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上海辰山第五届“药食同源与植物代谢”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第一轮通知

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Functional Food and Plant Metabolism
First Round

在健康中国战略下，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大众追求健康，人民追求幸福，“药食同源”

已经成为时尚。“药食同源” 是中华民族优秀哲学智慧的结晶，背后有着深刻的哲学理论支

撑，也体现了中华优良传统广阔看待问题的视野。丰富的植物资源是药食同源及人类健康重要

的宝库。为了展示国内外在药食同源与植物代谢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与未来的发展方向，探讨

药食同源与植物代谢研究在人类健康领域中的应用及发展，我们初步拟定于2021年10月30-31

日在上海辰山植物园召开 2021上海辰山第五届“药食同源与植物代谢”国际学术研讨会, 以促

进同行间的交流与合作。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拟邀请多位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作

大会报告，交流最新学术成果，诚邀广大同行的积极参加。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会议主题：

人类健康产业下的药食同源

二、 议题

1、药食同源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2、药用植物活性成分代谢途径及调控

3、植物的合成生物学

三、 时间：初定于 2021年 10月 30-31日

四、 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二楼报告厅（上海松江区辰塔路/佘

天昆公路，近上海辰山植物园 3号门）

五、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承办单位：

上海辰山植物园（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

上海市资源植物功能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英国 John Innes Centre

六、 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席：许智宏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上海市资源植物功能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主 席：陈晓亚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院士

中国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长

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Cathie Martin 英国皇家学院院士

英国 John Innes Centre研究员

副 主 席：

田 莉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

胡永红 上海辰山植物园执行园长

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上海市资源植物功能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委 员：

王 瑛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

叶 阳 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卢 山 南京大学教授

罗 杰 海南大学教授

唐克轩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七、 日程初步安排
时间 内容 地点

注册日 15:00-20:00 会议注册 维也纳酒店（上海广富林路店）

Day1 9:00 -12:00 会议注册 科研中心二楼大厅

9:30-12:00 园区参观 植物园园区

12:00-13:00 午餐 科研中心食堂

13:30-13:45 大会开幕式 科研中心二楼报告厅

13:45-15:30 学术报告 科研中心二楼报告厅

15:30-15:45 茶歇 科研中心二楼大厅

15:45-17:15 学术报告 科研中心二楼报告厅

18:00 欢迎晚宴 维也纳酒店（上海广富林路店）

Day2 9:00-10:30 学术报告 科研中心二楼报告厅

10:30-10:45 茶歇 科研中心二楼大厅

10:45-11:45 学术报告 科研中心二楼报告厅

12:00-13:00 午餐 科研中心食堂

13:30-15:00 学术报告 科研中心二楼报告厅

15:00-15:15 茶歇 科研中心二楼大厅

15:15-17:15 学术报告 科研中心二楼报告厅

17:15-17:30 大会总结及颁奖 科研中心二楼报告厅

18:00 晚餐 维也纳酒店（上海广富林路店）

八、 拟邀请报告人

1. Cathie Martin John Inners Centre （已确定）

2. 田 莉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已确定）

3. Natalia Dudareva Purdue University

4. De-Yu Xie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5. 叶 阳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 （已确定）

6. 王 瑛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已确定）

7. 卢 山 南京大学 （已确定）

8. 张 磊 海军军医大学 （已确定）



9. 罗 杰 海南大学 （已确定）

10.王国栋 中科院遗传所

11. 张 阳 四川大学 （已确定）

12.缑金营 复旦大学 （已确定）

13.唐克轩 上海交通大学 （已确定）

14.廖志华 西南大学 （已确定）

九、 会议注册与报名：

参会报名：

请登录会议报名链接网址进行会议注册报名，具体网址如下：

https://www.ibiodiversity.net/EnMeeting/MFPMetabolism2021.html

会议报名截止日期 2021年 10月 10日。会议人员控制在 200名左右，额满为止。

报告报名：

本会议以邀请报告为主，接受少量与本会议主题相关的学术报告报名。1.申请：需在

系统注册报名时提交英文版的会议报告摘要（不超过 500字）及个人简介（不超过 150字）

等信息，会务组会将择优选取 2-3名报告人做学术报告，并给予一定形式的奖励。2. 形式：

口头报告，25分钟（报告 20分钟，讨论交流 5分钟），表达语言为英文，PPT为英文或

中英文对照。报告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1年 9月 25日。

论文摘要及墙报（截止日期 10月 10日）：

参会者可提交工作论文摘要和壁报；并请在回执表中做好相关备注。

论文摘要：摘要请参照模板，字数控制在一页 A4纸之内。

墙报尺寸：高 120cm×宽 90cm，内容文字为英语或中英文对照，墙报统一提交电子

版至会务组邮箱，由会务组统一打印张贴。会议将设墙报评比环节，优胜者将给予一定形

式的奖励。

十、 会议注册费：

会务费含会议资料费、茶歇、餐费、指定宾馆与会场往返交通费等，可通过银行或支

付宝扫码支付转账。

http://www.ibiodiversity.net/Meeting/Conference.html?groupid=M3


提前注册缴费 标准注册缴费 现场注册缴费

一般参会者 ￥1000

至 9 月 30 日

￥1500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0 日

￥2000

现场注册

学生 ￥800

至 9 月 30 日

￥1000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0 日

￥1500

现场注册

1、银行转账

请汇款至以下账户：

单位名称：上海辰山植物园

开户行：浦发银行第一营业部

开户账号：97990155260000204

转账时，请注明：“药食同源会议”，同时请注明参会人姓名及所需的发票抬头。

我们将在会议期间统一发放发票。

缴费咨询：辰山植物园财务部 沈小姐 021-37792288*833

2. 支付宝支付

十一、 会议防疫要求：

会议严格按照国家级上海市的防疫要求进行防控。与会人员报到时需出示上海"随申

码"绿码（当日更新），"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码（当日更新），提交会议防疫承诺书（附

件 1），经体温查验小于 37.3℃并且佩戴口罩方可进入会场。



十二、 入住宾馆：维也纳酒店（上海万达广富林路店）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 255号；

电话：18501713208（许小姐），021-57759988

双人标间/单人间价格：330-350元/间左右（最终价格视当地会展情况略有微调）。

注：住宿费用自理，请尽早预订，预订时请说明“上海辰山植物园参会”。同时请在

在线报名系统做好信息备注，以便会务组统计食宿、安排接驳等。

十三、 会场及周边交通信息图

会务咨询联系人： 杨舒婷 （021-37792288-960，shootingy@163.com）

曹建美（021-37792288-965，elise1985@163.com ）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上海市资源植物功能基因组重点实验室(代章)

202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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