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2013 年大会 

大会通知 

（第三轮）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2013年大会将于 2013年 12月 20日-23日在深圳举行。 本次大

会是我国生物材料界的一次高水平学术盛会，将汇集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和医疗机构、

企业、以及管理部门等从事生物材料研究、应用、生产和管理的学者和专家，就生物材

料相关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新发现，以及进一步发展的重点，特别是成果

转化等进行交流和研讨。大会为与会者提供一个多学科交叉对话平台，通过来自不同领

域的同行间的交流和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激发灵感，启发思路，促进我国生物材料科

学和产业的发展。会议已接受代表投稿和专家约稿 600 余篇，预计参会人数 800 人左右。

现将参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如有疑问，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具体信息见会议网站：

www.csbm.org.cn/annualmeeting2013. 

 

一、 会议时间、地点 

时  间：2013 年 12 月 20 日-23 日上午 

地  点：深圳市会展中心主楼（1 号展馆）5 楼会议厅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二、 会议注册 
大会于 2013年 11月 8日开始接受代表注册，参会代表须通过大会网站注册并缴费，

或者通过银行转账缴纳注册费，大会也接受现场注册。代表可以通过会议网站“会员注

册/摘要提交”链接进入：http://www.csbm.org.cn/annualmeeting2013/wbc/,用摘要

提交时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点击会员中心“注册交费”完成注册信息并提交，点击“付

款信息”选择注册费缴纳方式并点击“支付”，按相应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 

已通过银行转账缴纳了注册费的代表，请将转账凭证发送至学会邮箱

csbm@csbm.org.cn. 请在邮件正文中注明注册费缴纳人员的姓名，发票单位等信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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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册的代表，发票在大会现场领取，现场注册缴费的代表，发票在会后邮寄。虽然已

通过银行转账缴纳了注册费，各位代表还需在会议网站上的注册平台提交注册信息，注

册才算成功。 

注册费用如下： 

☆  正式注册代表的注册费包括： 

1、所有的科学报告会 

2、欢迎会（12 月 20 日晚上 18:30-21:00） 

3、宴会（12 月 22 日晚上 19:30-21:30） 

4、茶歇、餐费（21 日-23 日午餐，21 日晚餐） 

5、大会相关资料一套 

☆ 注册学生代表的注册费包括： 

1、所有的科学报告会 

2、欢迎会（12 月 20 日晚上 18:30-21:00） 

3、茶歇、餐费（A 类：只包含 21 日-23 日午餐；B 类：包含 21 日-23 日午餐，22

日宴会） 

4、大会相关资料一套 

 
注：在校学生报到时请出示学生证，无法出示学生证者，按一般参会代表处理。 
 

三、 酒店预订 

大会提供 10 家协议酒店供参会代表会期入住，具体信息见会议网站。

http://www.csbm.org.cn/annualmeeting2013/iteminfo.php?nid=12. 

请各位参会代表提前预订酒店房间。代表可以选择拼房，如果拼不成双数，由个

人负责全间房费。大会会务组按照先订先住的原则分配房间，如果代表选择的酒店人数

超员，会务组会将参会代表调整到相应价格的另外酒店，具体以通知为准。另外，参会

类别 
提前注册 

(2013年 11月 08日—11月 20日) 

现场注册 

（2013 年 11 月 20 日以后） 

会员代表 ￥1000 ￥1200 

非会员代表 ￥1200 ￥1400 

学生代表 A类 ￥400 ￥500 

学生代表 B类 ￥600 ￥700 



 

代表可以自行通过其他途径预订房间，如果不提前订房，现场价格可能调整，甚至被安

排到较远地方，其结果由代表自行负责。 

需要大会会务组预订房间的代表，请填写酒店预订回执表（见附件），并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前发送到邮箱：sz20131221@163.com，联系人：张志雄，联系电话：

0755-26971242，18938904487. 

 

四、科学节目概览 

大会主题──新型生物医用材料及其与再生医学交叉的前沿 

大会报告（6 个） 

大会报告人 1：王兰明司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注册监管司） 

大会报告人 2：戴尅戎院士（上海交通大学） 

大会报告人 3：葛均波院士（上海复旦大学） 

大会报告人 4：付小兵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大会报告人 5：王迎军校长（华南理工大学） 

大会报告人 6：蒲忠杰总经理（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专题研讨会（4 个） 

专题研讨会 W1：生物材料安全和有效性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

技术评审中心主持） 

专题研讨会 W2：生物材料基因组计划（四川大学张兴栋院士主持） 

专题研讨会 W3：生物材料 3D打印技术（清华大学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孙伟教授主持） 

专题研讨会 W4：产业化论坛（华南理工大学陈晓峰教授主持） 

 

会议专题（总计 20 个专题，48个分会） 

1、综合专题 

1)组织工程与再生材料 

2)生物材料的表面/界面 

3)生物矿化与生物适配 

4)生物制造、生物传感器与生物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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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药物载体及造影剂材料 

6)生物材料的生物学评价 

7）纳米生物材料安全性评价 

2、生物医用基础材料 

1）医用金属材料 

2）医用陶瓷材料 

3）医用高分子材料 

4）生物衍生材料 

5）纳米生物材料 

3、临床应用材料及植入器械 

1）骨与软骨生物材料 

2）心脑血管修复材料 

3）血管修复材料 

4）骨科修复材料 

5）皮肤组织修复材料 

6）神经修复材料 

7）牙科与颅颌面生物材料 

8）眼科生物材料 

为了方便学生和专家学者的积极交流及满足学生求职与企业招聘的供需要求，大会

特别设立“教授学生自由交流会”及“供需见面会”。“教授学生自由交流会”设立 3个

会场，分别从综合专题、生物医用基础材料、临床应用材料及植入器械三大研究领域选

择专家教授与学生见面交流。有招聘需求的企业请与会务组联系，会务组可以安排企业

在会场进行招聘宣讲。 

 

五、社会节目  
欢迎会：12 月 20 日晚上 18:30-21:00，会展中心主楼（1 号展馆）5 楼 向日葵厅 

开幕式：12 月 21 日早上 08:30-08:50，会展中心主楼（1 号展馆）5 楼 簕杜鹃厅 

宴  会：12 月 22 日晚上 19:30-21:30，会展中心主楼（1 号展馆）5 楼 梅花厅 

旅  游：本次大会不统一组织旅游，有意会后旅游的代表请自行与旅行社联系。

大会现场设立旅社资源服务台。 



 

六、报告要求 
口头报告要求 

本次大会设立大会报告、核心报告（Keynote Lecture）及一般口头报告。含提问时

间在内，大会报告、核心报告及一般口头报告时间分别为 30、20、12 分钟。所有口头

报告要求准备 ppt，为了节约电脑转换时间，要求所有 ppt 须在所在分会开始前至少 10

分钟拷贝至所在分会房间的报告电脑上，报告作者不能使用自备电脑。会务组会严防 ppt

外传，会后将统一删除 ppt 文档。 

 

墙报要求 

    版面大小：120mm×90mm 

张贴地点：会展中心主楼（1 号展馆）5 楼 兰花厅 

张贴时间：12 月 21 日上午-23 日中午 

作者出席时间：12 月 22 日下午 18:00-19:15，作者需在现场，以便交流。 

 

Rapid Fire Session 

大会学术委员会遴选出 48 篇墙报作者作 3 分钟快速演讲，时间定于 12 月 22 日下

午 18:00-19:15，分别在 5 楼玫瑰厅-1、玫瑰厅-2 举行。 

 

七、纳通优秀论文奖 
    本次大会设立 50 位优秀论文奖，论文奖励由纳通集团赞助，为此，优秀论文奖特

别冠名“纳通优秀论文奖”。 “纳通优秀论文奖”只奖励在读硕、博士研究生（不含博

士后及在职学生），由学会评奖委员会负责组织评审。其中，将从口头报告及 Rapid Fire 

Session 中分别产生 30、20 名“纳通优秀论文奖”获得者。 

 

八、中国生物材料学会会员注册及缴费 
按照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章程规定，学会所有会员有义务且须按时缴纳会费，请本年

度还未缴纳会费的会员及自愿入会的参会代表，在大会注册台缴纳会费及办理会员入会

登记。会费收费标准如下（元/年）： 

个人会员：200 元            学生会员：20 元 

理事会员：2000 元           企业理事：4000 元 

常务理事会员：5000 元       企业常务理事：10000 元 



 

副理事长会员：10000 元      企业副理事长：20000 元 

理事长会员：50000 元 

 

九、大会秘书处 

组  长 郑玉峰（010-62767411，yfzheng@pku.edu.cn） 

副组长 成  艳（010-62753404，chengyan@pku.edu.cn） 

张志雄（0755-26984814，top5460@163.com） 

成  员 盛立远（0755-26984814，lysheng@imr.ac.cn）  

赖  琛（010-62767411，laichen1110@163.com）  

许秀娟（028-85405030，xxjuan_017@163.com） 

林  海（028-85415030，ohai3@163.com） 

           周  杨（028-85415030，9291278@qq.com）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2013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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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会日程安排概览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2013 年年会日程表 

  
12月 20日     

（星期五） 

12月 21日    

（星期六） 
12月 22日（星期日） 

12月 23日

（星期一） 

08:30-08:50 

  

  

开幕式 

分会报告 分会报告 

08:50-09:20 大会报告 1 

09:20-09:50 大会报告 2 

09:50-10:00 

大会报告 3 10:00-10:10 

注

册 

10:10-10:20 
茶歇 茶歇 

10:20-10:30 
茶歇 

10:30-10:40 

分会报告 分会报告 
10:40-11:10 大会报告 4 

11:10-11:40 大会报告 5 

11:40-12:10 大会报告 6 

12:10-13:30 午餐 午餐 午餐 

13:30-14:00 
分会报告 分会报告 

  

14:00-15:25 

专

题

研

讨

会

W1 

专

题

研

讨

会

W2 

专

题

研

讨

会

W4 

15:25-15:45 茶歇 茶歇 

15:45-16:00 

分会报告 分会报告 

16:00-17:40  

专

题

研

讨

会

W3 

17:40-18:00   

18:00-18:30   
晚餐 

Poster 

Session 

Rapid 

Fire 

Session 

教授

学生

自由

交流

会 

供

需

见

面

会 

18:30-19:00 

欢迎会 
19:00-19:15 

学会全体理

事会议 
19:15-19:30   

19:30-21:00 
宴会 

21:00-21:30   



 

附件：酒店预订回执表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2013 年年会酒店预订回执表 

姓名  单位  

手机  Email  

入住时间  离开时间  

酒店名称 房型 预订房间数量 

金中环酒店公寓 

□迷你公寓（无窗）  

□金领公寓（有窗）  

□商务公寓（双床/单床）  

□高级商务公寓（双床/单床）  

福青龙华天假日酒店 

□标准单间  

□标准双间  

格兰德假日酒店 

□标准单人间  

□标准双人间  

□豪单/豪双  

香樟商务酒店 

□高级单人间  

□高级标准间  

□豪华单人间  

□豪华标准间  

皇朝商务酒店 

□标准单人间（无窗）  

□豪华单人间  

□豪华标准间  

城市客栈（会展中心店） 

□豪华单人间  

□豪华标准间  

国丰大酒店 

□标准单人间  

□标准双人间  

顺六酒店 

□单人间（不带窗）  

□单人间（带窗）  

□标准间（不带窗）  

□标准间（带窗）  

驿 8连锁酒店（会展中心店） 

□标准大床房  

□豪华大床房  

□标准双床房  

□豪华双床房  

悠然居酒店 

□标准单人间  

□标准双人间  

□豪华单人间  

□豪华双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