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五届年会 

暨 2018’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学术会议 

（第一轮通知） 

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纳米科学技术分会主办，郑州大学、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联

合承办的“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五届年会暨 2018’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学术会议”将于

2018 年 10 月 25-28 日（25 日全天报到）在河南省黄河迎宾馆（河南省郑州市）召

开。会议将就国内外纳米科学技术前沿以及在生物与医学领域中的最新进展和成果进行

交流。大会将邀请多位相关领域国内知名专家做大会报告和特邀报告。我们热诚欢迎大

家积极参加此次学术盛会并踊跃投稿。 

请参会代表前往大会官网（http://2018nanobio.zzu.edu.cn）在线注册，并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前提交摘要，有关会议后续通知及相关信息，我们将及时在本次会议网站上公

布，请参会代表随时关注。现将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纳米科学技术分会 

承办单位： 

郑州大学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协办单位： 

河南省肿瘤重大疾病靶向治疗与诊断重点实验室 
新药创制与药物安全性评价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一、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 白春礼 

主 席： 解思深 

执行主席：刘炯天 刘鸣华 张振中 



顾问委员会（按姓氏拼音首字字母排序）： 
  白春礼、柴之芳、陈洪渊、陈凯先、陈坤基、范守善、封松林、高瑞平、郭万林、

洪茂椿、侯惠民、江  雷、江  龙、江  明、李亚栋、刘昌孝、刘元方、刘忠范、

卢  柯、欧阳钟灿、强伯勤、饶子和、沈家骢、谭蔚泓、唐本忠、田中群、佟振合、

汪尔康、魏于全、王广基、吴  奇、解思深、薛其坤、薛增泉、阎锡蕴、严纯华、

颜德岳、叶朝辉、尤  政、俞梦孙、詹启敏、赵宇亮、张  希、张俐娜、张先恩、

张兴栋、曾  毅、朱道本、朱  星、卓仁禧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王  琛 
副主任： 顾  宁、查连芳、庞代文、顾忠伟、贾 力、张振中 
委  员（按姓氏拼音首字字母排序）： 

蔡新霞、蔡开勇、常  江、常  津、陈春英、陈  红、陈学思、崔大祥、丁建东、

樊春海、方晓红、甘志华、高长有、高建青、高明远、谷瑞升、顾忠泽、何丹农、

何仲贵、侯仰龙、胡富强、胡  钧、黄  园、蒋  晨、蒋锡群、蒋新国、蒋兴宇、

孔德领、孔祥贵、李峻柏、李亚平、李玉宝、梁  伟、梁兴杰、刘冬生、刘青松、

刘  庄、陆伟跃、吕万良、马光辉、马  劲、聂广军、平其能、申有青、史春梦、

史林启、帅心涛、唐智勇、汪联辉、王  浩、王  均、温龙平、吴爱国、吴传斌、

吴  镭、吴  伟、席建忠、许海燕、徐希明、徐宇虹、杨祥良、尹莉芳、俞书宏、

张  灿、张  娜、张其清、张  强、张先正、张  欣、张  煊、张英鸽、张志荣、

钟延强、周建平、周绍兵 

 

大会秘书处：杜  斌、侯  琳、刘  伟、潘成学、任雪玲、史进进、王  蕾、徐  霞、 

姚寒春、张红岭、张金洁、张  楠、赵永星、张利平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8 年 10 月 25－28 日（25 日全天报到） 
地点：河南省黄河迎宾馆（报到地点） 



三、会议主题（会议报告语言：中文或英文） 

1. 纳米生物技术与自组装 
2. 纳米药物与递送系统 
3. 重大疾病纳米诊断系统 
4. 纳米材料生物学效应及分子机制 
5. 纳米生物材料的制备与表征 

四、会议形式及奖励 

大会报告、特邀报告、口头报告和墙报。会议期间拟组织相关专家对口头报告和

墙报进行评选，设立优秀论文奖。 

五、论文摘要投稿要求 

1. 投稿论文摘要应保持科学性、先进性、创新性，论文内容未在国内外学术刊物

上公开发表或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报告。 
2. 中文或英文摘要，包括标题、作者、单位、地址、邮编、E-mail 地址、电话、

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请标明与会作者（下划线）和通讯作者（*）。 
3. 论文摘要须用Word文档排版，A4纸，上下分别留出 2.5cm，左右分别留出 2.5cm。

中文摘要题目用三号黑体，作者姓名用小四号楷体，作者单位、摘要和关键词

用五号宋体，参考文献用小五号宋体；英文摘要一律用相应大小的 Times New 
Roman 字体。 

4. 论文摘要投稿方式：请通过会议官方网站（http://2018nanobio.zzu.edu.cn/）进行

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20 日。会议组委会将聘请相关专家组成论文评

审小组，对投稿论文进行评审。投稿论文一经评审录用后即定稿，不再修改，

文责自负。请作者在提交论文摘要前仔细检查。 

六、会议重要时间节点 

第二轮通知：  2018 年 7 月 10 日 
论文摘要截止：2018 年 9 月 20 日 
网上注册截止：2018 年 9 月 20 日 
第三轮通知：  2018 年 10 月 8 日 
会议时间：    2018 年 10 月 25 日-28 日 



七、会议注册及付款方式 

1.会议注册费 

  2018 年 9 月 20 日前 
注册并汇款 

2018年 9月 20日后及

现场注册并付款 

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一般代表 1900 RMB 2200 RMB 

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学生代表 
（凭有效学生证件） 

1000 RMB 1200 RMB 

内地及港澳台地区陪同人员 600 RMB 800 RMB 

注：纳米科学技术分会会员凭会员证及最新缴费卡可在上述注册费基础上优惠 200
元/人（学生除外）；非会员也可在报到时现场填写入会申请表加入纳米科学技术分会并

享受以上优惠（需按会费管理规定现场缴纳会员费）；学生代表不再享受。 

2.电汇方式 

单位名称    河南省黄河迎宾馆 
开户银行    浦发 21 世纪支行 
银行账号    6657 6150 1548 0000 0114 

3.现场缴费 

现场注册只能银行刷卡。 

备注： 

(1) 汇款时，请务必附言：2018 纳米生物+参会代表姓名+参会代表单位 
(2) 请将汇款底单扫描件上传会议官网，并保存底单以便核对 
(3) 9 月 20 日前汇款的参会代表如是在读研究生或纳米分会会员，请将学生证、会

员证扫描件或照片上传会议官网，以便核对享受注册优惠； 
(4) 不接受支付宝、微信等其他形式汇款 

八、会议联系方式 

1.会议赞助 

赞助单位可在会议资料袋、大会程序册、会议论文光盘和会议现场进行企业宣传和

产品广告。 
联系人：潘成学 
电  话：0371-67739332 或 13700856916 
E-mail：pancx@zzu.edu.cn 



2.缴费查询 

联系人：张红岭 
电  话：0371-67781911 或 13523438809 
E-mail：zhanghongling729@zzu.edu.cn 

3.会议秘书处 

杜  斌 0371-67781912 或 18749400560 
赵永星 0371-67739165 或 13838060077  
刘  伟 0371-67739165 或 13838005960  
E-mail：zzunano@163.com 
通讯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科学大道 100 号 郑州大学药学院 

九、其他 

会议地点：河南省黄河迎宾馆 
地址：中国 河南省 郑州市 惠济区迎宾路 1 号 

 
 
附件 1：会议注册表 
附件 2：论文摘要模板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五届年会 

暨 2018’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学术会议”组委会 
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