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临床和转化医学论坛
A2 分论坛：干细胞研究——基础和临床

暨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干细胞研究与应用分会2018年年会
一、研讨主题

干细胞的基础与临床应用研究以及相关政策

二、承办单位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干细胞研究与应用分会

三、会议时间

9月 11日 13:30-17:30

9月 12日 08:30-17:00

四、会议地点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厅

五、组织架构

大会主席：裴 钢 刘中民 John Gurdon Arnold Kriegstein

大会共同主席：裴端卿 高绍荣 王小宁

学术委员会（外方专家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中方专家按姓名拼音顺序排列）：

Francesca Cesari Gerard Karsenty Henri Jasper Holger Willenbring

Hongjun Song Linheng Li Maciej Lesniak Matthew Warman

Nenak Bursac Pamela Robey 程 涛 黄 河 刘 兵 刘光慧

孙 强 孙 毅 汤富酬 袁宝珠 朱宁文

组织委员会（按姓名拼音顺序排列）：

陈国雄 冯幸福 郝立君 何晓文 何志颖 黄开添 江 华

江 溢 金 燚 康九红 李昕隆 时玉舫 孙方霖 孙凌云

谭建明 汤红明 万伟东 徐国彤 许晓椿 杨光华 杨蓉娅

章庆国 张 军 张庆国 郑加麟

秘书长：岳 锐 蒋尔鹏

秘 书：刘为廷 郑天慧 何 斌 张 辉



会议日程
2018年 9月 11日 三楼国际厅

时间 主题 讲者

13:30-13:40 开幕致辞 裴 钢 教授

13:40-15:40 议题一：干细胞治疗与技术 主持人：朱宁文 教授，王小宁 教授

13:40-14:10 干细胞作为运输载体：脑肿瘤的潜伏期与临床经验 Maciej Lesniak 博士

14:10-14:40 干细胞临床研究与东方实践 刘中民 教授

14:40-15:10 基于干细胞的人类肌肉组织功能性工程 Nenak Bursac 博士

15:10-15:40
利用单细胞功能基因组学方法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调控

网络进行解码
汤富酬 教授

15:40-16:00 茶歇

16:00-17:00 议题二：神经干细胞 主持人：陆建峰 教授

16:00-16:30 神经干细胞及其应用 宋红军 教授

16:30-17:00 人脑发育中的神经干细胞的多样性 Arnold Kriegstein 博士

17:00-18:00 议题三：干细胞政策研究和伦理学 主持人：高绍荣 教授

17:00-17:30 干细胞研究中的伦理和可重复性思考 Francesca Cesari 博士

17:30-18:00 中国干细胞的质量控制 袁宝珠 教授

2018年 9月 12日 三楼国际厅

08:30-10:30 议题四：重编程与转分化 主持人：李维达 教授，魏珂教授

08:30-09:00 体细胞重编程过程中细胞命运决定 裴端卿 教授

09:00-09:30 早期胚胎发育和体细胞重编程的表观遗传调控 高绍荣 教授

09:30-10:00 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的构建——从基因编辑到体细胞克隆 孙 强 教授

10:00-10:30 肝脏自发和诱导的分化转移 Holger Willenbring 博士

10:30-10:50 茶歇

10:50-12:50 议题五：造血干细胞 主持人：岳锐 教授，张超 教授

10:50-11:20 扩增良性及恶性靶向干细胞 李凌衡 教授

11:20-11:50 朝向更好的“FIT”干细胞 程 涛 教授

11:50-12:20 单细胞分辨技术在体内造血干细胞生成中的应用 刘 兵 教授

12:20-12:50 待定 黄 河 教授

12:50-13:30 午餐

13:30-15:00 议题六：骨生理学与骨骼干细胞 主持人： 谢敬 教授， 何志颖 教授

13:30-14:00 骨骼：为什么？ Gerard Karsenty 博士

14:00-14:30 骨骼干细胞: 何物与何用 Pamela Robey 博士

14:30-15:00 关节软骨再生：事实还是幻想？ Matthew Warman 博士

15:00-15:30 茶歇

15:30-16:00 特别活动: 中国衰老细胞研究会成立仪式 裴 钢 教授

16:00-17:00 议题七：干细胞与衰老 主持人：邓寒松 教授

16:00-16:30 衰老编程与重编程 刘光慧 教授

16:30-17:00 干细胞与衰老：干预治疗的新策略 Henri Jasper 博士



会议注册
会议注册

本次会议只针对企业代表收取注册费，1200 元/每人，其他参会人员免注册费。所有参会人

员均需要填写参会回执并发送到 dfscyy2017@163.com，完成会议注册。大会组委会不接受

电话、传真等报名方式。

企业代表缴费账户信息

名称：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账号：11001068900052500320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河湾支行

注册取消条款

所有注册取消申请请发送至：dfscyy2017@163.com。组委会恕不接受电话或其他方式

的取消请求。2018 年 9 月 1 日前收到的取消请求，组委会将退还所缴费用（10%退款

手续费将由本人承担）。2018 年 9 月 1 日（含）后收到的取消请求，组委会恕不退款。

会议咨询与联系方式

郑天慧 021-38804518-22160 13636322119

备注

1、请确保会议名称干细胞分会年会和参会代表姓名出现在银行转账证明上。

2、注册但未付费的将按现场缴费标准收取。如果注册费没有按时转入会议账户，请

在活动现场提供银行转账复印件（或其他支付证明）。发票将在现场注册时统一发放。



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

专业领域

地址

手机 邮箱

发票抬头
（注：企业交费参

会代表需提供）

单位纳税人

识别号

（注：发票抬头为

单位时须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