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八届）干细胞技术与临床
转化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八届）干细胞技术与临床转化论坛将于2016年10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6（第八届）干细胞技术与临床转化论坛

尊敬的各位同仁：
干细胞经历最近十年的飞速发展，从胚胎干细胞，到成体干细胞，进一步到iPS以及这些细胞在动物实验和临床中应
用，从小规模的临床研究到部分干细胞产品的上市，无疑给未来的临床应用领域提供巨大想象空间。为了进一步深
入了解干细胞临床转化相关政策，探讨干细胞向临床转化过程中面对的科学问题，分析干细胞治疗技术细节障碍，
探索干细胞治疗的治病机制，生物谷将在北京举办2016（第八届）干细胞技术与临床转化论坛。 
生物谷干细胞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七届，本次论坛将邀请国内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20余位知名专家，业内与参会
者将达数百名。本次主题论坛旨在传递干细胞领域最新前沿进展，介绍干细胞基础研究最新技术与临床应用。论坛
将邀请国内外著名的干细胞领域专家、学者，在介绍干细胞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时，还邀请在干细胞领域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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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有突破性进展的企业科学家参与演讲，全面介绍干细胞领域领先的、实用新技术，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
融合。共同分享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的前沿技术和科研成果，包括：细胞重编程与谱系分化；生物材料及细胞因子在
干细胞和再生医学领域的应用；利用动物模型开展细胞治疗的临床前研究等。同时通过展示干细胞临床研究案例，
解析国内外干细胞临床应用的政策和转化标准，加强干细胞研究人员、临床医生的相互深入交流与广泛合作，推动
我国干细胞研究及其临床转化的有序发展。 
为此，我们热忱的邀请您参加本次研讨会，与您相聚在北京！  

召开时间：2016.10.14－2016.10.15       召开时间：2016.10.14－2016.10.15       
大会大会语言语言：中文：中文
会议地点：北京河南大厦（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华威里28号）会议地点：北京河南大厦（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华威里28号）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日程：（以下日程，以会议当天公布为准）

会会  议议  日日  程程

2016年年10月月14日日  周五上午周五上午

时间时间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嘉宾嘉宾

09:00-09:10 开幕致辞开幕致辞

09:10-09:40 慢性肝炎、肝癌和艾滋病的细胞免疫及抗病毒治疗（拟）慢性肝炎、肝癌和艾滋病的细胞免疫及抗病毒治疗（拟） 王福生王福生  解放军解放军302医院医院  院士院士

09:40-10:10 老年性与代谢性眼病老年性与代谢性眼病 ,眼科眼科药理学及干细胞治疗眼病的研究（拟）药理学及干细胞治疗眼病的研究（拟） 徐国彤徐国彤  同济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  院长院长

10:10-10:30 茶歇茶歇

10:30-11:00 深入研究深入研究 iPS机理，探寻和提高机理，探寻和提高 iPS技术的应用技术的应用 裴端卿裴端卿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与健康研究院  院长院长

11:00-11:30 脊髓损伤再生修复的转化研究脊髓损伤再生修复的转化研究 戴建武戴建武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11:30-14:00 午餐休息午餐休息

2016年年10月月14日日  周五下午周五下午

时间时间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嘉宾嘉宾

14:00-14:30 多能干细胞的多能干细胞的基因基因组稳定性及免疫耐受策略组稳定性及免疫耐受策略 徐徐  洋洋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教授教授

14:30-15:00 TBD 西比曼西比曼  TBD TBD

15:00-15:20 茶歇茶歇

15:20-15:50 间充质干细胞在骨骼以及非骨组织中的作用间充质干细胞在骨骼以及非骨组织中的作用 李保界李保界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教授

15:50-16:20 干细胞的表观遗传调控干细胞的表观遗传调控 倪建泉倪建泉  清华大学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院  研究员研究员

2016年年10月月15日日  周六上午周六上午

时间时间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嘉宾嘉宾

09:00-09:30 血液学以及干细胞再生医学（拟）血液学以及干细胞再生医学（拟） 韩忠朝韩忠朝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院长院长

09:30-10:00 干细胞治疗技术发展前景与挑战干细胞治疗技术发展前景与挑战 项春生项春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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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20 茶歇茶歇

10:20-10:50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自身免疫病进展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自身免疫病进展 孙凌云孙凌云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主任主任

10:50-11:20 干细胞治疗干细胞治疗消化消化道疑难疾病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道疑难疾病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韩韩  英英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教授教授

11:20-11:50 干细胞技术临床研究及转化路径探索干细胞技术临床研究及转化路径探索 杨晓凤杨晓凤  解放军第解放军第463医院医院  主任主任

11:50-14:00 午餐休息午餐休息

2016年年10月月15日日  周六下午周六下午

时间时间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嘉宾嘉宾

14:00-14:30 间充质干细胞在风湿免疫病中的应用及在临床转化中的体会间充质干细胞在风湿免疫病中的应用及在临床转化中的体会 李李  晶晶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主任主任

14:30-15:00 干细胞移植治疗缺血性心肌病干细胞移植治疗缺血性心肌病 高连如高连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教授教授

15:00-15:20 茶歇茶歇

15:20-15:50 体外分化人类胚胎干细胞为生殖细胞体外分化人类胚胎干细胞为生殖细胞 纪家葵纪家葵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教授教授

15:50-16:20 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技术研究和治疗衰老相关疾病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技术研究和治疗衰老相关疾病 曲曲  静静  中科院动物所中科院动物所  研究员研究员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姓 名 单 位 姓 名 单 位

George
Q.Daley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Rudolf
Jaenisch

Whitehead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卞修武 第三军医大学病理学研究所 松阳洲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程临钊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孙 毅 同济大学医学院干细胞研究中心

程 涛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 汤其群 复旦大学医学院

戴建武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王建安 浙江大学医学部

邓宏魁 北京大学 王松灵 首都医科大学

冯新华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 吴祖泽 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绍荣 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项 鹏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韩忠朝 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谢 欣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季维智
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
中心

徐国良 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金 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徐国彤 同济大学医学院  

李凌衡 美国Stowers医学研究中心 袁宝珠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李凌松 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 袁卫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刘 兵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赵春华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裴端卿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赵同标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裴雪涛 军事医学科学院 郑成云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盛志勇 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琪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施松涛 宾夕法尼亚大学 周彦恒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时玉舫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朱剑虹 复旦大学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 议 注 册

注册类型
2016年9月23日前到款 2016年9月23日后到款

注册费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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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41huiyi.com/tag/10123/
http://www.41huiyi.com/tag/4973/
http://www.41huiyi.com/tag/877/
http://www.41huiyi.com/tag/2827/


注册类型
标准票 学生票 标准票 学生票

注册费包含

费用 1400RMB 900RMB 1700RMB 1200RMB 会议资料、午餐、茶歇

【备注】：
1.注册费优惠期限以到款时间为准。
2.如果您需要我们代为安排住宿，请一并告知，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3.针对学生特享会务费优惠办理者，签到现场请出示学生证，如无，现场统一按标准票操作。 
4.参会代表退款须知：a. 会前7天以上申请，全额退款； b. 会前7天至注册日申请，按80%退款； c. 会议注册日
（含当天）及以后，不退款。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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