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细胞结构与功能的信号基础研讨会
The 7th Symposium on Cell Signaling: from Structure to Function
邀请函
尊敬的

：

为了交流国内细胞生物学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展现国内细胞生物学领域的最
高科研水平，推动细胞生物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细胞信
号转导分会”和“细胞结构与细胞行为分会”联合主办的 “第七届细胞结构与
功能的信号基础研讨会”将于 2018 年 10 月 6-10 日在贵州遵义/铜仁举行。
本次会议的报告人以特邀报告人为主，仅留少量名额面向国内细胞生物学领
域优秀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自由申请。申请人需向细胞结构与功能的信号基础研讨
会学术工作委员会（简称：学术委员会）提供相关研究的摘要，经学术委员会讨
论后确定最后名额。未入选的摘要以墙报的形式参与，并设立优秀墙报奖。
与往次会议相同，报告人必须报告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研究成果，除刚归国
人员外，国内报告人必须报告在国内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为了更好地进行学术研讨和交流，会议将限定参与人员的规模。有意参与者
请登录会议网站：http://www.cscb.org.cn/meeting/shanhui/ 在线注册。

细胞结构与功能的信号基础研讨会学术工作委员会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细胞信号转导分会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细胞结构与细胞行为分会
2018 年 1 月 11 日

第七届细胞结构与功能的信号基础研讨会
The 7th Symposium on Cell Signaling: from Structure to Function
第一轮通知

一、

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细胞信号转导分会、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细胞结构与细胞行为分会
承办单位：遵义医学院、上海博生会展有限公司
学术工作委员会：陈佺、陈晔光、陈正军、冯新华、李朝军、李党生、杨维
才

二、

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8 年 10 月 6-10 日
地点：贵州遵义/铜仁

三、

会议规模：120-150 人

四、

大会网站：http://www.cscb.org.cn/meeting/shanhui/

五、

会议日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安排

白天

报到

晚上

学术报告（开幕）

上午

学术报告

中午

墙报交流

下午

学术报告

晚上

学术报告

10 月 6 日（周六）

10 月 7 日（周日）

上午

学术报告

下午

交流/活动

上午

学术报告

下午

出发前往铜仁

上午

交流/活动

10 月 8 日（周一）

10 月 9 日（周二）

10 月 10 日（周三）
下午

六、

散会（统一送机/送站）

会议征文与墙报要求

1.

征文要求：摘要内容中、英文皆可，字数控制在 600 字以内；格式包括

题目、作者姓名、单位、所在城市、邮编、摘要内容、关键词、通讯作者联
系方式等（参照附件模板）。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15 日,参会代表
投送的摘要将被会议论文摘要集收录。凡投送摘要者必须在 2018 年 8 月 15
日前缴纳会议注册费。未按时交纳注册费者，提交的论文摘要将不收录进论
文摘要集中。 摘要请发至秘书处邮箱：meeting@cscb.org.cn，邮件主题
备注“遵义会议投稿+姓名”。并说明是申请口头交流还是墙报交流。
2 墙报格式：120cm×90cm（高×宽）

七、

注册费
会员

非会员

包含项目

正式代表（含报告人）

2000 元

2400 元

会议资料、会议期间用餐、

学生代表

1500 元

1700 元

会议交通

说明：1、学生指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不含博士后。学生报到时须出示学生
证。
2、已缴纳当年会费的会员可享受会员优惠价。
3、汇款请务必注明汇款人个人姓名、单位+“遵义会议”。
4、报名截止：2018 年 8 月 31 日。
5、本次会议不设现场缴费，请您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前将注册费汇至中
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发票将现场领取。

6、缴费方式：
（1）在线支付（推荐）：http://www.cscb.org.cn/pay.html
（2）银行汇款：
收款单位：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开户银行：农行徐汇区枫林支行
账

八、

号：03392400040009251

住宿预订

（1）会议酒店（住宿费用自理）：
日期

酒店名称

10 月 6-8 日 遵义宾馆

房型和价格
大床房：370 元/晚/间
双床房：370 元/晚/间

10 月 9 日

铜仁锦江宾馆 江景房（标间/大床房）：420 元/晚/间
豪华标间：350 元/晚/间

本次大会由上海名胜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住宿安排工作，住宿订单提交后，
请尽快支付费用，未付款订单将在超过 24 小时后自动取消。住宿需支付全款，
房间有限，订满即止，您也可以自行预订其他酒店。
住宿预订请登录网址：
http://cscb.dtces.com/app/index.php?i=276&c=entry&do=register&m=ewei_
hotel
温馨提示：订单付款并确认后，如需取消和变更订单，请发邮件
annualmeeting@163.com 与王斌老师 13381695656 联系，取消和变更时间以收
到邮件时间为准。

九、

退款须知
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之前向会务组

提出申请，将扣除 200 元手续费后退还余款。2018 年 9 月 10(含 9 月 10 日)
之后将不再退款。

十、

联系方式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秘书处
联系人：季艳艳、杨

瑾

电话：021-54922856、021-54922891
邮箱：meeting@cscb.org.cn
地址：上海市岳阳路 319 号 31 号楼 A 座 212 室（200031）

附件 1：报名回执
附件 2：摘要模板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2018 年 1 月 11 日

附件 1：

第七届细胞结构与功能的信号基础研讨会报名表
性
别

姓名

会员号
手机/
电话

Email
工作单位
注册费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交流形式

备注

□ 口头报告

□ 墙报交流

如不前往铜仁，请备注

注明：
1、凡投递摘要者均需做墙报交流，口头报告者除外。摘要模板见下面附件 2，
请将摘要发至学会邮箱：meeting@cscb.org.cn，邮件主题备注“遵义会
议+姓名”
2、投稿截止：7 月 15 日，请 8 月 15 日之前完成缴费，逾期，您的摘要将无
法收录摘要集中。
请登录会议网站：http://www.cscb.org.cn/meeting/shanhui/ 在线注册。

附件 2：

论文摘要模板
（说明：仅需提交中文摘要或英文摘要）

英文摘要
The Conference of Chinese Society for Cell Biology

(Times New Roman, 14 points, bold, centered)
Author1, Corresponding Author2*(Times New Roman, 12 points, centered)
Department1, Institution1, City1, post code;2Department2, Institution2, City2, post code;…

1

(Times New Roman, 10 points, Italic, centered)
*Correspondence: cell@cscb.org.cn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imes New Roman, 10 points, right position)

Chinese Society for Cell Biology…
(Main text of Abstract; Times New Roman, 12 points, 1.5 line spaced, justified)
Key words: CSCB, cell biology…(Times New Roman, 12 points)

注：1、标题：除第一个单词或专有名词首字母大写以外，其他都用小写。
2、 关键词：关键词之间以“；”隔开。除专有名词外，一律小写。
3、请将摘要发至学会邮箱：meeting@cscb.org.cn，邮件主题备注“遵义会议+
姓名”

中文摘要
摘要题目
（小三号字；宋体，Times New Roman；加粗居中）
作者 1，…,通讯作者 2*（小四号字，宋体，Times New Roman；居中）
1

单位，所在城市，邮编；2 单位，所在城市，邮编；……
（五号字；宋体，Times New Roman；居中)
*通讯作者：cell@cscb.org.cn
（通讯作者 Email：五号字；宋体，Times New Roman；居右)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摘要正文；小四号字；宋体，Times New Roman，1.5 倍行距；两端对齐，首
行缩进两字）
关键词：CSCB；细胞生物学……（小四号字；宋体，Times New Roman；
首行缩进两字）

注：多个单位、关键词、通讯作者（多个）中间以“；”隔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