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通知|诚邀参加植物基因编辑技术与应用专题研讨会 

为促进我国植物基因编辑研究工作者的合作与交流，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

会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分会定于 2020 年 9 月 25-27 日在江苏扬州召开第七届全国植物生物

技术与产业化大会暨植物基因编辑技术与应用专题研讨会。会议主办单位将邀请国内相关研

究领域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专家及优秀青年科学家做特邀报告，展示我国植物基因编辑领域

的最新成果和进展，加强相关领域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和应用。 

一、会议日程及安排 

2020 年 9 月 25 日全天报到，25 日下午研究生论坛，26-27 日会议。 

日 期 时 段 内 容 地 点 

9 月 25 日 全天 报到注册  

 

 

扬州会议中心 

下午 2:30-6:00 研究生论坛 

 

9 月 26 日 

上午 8:30-12:00 开幕式、大会报告 

下午 1:30-6:00 大会报告 

晚上 8:00-9:00 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分会理事会 

9 月 27 日 上午 8:00-12:00 大会报告、闭幕式 

二、会议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会议中心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七里甸路 1 号 

电话：0514-87802588 

三、大会主题 

基因编辑与作物分子育种 

四、特邀报告人及题目 

报告人 职 称 工作单位 报告题目 

朱健康 研究员，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

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 

Strategies for precision genome 

editing in plants 

夏兰琴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Toward precision genome editing in 

crop plants 

刘巧泉  教授 扬州大学 Waxy editing: old meets new 

王克剑 研究员 中国水稻研究所 基因编辑的育种应用及高效鉴定 

谢传晓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玉米基因编辑技术种业应用 

 



金双侠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PBJ 杂志：植物基因编辑研究发表

的重要平台 

冯献忠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

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大豆基因基因编辑与分子设计育

种 

陈其军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作物基因编辑技术面临的挑战及

进展 

舒庆尧  教授 浙江大学 清洁转基因和基因编辑植株快速

鉴定网络生信平台：CTREP-finder 

王宝宝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

技术研究所 

玉米 IMGE 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杨进孝  研究员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更高效、更精准、更自由的植物碱

基编辑技术 

谢卡斌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Cas-16S-seq:CRISPR/Cas9-

mediated-elimination abundant 

sequences for 16S-seq 

周焕斌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 

水稻单碱基编辑器优化与分子精

准育种 

祝钦泷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 植物基因编辑工具的开发及应用 

张  勇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多样化 CRISPR-Cas 植物基因组编

辑工具开发及应用 

李根英  研究员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基因编辑技术研究 

范楚川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基因编辑技术在油菜遗传改良中

的应用 

张  辉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基因编辑技术在水稻育种中的应

用 

魏鹏程  研究员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高效碱基编辑工具盒及应用 

关跃峰  教授 福建农林大学 基因编辑助力大豆基因挖掘与精

准育种 

侯文胜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 大豆基因组编辑性状改良的探索

与实践 

刘  莉 教授 湖北大学 苔藓高效多基因编辑系统建立和

应用 

和玉兵 副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高效无转基因残留的基因编辑技

术 

寿惠霞 教授 浙江大学 大豆 CRISPR/CAS9 系统的建立及

应用 

 



五、会议注册 

会议规模：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本次会议规模控制在 600 人以内，请参会人员

务必在 9 月 10 前提交参会回执，报满即止，会议不再接受现场注册。 

注册方式：下载并填写《参会回执》（见附件），发送至会务组邮箱：sunqf@yzu.edu.cn

（孙勤富博士）。 

注册费用：普通代表 1200 元，学生代表（凭学生证）900 元。会议期间差旅和食宿等

费用自理。 

缴费方式：注册费可提前汇款，也可在报到现场缴纳（微信、支付宝和刷卡均可）。 

提前汇款请汇入如下账户： 

单位名称：扬州大学 

账号：1108 0220 0900 0002 048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扬州分行汶河支行 

注：若提前汇款，请务必附言“基因编辑-参会姓名”，支付成功后，请将付款凭证发送至

邮箱：luckpanpan@yzu.edu.cn（卢盼盼博士）。如多人一起缴费，需附所有参会人员的姓名。 

发票开具：缴纳会议注册费后，请尽快完成参会注册并填写开票信息，或通过邮件将开

票信息连同付款凭证发送至：luckpanpan@yzu.edu.cn（卢盼盼博士），以便核查并提前开具

发票。 

六、会议摘要和墙报征集 

大会组委会鼓励参会博士研究生积极提交摘要（邮箱：lyying@yzu.edu.cn，陆盈盈），摘

要提交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10 日。组委会将遴选出优秀的研究者参加 2020 年 9 月 25 日

下午（周五）的研究生论坛。凡入选优秀摘要并完成 25 日下午论坛报告的博士研究生可免

交会议注册费，同时给予奖励。 

本次会议提供墙报展示场所，请参会人员在参会回执中注明是否提供墙报。墙报格式自

订，规格为 90*120 cm。 

七、会议住宿 

江苏省扬州市会议中心（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七里甸路 1 号） 

八、会议展览及赞助 

本次会议欢迎企业提供赞助，将为赞助企业提供多种宣传方式，有意向的企业请联系会

务组。 

 

mailto:sunqf@yzu.edu.cn
mailto:sunqf@yzu.edu.cn


九、会务组联系方式 

孙勤富（负责注册和住宿）：13218970295，信箱：sunqf@yzu.edu.cn 

卢盼盼（负责会议费收取）：18210346522，信箱：luckpanpan@yzu.edu.cn 

陆盈盈（负责摘要和墙报）：15062826713，信箱：lyying@yzu.edu.cn 

杜  坤（负责赞助商联系）：13665246021，信箱：dukun@yzu.edu.cn 

十、大会组委会 

主办单位：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分会 

承办单位：扬州大学 

协办单位： 

江苏省粮食作物现代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作物基因组学和分子育种重点实

验室，江苏省植物生理学会  



来扬交通指南 

 

各位参会人员，因为疫情的原因会务组无法安排人接站，现提供到达扬州会

议中心可能路线供参考。给大家带来不便，请谅解。 

 

1. 扬州泰州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到达市区（扬州西候机楼，维扬路 252号），票价 30

元，约 45分钟（机场发车时间 9:30，10：30，12:00，14:00，15:30，17:00，

18:30，21:30，00:30），随后打的到扬州会议中心（4.3公里，约 12元）；扬州

泰州机场直接打的到会议中心约 1小时，46公里，120元左右。 

2.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乘机场大巴（出机场就可以看到指示牌）到扬州市区新世纪

大酒店，约 2小时，票价 65元（南京机场发车时间 9:45，10:30，11:15，

12:00，12:45,13:30,14:15,15:00,15:45,16:30,17:15,18:15,19:15,20:15, 

21:15, 22:15,23:15），随后打的到扬州会议中心（6.6公里,约 17元）。 

3. 乘坐高铁可选择：（1）在镇江站或镇江南站下车到扬州。在镇江站或镇江南站

下车后到镇江汽车站和镇江南徐汽车站换乘城际公交，50分钟左右到达扬州汽

车西站，票价 20/40元，每隔 15-25分钟一班；或打的直达扬州会议中心，40

公里，约 120元。（2）在南京火车站换乘动车到扬州，约 50分钟（发车时间

为：7:04,8:07,8:13, 

9:15,10:00,12:41,12:53,13:20,14:18,14:48,16:08,17:59, 

18:12,19:56）；如果乘高铁到南京南站的须换乘到南京站（南京南站到南京站

可乘地铁 3号线和 1号线，约 40分钟）。 

4. 武汉方向、上海方向现有直达到扬州的动车。扬州火车站或乘坐汽车到汽车西

站的打的到扬州会议中心（市委党校），约 3.3公里，10元左右；或乘 1、89、

101路车至扬州市委党校站下（扬州会议中心）。 

5. 自驾开车：从扬州西出口下高速沿文昌西路向前至扬州国展中心左转弯到扬

州会议中心（市委党校）。 

 

联系人：吴健博士，手机：18361316068 

 



植物基因编辑技术与应用专题研讨会参会回执 

工作单位及 

通讯地址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电话 E-mail 

     

     

     

注册 

注册费： 

普通参会代表：1200 元 □       学生参会代表（凭学生证）：900 元 □ 

发票抬头          （请确保信息无误，只开一次） 

社会信用代码          （请确保信息无误，只开一次） 

是否需会务组预

定住房 

是   否 

扬州会议中心： 合住（男/女）/间数：         包房（标/单）/间数：      

标间 3 种，A: 320 元/间，B:  380 元/间，C: 440 元/间。 选（  ） 

单间 4 种：A: 320 元/间，B：380 元/间，C: 440 元/间，D: 500 元/间。选（  ） 

是否作大会报告 

是   否 

报告人姓名： 

报告题目： 

是否参加 25 日

下午研究生论坛 

是   否 

是否提交研究生学术论坛摘要                是   否 

报告作者： 

摘要题目： 

是否准备墙报 

是   否 

墙报作者： 

墙报题目： 

注： 

1. 请仔细阅读回执，在对应的选项前打“√”，务必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前完成注册。 

2. 订房的“合住”为标间，包房中的“标/单”分别表示标间与单间大床房。 

3. 提前注册者请确保发票抬头信息准确，以此表为准，一经开出不予修改；提前注册者现场领取发票。建

议现场交费，当场开具发票。 

4. 请将回执和摘要（若提交）发送至邮箱：sunqf@yzu.edu.cn（孙勤富）。 

备  注（特别要求、提议、建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