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神经退行性疾病基础与转化医学研讨会 

第二轮通知 

2017 年 11 月 3 - 5 日   

中国 上海 

“2017 神经退行性疾病基础与转化医学研讨会”将于 2017年 11 月 3 ‐ 5日在

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举行。此次会议由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上

海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生理学会转化神经科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

经退行性疾病分会以及神经胶质细胞分会联合主办，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承

办。 

会议已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 T Wyss-Coray、英国阿伯丁大学 C Wischik、以色

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 M Schwartz 教授以及国内相关领域的著名教授就神经退行性疾

病基础与临床转化医学中的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凝聚共识，

明确未来研究方向。我们热情邀请您参加此次学术盛会，共同分享和交流最新科研

成果和临床经验。欢迎全国各高等院校、医院、研究机构和企业的教师、临床医护

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及各类研究生的积极参加。期待与您 11 月初聚首上海！ 

 

会议信息：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7 年 11 月 3 - 5 日（周五 — 周日） 

地点：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徐汇区岳阳路 320 号） 

   会议网址：http://2017neuro.csp.escience.cn 

 

二、大会日程： 

11 月 3 日  报到 

11 月 4 日  全天会议 

11 月 5 日  上午会议，下午离会 



三、大会组委会成员 

大会主席：周嘉伟、陈生弟、申 勇 

学术委员会成员：王晓民、何 成、乐卫东、陈 彪、唐北沙、章 京、谢俊霞、

丁健青、王丽娟、王建枝、申 勇、田金洲、刘 军、刘春风、孙伯民、李勇杰、李家

驿、汪 凯、张云武、张志珺、张灼华、张宝荣、张建国、陈红专、陈晓春、陈海波、

胡 刚、钟春玖、贺 永、耿美玉、商慧芳、谭 兰、镇学初 

秘书组：尹延青、李艳东 

 

四、学术交流主题与形式 

会议分特邀主题报告、口头报告、墙报和疑难病例讨论四种形式。本届大会将按

照国际惯例，接受自由投稿。 

1）主题报告：已确认国内外 18 位特邀专家到会作特邀主题报告。 

 

特邀主题报告人 题 目 

Michal Schwartz, Professor,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Israel 

Immunotherapy to combat Alzheimer’s disease 

and age-related dementia 

Claude Wischik,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Aberdeen, Chairman/Co-Founder at 

Taurx Pharmaceuticals Ltd, UK 

Tau protein aggregation as a disease-modifying 

treatment target in Alzheimer's disease and 

related disorders 

Tony Wyss-Coray, Professor of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How young blood might help reverse aging? 

(tentative) 

陈 彪, 首都医科大学帕金森临床诊

疗和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老年疾病临

床研究中心主任 

帕金森病临床研究的现状与需求 

陈生弟，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教授、神经科及老年病科主任 

DJ-1 异常与帕金森病发病机制及早期诊断研

究 

李家驿，中组部“千人计划”学者、东

北大学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特聘教授

Neural wiring of protein propagation in 

synucleinopathies 

刘春风，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苏州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

所长 

药物对帕金森病生物节律及睡眠的影响 

申 勇，中国科技大学教授、中组部

“千人计划”学者 
TBA 

唐北沙，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主任、 神经退行性疾病湖南省

重点实验室主任 

早发性帕金森病基因组的 de novo 变异研究

王建枝，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 骨架蛋白 tau 异常修饰和聚积机制及其在神



授、神经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经退变中的作用 

王以政，军事医学科学院脑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 
DICER and neuroinflammation 

徐 进，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Restoration of the NMD pathway blocks the 

neurotoxicity caused by C9ORF72 dipeptide 

repeats 

严 军，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马普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 

RNA-binding proteins: A molecular link 

between circadian clock and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张建国，北京天坛医院功能神经外科

主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功能

神经外科学组主任委员 

神经调控治疗运动障碍疾病的现状和进展 

章 京，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冠名

讲席教授、中组部“千人计划”学者、

北大三院分子病理诊断中心主任 

Blood-based but CNS specific biomarkers for 

Parkinson’s disease 

张洪钧，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Study of age associated decline in central 

circadian system 

钟春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

内科教授、副主任 

基于新评价系统的阿尔茨海默病转化医学研

究初步实践。Translational study of 

Alzheimer's disease based on new evaluation 

system 

周嘉伟，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 

Role of NG2 glia in the regulation of brain 

innate immunity 

 

2） 口头学术报告：将从会议投稿中筛选，分为“基础”和“临床”专题。 

3） 墙报展示：会议期间将进行优秀墙报奖的评选活动。 

4） 疑难病例讨论：拟从投稿摘要中选出部分进行口头报告交流。有意参加者，请在

投稿时摘要注明“疑难病例讨论”。每个发言 8分钟，讨论 5分钟，现场将邀请资深

临床专家点评。 

 

征文内容可涉及脑衰老、中枢和外周神经退行性疾病及罕见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

转化医学研究。所有投稿要求全英文题目及摘要，不超过 700 字（格式请参见附件

一，或 http://2017neuro.csp.escience.cn/dct/page/65558 ）。请注明是“口头报

告”／“墙报”/“疑难病例讨论”。投稿请以 Word 文档于 2017 年 10 月 15 日前发

给尹延青老师（neuro_conference@163.com）。 

中级职称以下（含）的科技工作者（35 岁以下）或在读研究生可申请参加青年优



秀论文评选。经学术委员会筛选后，通过初评者将获论文口头交流机会。发言 8 分

钟，讨论 2分钟。申请者请在投稿时注明“青年优秀论文评选”。会议将组织专家进

行现场评选，评选分“基础”和“临床”两个组进行。获奖者人数视报名人数而定。 

 

 五、会议注册费： 

本次会议参会代表住宿及交通费自理，并收取一定金额的注册费，标准如下： 

代表类别 
2017 年 7 月 31 日 

后注册、缴费 

报到现场 

注册、缴费 

生理学会会员 900 元 1100 元 

非会员 1000 元 1200 元 

学生会员 700 元 800 元 

学生非会员 800 元 900 元 

团队报名（6人以上） 优惠价：按 8.5 折缴费 

备 注 

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不能退款，可以换

人参会。注册费含会议资料、用餐（午餐）。差旅费、住宿

费自理，请按规定回单位报销。会员指已缴纳会费的会员。

学生指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现场注册请出示学生证。

博士后、住院医师、实验室技师等不属于学生范畴。 

 

汇款缴纳方式： 

 银行转账： 

    请将会议注册费直接汇入中国生理学会账号（请注意不要经 ATM 机操作，因此

种汇款方式，学会收不到银行进账回单。学会在会议报到现场收费，只能收取现金，

学会不具备异地刷卡的条件）。 

     开户单位：中国生理学会 

     开户行：工商行东四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4109014480653 

     请注明：姓名+单位+转化神经科学会 

转账完成后请将缴费凭证的电子截图发邮件到：neuro_conference@163.com 

 

六、报名注册方式及会务联系人 

填写会议回执（附件二）发至会议邮箱: neuro_conference@163.com 



只有完成注册并转账缴费的代表才被认定为正式会议代表。 

 

  会务联系人：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尹延青  13564287645   yqyin@ion.ac.cn 

 

七、住宿与交通： 

 住宿自行安排。推荐以下宾馆/酒店，请参会人员自行预定。 

好望角大酒店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500 号 

宝隆居家酒店（徐汇店）  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 177 号,近斜土路 

上海雅舍宾馆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590 号，近零陵路口 

附近还有青松城大酒店、海友酒店、如家快捷酒店等。 

 

地点：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徐汇区岳阳路 320 号） 

地铁：肇嘉浜路站，7号线、9号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