:30 

大会报告：蒋欣泉 

发言题目：口腔颌面部组织再生与功能修复的

研究与转化 

11:30-11:50 

大会报告：孙宏晨 

发言题目：骨重塑的分子机理与骨损伤修复材

料 

11:50-12:10 
大会报告：周永胜 

发言题目：口腔骨再生研究的新进展和探讨 

12:10-12:30 

大会报告：邓旭亮 

发言题目：材料磁电微环境促进骨再生和骨整

合 

12:30-13:30 午餐  

13:30-13:50 
大会报告：范志朋 

发言题目：基于牙发育的干细胞定向分化研究 

陈旭 

李昂 
13:50-14:10 

大会报告：陈发明 

发言题目：Biomaterials for endogenous 

regenerative medicine: Coaxing stem cell homing 

and beyond 



 

14:10-14:30 

大会报告：陈莉莉 

发言题目：Pg 改变内皮细胞生物节律促进动脉

粥 

样硬化的基础转化研究 

14:30-14:45 
大会报告：叶玲 

发言题目：Ezh2 调控牙髓修复再生的机制研究 

14:45-15:00 

大会报告：刘怡 

发言题目：口腔微生态平衡维持口腔间充质干

细胞功能 

15:00-15:10 茶歇  

15:10-15:25 

大会报告：牛丽娜 

发言题目：生物矿化与仿生的分子机理及硬组

织缺损修复应用 

张旗 

谢志坚 

15:25-15:40 
大会报告：袁泉 

发言题目：GDF11 在骨改建中的作用 

15:40-15:55 

大会报告：吴炜 

发言题目：弹性体支架在血管化组织工程移植

体构建中的意义 

15:55-16:10 
大会报告：孙瑶 

发言题目：细胞纤毛与硬组织发育 

16:10-16:25 

大会报告：陈泽涛 

发言题目：基于骨免疫微环境调控的骨替代材

料研发理念 

16:30-18:00 “全国口腔优秀青年研究展示” 
林云峰 

张玉峰 

18:00-18:20 闭幕式 孙宏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