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生物活性物功能性生物材料绿色制造与应用 

高峰论坛会议通知（第二轮通知） 

 

近年来，功能性生物材料已成为国内外研究开发的热点，作为一个多种

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领域，其研发方向涵盖了基础研究、生物合成研究以及

在医疗、功能性食品和功能性护肤品等多个领域中的应用研究。为促进我国

功能性生物材料研究领域的合作交流，加快国内生物材料学科与产业发展，

由江南大学和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二届生物活性物高峰论

坛功能性生物材料绿色制造及应用专题于 2020 年 9 月底在无锡举行。 

本次会议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生物材料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

作大会报告，就功能性生物材料的基础研究、生物合成及终端应用等相关学

术、产业问题展开多视角、跨学科的交流，探讨前沿学术研究和产品在细分

领域的应用开发进展，为参会者提供交流平台，推动产学研合作与科技成果

转化。我们热忱地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和企业界朋友莅临本次论坛。 

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生物活性物功能性生物材料绿色制造与应用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江南大学、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江南大学合成与生物胶体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江南大学糖化学与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 

支持单位：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三、会议时间 

报到时间：2020 年 9 月 25 日 10:00-22:00 报到 

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26 日（全天）-27 日（半天） 



 

四、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无锡市，君来世尊酒店（滨湖区和风路 111 号） 

五、大会议程 

9 月 25 日 
报到 

地点：无锡君来世尊酒店 

9 月 26 日

上午 

 

会议开幕式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 

8:30-8:50 
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领导 

嘉宾开幕式致辞 

于学军（中国生物发酵产业

协会理事长） 

田备（江南大学校副校长） 

赵燕（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堵国成 

8:50-9:20 集体合影 

9:20-9:40 
生物活性材料对纤维素纤维性能

的影响 

陈嘉川 校长 

齐鲁工业大学 

徐虹 9:40-10:00 智能诊疗微针贴片创制 
顾臻 教授 

浙江大学 

10:00-10:20 食品电子学 
武培怡 教授 

东华大学 

10:20-10:30 茶歇 

10:30-10:50 生物医用水凝胶 
范代娣 教授 

西北大学 

王凤山 
10:50-11:10 生物活性材料与创面修复 

吕国忠 主任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1:10-12:00 专家互动交流 

12:00-13:30 午餐 

9 月 26 日

下午 

 

13:30-13:50 再生医学科技与功能性生物材料 

金岩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

大学） 

武培怡 

13:50-14:10 
生物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生物高分

子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徐虹 教授 

南京工业大学 

14:10-14:30 

硫酸化可德兰多糖作为树突状细

胞疫苗佐剂在实验性肝癌免疫治

疗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凤山 教授 

山东大学 

14:30-14:50 蜘蛛丝的仿生制造与应用 
夏小霞 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 

14:50-15:00 茶歇 

15:00-15:20 
重组谷氨酸棒杆菌高效合成透明

质酸：进展与挑战 

于慧敏 教授 

清华大学 夏小霞 

15:20-15:40 透明质酸凝胶在美容及医学领域 郭学平 研究员 



的应用 华熙生物首席科学家 

15:40-16:00 玻璃酸钠在眼科手术中的应用 

黄春梅 主任医师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中心

医院 

16:00-17:00 专家互动交流 

9 月 26 日

晚 
17:00-21:30 晚餐 

9 月 27 日

上午 

 

9:00-9:20 
基于目标产品的合成生物学设计

与应用 

祁庆生 教授 

山东大学 

生举正 

9:20-9:40 
透明质酸与硫酸软骨素的生物制

造 

康振 教授 

江南大学 

9:40-10:00 
壳聚糖及其衍生物在骨组织修复

中的应用 

周长忍 教授 

暨南大学 

10:00-10:20 
类生命体型软物质材料的构筑及

应用研究 

王义明 研究员 

华东理工大学 

10:20-10:30 茶歇 

10:30-10:50 
动态生物材料表界面 潘国庆 教授 

江苏大学 

康振 
10:50-11:10 

糖胺聚糖合成相关糖基转移酶的

研究与应用 

生举正 教授 

山东大学 

11:10-12:00 互动交流 

12:00-13:30 午餐 

9 月 27 日

下午 
专家参观：江南大学协同中心参观 

六、报名截止日期  

参会报名截止日期是：2020 年 9 月 22 日 

请于截止日期前将参会回执表发送至会务联系人 

七、会议交通食宿  

参会人员往返交通、住宿费及餐费自理（无会议费） 

住宿可参考以下的会场酒店： 

1、会议酒店：无锡君来世尊大酒店 

住宿：标间（含双早）/大床（含单早），会议协议价 450 元/晚。 

酒店订房电话：（0510）85285888 转预订部（说明参加“生物活性物

生物材料会议”即可享受协议价） 



2、会场交通指引 

无锡硕放机场—会场：驾车约 13 公里（25 分钟左右） 

无锡东站—会场：驾车约 23 公里（30 分钟左右） 

无锡中央汽车站、无锡火车站—会场：驾车约 17 公里（28 分钟） 

3、会场附近酒店 

无锡太湖新泽智选假日酒店：距离会场 903 米 

价格约 360 元/晚，电话：0510-89907788 

地址：无锡滨湖区清舒道 77 号 

宜必思酒店（江南大学城店）：距离会场 5.8 公里 

价格约 280 元/晚，电话：0510-81818588 

地址：无锡滨湖区天鹅湖 B 区星光广场 173 单元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小曼 

电话：18663763510       邮箱：xuxiaom@bloomagebiotech.com                   



会议回执： 

生物活性物功能性生物材料绿色制造及应用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部门  

电话/传真  移动电话  E-mail  

报到离会 预计报到日期：   年   月   日    预计离会日期：  年   月   日 

用餐安排 
是否跟随大会用餐（餐费自付，自助餐 100 元/人/餐）： 

9 月 26 日自助午餐   9 月 26 日自助晚餐 9 月 27 日自助午餐   

参会人员在无锡君来世尊酒店住宿享受协议价格，预定房间请联系： 
0510-85285888 转预订部（备注会议名称） 

参加会议请将参会回执发送至邮箱 xuxiaom@bloomagebiote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