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长三角海洋生物医药国际研讨会（第三轮通知） 

为针对国际前沿和产业需求、促进长三角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产学研联动和跨省

市合作，由江苏省药学会、上海市药学会、浙江省药学会联合主办，南京中医药大学承

办的“第六届长三角海洋生物医药国际研讨会（6th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rine Drugs）”定于 2018 年 11 月 4~7 日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举行。 

本次大会的主题为“海洋-蓝色的大药房”，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莅临演讲，报告内

容涉及海洋药物先导化合物的发现优化、功能食品评价与产业化、海洋生物资源高值化

利用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策略等；会间将成立“江苏省药学会海洋药学专业委员会”。为

此，组委会诚挚邀请并提前感谢专家学者、青年才俊和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生们积

极参会，旨在感悟领域前沿、分享研发体会、彰显区域协作进步，从而进一步推动长三

角地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本次会议热忱欢迎江浙沪地区海洋生物医药领域企业界人士参加论坛。衷心感谢您

的大力支持！ 

 

1. 大会主题 

海洋―蓝色的大药房 

 

2. 会议网站 

http://yxy.njucm.edu.cn/2018/1019/c2989a44158/page.htm 

 

3. 关键信息 

1) 会期： 

 

11 月 4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6 日 11 月 7 日 

13:00 起，报到； 

20:00 起，江苏药学会海洋

药物专委会成立预备会。 

开幕式暨江苏省药学会海洋药

物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学术

报告、闭幕式 

长三角海洋药物专

委会工作研讨、参

观南京中医药大学 

离会 

http://yxy.njucm.edu.cn/2018/1019/c2989a44158/page.htm


2) 费用：免收注册费，差旅、住宿自理。 

3) 报到：各住宿点（4 日下午）和会场门口（5 日上午）。 

4) 会场：南京中医药大学丰盛楼一楼学术报告厅（若无另行通知）。 

5) 住宿： 

A）南京新地中心酒店（仙林店） 南京市栖霞区学典路 6 号；有专车往返于此店与会

场之间。房价：约 550 元～600元/晚（随季略有波动），订房电话：025-52638888。 

B）杏苑宾馆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38 号，南京中医药大学校园内，距会场约 700

米。房价：约 260元/晚（随季略有波动），订房电话：025-85811881。 

 

4. 会议议程*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单位 主持人 

2018 年 11 月 5 日 

8:30-9:30           大会开幕式暨江苏省药学会海洋药物专委会成立仪式 谭仁祥 

大会特邀报告 

林国强 

9:30-10:15 Motonari Uesugi Natural Product Derivatives 

for Controlling Stem Cells 

日本京都大学 

大会报告 

10:15-10:45 Masaki Kita PPI-inducing Marine 

Macrolide 

日本名古屋大学 

茶  歇 

11:00-11:30 Supa 

Hannongbua 

Challenges of the Data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s: 

From 3D-Molecular 

Structural Databases of Thai 

Natural Product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Drug 

Discovery Research 

泰国农业大学 

11:30-12:00 焦炳华 十三五国家海洋生物科技重

点任务部署解读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午餐、午休 

14:00-14:30 严小军 近未来值得关注的藻类生物

制品产业化前景 

浙江海洋大学 

肖伟 

王淑军 

14:30-14:50 谭仁祥 如何提升海洋天然产物的成

药率？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大学 

14:50-15:10 吴斌 利用新的胁迫技术发现海洋

微生物中隐蔽活性化合物 

浙江大学 

15:10-15:30 郭跃伟 Terpenoids from Chinese 

Marine Invertebrates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 



15:30-15:50 王鸿 一种海洋微生物来源新型抗

生素的发现策略 

浙江工业大学 

茶 歇 

16:00-16:20 何培民 浒苔药用价值与资源化利用 上海海洋大学 

何冰芳

高向东 

16:20-16:40 陈敬华 硫酸乙酰肝素与骨重建和炎

症 

江南大学 

16:40-17:00 戈惠明 海洋天然产物 Chartreusin 生

物合成过程中的氧化重排机

制研究 

南京大学 

17:00-17:20 刘玮炜 氨基葡萄糖衍生物合成及生

物活性研究 

淮海工学院 

17:20 - 大会闭幕式 谭仁祥 

2018 年 11 月 6 日 

9:00-11:30 
长三角海洋药物专委会工作研讨 吴皓 

11:30-12:30 午餐、午休 

14:00-16:30 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点）调研 

江苏省海洋药用生物资源研究开发重点实验室调研 

17:00-19：00 晚 餐 

2018 年 11 月 7 日离会 

*11 月 4 日 20:00 召开江苏省药学会海洋药物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地点另行通知。 

 

5. 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欣之、杨小林、邱韵萦 

电话：13357820281、18752001173、18761669487 

邮箱：csjocean2018@126.com.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38 号唐仲英科技楼 505 室（邮编：210023）。 

 

                           主办：  江苏省药学会 

                                   上海市药学会 

                                   浙江省药学会 

                             承办：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8 年 10 月 25 日 

 

mailto:csjocean2018@126.com


6. 交通信息 

起始地点 距离 如何到达酒店 

南京禄口机场 56 公里 出租车：约 1.5 小时抵达酒店，费用约 180-200 元； 

公共交通：地铁 S1 号线往南京南站方向，南京南

站下车，就近换乘地铁 1 号线往迈皋桥方向，新

街口站下，换乘 2 号线往经天路方向，仙林中心

站下（步行约 5 分钟至新地中心酒店），羊山公园

站下（步行约 10 分钟至杏苑宾馆）。 

南京南站（火车、汽车） 24 公里 出租车：约 40 分钟抵达酒店，费用 60-70 元； 

公共交通：地铁 1 号线往迈皋桥方向，新街口站

下，换乘 2 号线往经天路方向，仙林中心站下（步

行约 5 分钟至新地中心酒店），羊山公园站下（步

行约 10 分钟至杏苑宾馆）。 

南京站（火车、汽车） 16 公里 出租车：约 30 分钟抵达酒店，费用 30-40 元； 

公共交通：地铁 1 号线往中国药科大学方向，新

街口站下，换乘 2 号线往经天路方向，仙林中心

站下（步行约 5 分钟至新地中心酒店），羊山公园

站下（步行约 10 分钟至杏苑宾馆）。 

 

附交通图： 

 

酒店与会场平面图（1.新地酒店；2. 杏苑宾馆；3. 南中医丰盛楼） 



 

新地中心酒店实景图 

 

杏苑宾馆实景图 

 

南中医丰盛楼实景图 

 



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称/职务/研究生 联系电话 

     

     

     

     

     

住宿选项 
 新地酒店；  杏苑宾馆 

（请在相应方框内打√，请注明标间，单间，大床房，共需要几间）。 

 

为做好会务安排，请及时将回执发送到邮箱 csjocean2018@126.com 进行确认，截止日

期到 10月 31日。住宿要求请务必在回执中说明。 

 

mailto:csjocean2018@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