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华南结构生物学论坛 

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报告人 内容 

24日 

24日 14:00-21:00 报到注册 (怡山大厦大堂) 

17:30-19:00 晚餐 (怡山大厦及老黄牛餐厅) 

24日晚 

 

主持人： 

刘劲松 

林东海 

 

19:00-19:25 

(20+5) 

林忠辉 

(福州大学) 

O1: Targeting Mitosis in Cancer: Structural 

Mechanism and Drug Discovery of the Mitotic 

Kinase Bub1 

19:25-19:50 

(20+5) 

徐伟 

(广州第八人民医院) 

O2: Ebola virus VP30 and nucleoprotein 

interactions modulate viral RNA synthesis  

19:50-20:10 

(15+5) 

姜谊平 

(香港科技大学) 

O3: Structural basis for peripheral sensing of 

membrane regions of increased fluidity 

20:10-20:30 

(15+5) 

张哲民 

(中山大学) 

O4: Extended N-terminal peptide works as a 

regulator of fundamental trimer formation in 

HpHtrA 

20:30-20:50 

(15+5) 

陈冉 

(中山大学) 

O5: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studies of the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the MazEF-mt9 

toxin-antitoxin system 

20:50-21:02 

(10+2) 

永联生物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 
赞助厂商报告 

25日 

主持人：黄明东 
8:30-8:45 

杨黄浩 副校长 

(福州大学) 
开幕式 

8:45-9:05 合影 

25日上午 (1) 

 

主持人： 

刘志杰 

林天伟 

 

 

9:05-9:40 

(30+5) 

饶子和 院士 (娄志勇) 

 (清华大学) 
特邀报告 1：待定 

9:40-10:05 

(20+5) 

欧阳松应 

(福建师范大学) 

O6: Structural basis for DNA recognition by 

STAT6 

10:05-10:25 

(15+5) 

李睿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物

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O7: Identification of Important Residues of 

Porcine CD163 Involved in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 Infection 

10:25-10:40 茶歇，墙报 

25日上午 (2) 

 

主持人： 

滕脉坤 

欧阳松应 

 

10:40-11:05 

(20+5) 

林东海 

(厦门大学) 

O8: Structural Basis for the Completely 

Diseases-Resistant Mutant G127V of Human 

Pprion Protein 

11:05-11:30 

(20+5) 

余聪 

(南方科技大学) 

O9: 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the Integrin-based 

Adhesions 

11:30-11:50 

(15+5) 

洪海燕 

(厦门大学) 

O10: Molecular Basis of Substrate Specific 

Acetylation by N-Terminal Acetyltransferase NatB 



11:50-12:02 

(10+2) 
福州芯创生物科技 赞助厂商报告 

12:02-13:30 午餐 (怡山大厦及老黄牛餐厅)，墙报 

25日下午 (1) 

 

主持人： 

谢 伟 

张宏民 

13:30-14:05 

(30+5) 

王佳伟 

(清华大学) 

特邀报告 2：Comparison & Combination of X-ray 

Crystallography and cryo-Electron Microscopy 

Methods 

14:05-14:30 

(20+5) 

刘昱 

(上海交通大学) 

O11: 位点特异性修饰RNA技术(PLOR)在RNA

结构生物学上的应用 

14:30-14:55 

(20+5) 

李金宇 

(福州大学) 

O12: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Proteins in Mass 

Spectrometry 

14:55-15:15 

(15+5) 

罗智璞 

(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 

O13: Phasing macromolecular crystal structures 

with selenourea 

15:15-15:35 

(15+5) 

姚宏伟 

(厦门大学) 
O14: 核磁共振技术在小分子药物筛选中的应用 

15:35-15:55 茶歇，墙报 

25日下午 (2) 

 

主持人： 

魏志毅 

刘 伟 

15:55-16:20 

(20+5) 

方显杨 

(清华大学) 

O15: Visualizing the Long Non-coding 

Subgenomic Flavivirus RNAs in Solution 

16:20-16:45 

(20+5) 

鄢仁祥 

(福州大学) 

O16: GPCR server: an accurate and novel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prediction program 

16:45-17:05 

(15+5) 

王艳娇 

(清华大学) 

O17: Visualizing Secondary Structure of RNA 

Transient States by NMR Relaxation Dispersion 

And Chemical Shift Prediction 

17:05-17:25 

(15+5) 

郑清炳 

(厦门大学) 

O18: Atomic structures of Coxsackievirus A6 and 

its complex with a neutralizing antibody 

17:25-17:37 

(10+2)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有限公

司 
赞助厂商报告 

17:37-17:49 

(10+2) 
待定 赞助厂商报告 

18:00-20:00 晚宴 (怡山大厦及老黄牛餐厅) 

26日 

26日上午 (1) 

 

主持人： 

刘迎芳 

郭志红 

8:10-8:35 

(20+5) 

高嵩 

(中山大学) 
O19: Dymanin家族蛋白介导的膜重塑 

8:35-8:55 

(15+5) 

王娜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

药与健康研究院) 

O20: Structural Basis on the Human FXR/RXRα 

Heterodimerization 

8:55-9:15 

(15+5) 

谢兴巧 

(南方科技大学) 

O21: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liprin-α/LAR 

complex reveals a new SAM-domain mediated 

binding model 

9:15-9:35 

(15+5) 

李智海 

(厦门大学) 

O22: Crystal Structures of Two Immune 

Complexes Identify Determinants for Viral 

Infectivity and Type-Specific Neutralization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9:35-9:50 茶歇，墙报 

http://www.baidu.com/link?url=kOpFZ85NkwziJjUtR7Qn4QfaY6gLGiksgRSG3zvpXk7Zw3coFkdaSYAkkJatuIgoG6jCCsbWYwR3m1YmLN6L1io8RtinYJQuz_YL6YTgFOyKLvWKD7KT6wVnBJohGsM3MPZZYPlnPYh7LXuFrRk-50-aVvFn_f725oRdn8wRcTGSOBK0_nmtn4p-LtMjGVn8


26日上午 (2) 

 

主持人： 

林忠辉 

石 宁 

9:50-10:15 

(20+5) 

梁欢欢 

(中山大学) 

O23: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studies of interferon 

induced proteins 

10:15-10:40 

(20+5) 

周昶行 William Chao 

(澳门大学) 
O24: Structural Studies of Cohesin Regulators 

10:40-11:00 

(15+5) 

彭双周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

构研究所) 

O25: Structure-based design of a tPA variant for 

enhanced thrombolytic efficacy 

11:00-11:12 

(10+2) 
待定 赞助厂商报告 

11:12-11:24 

(10+2) 

北京优纳珂科技有限公司

（Xenocs） 
赞助厂商报告 

11:24-12:00 颁奖、闭幕式 

12:00-13:00 午餐 (怡山大厦及福大校园内老黄牛餐厅) 

26日下午 离会 

 







怡山大厦到达方式 

一．机场——怡山大厦 

1. 机场大巴乘车点：候机楼高架桥下 （下车点为福建省委党校） 

班次时刻表 

08:50 09:40 10:25 11:10 11:55 

12:40 13:25 14:10 14:55 15:40 

16:25 17:10 17:55 18:40 19:25 

20:10     

2. 福建省委党校——怡山大厦 

打的或快车：10元左右即可到达 

公交车：86路，黎明站（省委党校门口）——茶园山站，再步行 300米左右即可到达目

的地（步行路线请按地图中的绿色标识线） 

 

注：由于到省委党校的大巴班次间隔时间较长，参加会议的老师和同学们如果不想等待太久

也可乘坐到阿波罗酒店的大巴（20 分钟一班），从阿波罗酒店再打的或快车到怡山大厦（25

元左右）。 

 

二．福州火车站——怡山大厦 

公交车：100，5 路或 22 路，火车站南广场站——茶园山站，再步行 300 米左右即可到

达目的地（步行路线请按地图中的绿色标识线） 

 

三．福州火车南站——怡山大厦 

乘坐地铁 1号线至东街口站，换乘公交车 5、22、75路至茶园山站，步行 300米到达怡

山大厦。 

 



住宿地点： 怡山大厦 

姓名 性别 单位 合住人 

郭志红 男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 单间 

刘志杰 男 上海科技大学 单间 

欧阳松应 男 福建师范大学 单间 

周昶行 男 澳门大学 单间 

方显杨 男 清华大学 单间 

刘伟 男 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 单间 

滕脉坤 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单间 

邝志和 男 暨南大学 单间 

张荣光 男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上海 单间 

李少伟 男 厦门大学 单间 

林天伟 男 厦门大学 单间 

林东海 男 厦门大学 单间 

廖新丽 女 厦门大学 单间 

魏志毅 男 南方科技大学 单间 

张宏民 男 南方科技大学 马海燕 

余聪 女 南方科技大学 单间 

娄智勇 男 清华大学 单间 

王佳伟 男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单间 

谢伟 男 中山大学 单间 

周晖皓 男 中山大学 单间 

夏炜 男 中山大学 单间 

刘昱 女 上海交通大学 单间 

刘劲松 男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单间 

许永 男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单间 

陈忠国 男 厦门大学 单间 

刘迎芳 男 中山大学 单间 

梁欢欢 女 中山大学 单间 

 

住宿地点： 

 

凤凰假日酒店 

姓名 性别 单位 合住人 

周小毛 男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单间 

刘佳 男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单间 

李睿 男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免疫学重点实验

室 

单间 

李林森 男 沈阳医学院 单间 

徐伟 男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单间 

张修国 男 山东农业大学 单间 

姚宏伟 男 厦门大学 单间 

高嵩 男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单间 

耿存娟 女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单间 



朱春原 女 山东农业大学 单间 

李永东 男 赣南师范大学 单间 

饶义剑 男 江南大学 单间 

王彩艳 女 广州中医药大学 单间 

沈兴 女 华南农业大学 单间 

        

戴鑫 男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 李天洛 

李天洛 男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 戴鑫 

马海昊 男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邓希乐 

邓希乐 男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马海昊 

周勇 男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朱航 

朱航 男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周勇 

孙彦刚 男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免疫学重点实验

室 

侯晓冬 

侯晓冬 男 江南大学 孙彦刚 

黄仕敬 男 厦门大学 蔡泽蕲 

蔡泽蕲 男 厦门大学 黄仕敬 

洪文斌 男 厦门大学 蓝俊杰 

蓝俊杰 男 厦门大学 洪文斌 

罗旭枭 男 厦门大学 张梦宇 

张梦宇 男 厦门大学 罗旭枭 

苏志明 男 厦门大学 李鹏 

李鹏 男 厦门大学 苏志明 

王辉林 男 厦门大学 毕放开 

毕放开 男 厦门大学 王辉林 

张昊然 男 厦门大学 肖义杭 

肖义杭 男 厦门大学 张昊然 

陈涛涛 男 厦门大学 陈郑 

陈郑 男 厦门大学 陈涛涛 

解明全 男 厦门大学 邹楚泽 

邹楚泽 男 厦门大学 解明全 

俞海 男 厦门大学 郑清炳 

郑清炳 男 厦门大学 俞海 

王大宁 男 厦门大学 柳欣林 

柳欣林 男 厦门大学 王大宁 

王凯航 男 厦门大学 李智海 

李智海 男 厦门大学 王凯航 

宋硕 男 厦门大学 何茂洲 

何茂洲 男 厦门大学 宋硕 

李华东 男 南方科技大学 杨海滨 

杨海滨 男 南方科技大学 李华东 

华书山 男 南方科技大学 李晓岩 

李晓岩 男 南方科技大学 华书山 



牛锋锋 男 南方科技大学 刘永 

刘永 男 南方科技大学 牛锋锋 

梁明福 男 南方科技大学 谢兴巧 

谢兴巧 男 南方科技大学 梁明福 

马贵兴 男 南方科技大学 卢欣 

卢欣 男 南方科技大学 马贵兴 

王振一 男 南方科技大学 李家安 

李家安 男 南方科技大学 王振一 

杨杰锋 男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王昶 

王昶 男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杨杰锋 

张哲民 男 中山大学 黄祺 

黄祺 男 中山大学 张哲民 

刘习文 男 中山大学 陈冉 

陈冉 男 中山大学 刘习文 

巫塞彬 男 中山大学 邓翔宇 

邓翔宇 男 中山大学 巫塞彬 

鞠英辰 男 中山大学 罗志腾 

罗志腾 男 中山大学 鞠英辰 

王超 男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陆永志 

陆永志 男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王超 

张华威 男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 孙凯雷 

孙凯雷 男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 张华威 

姜谊平 男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 何军 

何军 男 赣南师范大学 姜谊平 

李恪发 男 暨南大学 张林 

张林 男 广州中医药大学 李恪发 

赵立 男 山东农业大学 孙宇杰 

孙宇杰 男 中山大学 赵立 

陈超龙 男 厦门大学 Ashfaq Ahamad 

Ashfaq Ahamad 男 南方科技大学 陈超龙 

杨士礼 男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 冯健雄 

冯健雄 男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杨士礼 

顾颖 男 厦门大学   

秦铭鸣 女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 Thi Thuy Hoa HA 

Thi Thuy Hoa HA 女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 秦铭鸣 

黄青婷 女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许洁 

许洁 女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黄青婷 

罗燕红 女 暨南大学 张丹婷  

张丹婷  女 暨南大学 罗燕红 

喻琦 女 广州中医药大学 吴芳 

吴芳 女 广州中医药大学 喻琦 

宋伟伟 女 山东农业大学 李秀奇 

李秀奇 女 山东农业大学 宋伟伟 



冯锐 女 山东农业大学 杨灿灿 

杨灿灿 女 山东农业大学 冯锐 

翁梦婷 女 厦门大学 李研 

李研 女 厦门大学 翁梦婷 

臧玉金 女 厦门大学 李环君 

李环君 女 厦门大学 臧玉金 

张欢欢 女 厦门大学 魏治明 

魏治明 女 厦门大学 张欢欢 

杨雨露 女 厦门大学 赵晨 

赵晨 女 厦门大学 杨雨露 

常婷 女 厦门大学 张梅兰 

张梅兰 女 厦门大学 常婷 

陈小焱 女 厦门大学 侯美静 

侯美静 女 厦门大学 陈小焱 

庄洁 女 厦门大学 周秋湘 

周秋湘 女 厦门大学 庄洁 

陈红红 女 厦门大学 洪海燕 

洪海燕 女 厦门大学 陈红红 

李婷婷 女 厦门大学 张芝晴 

张芝晴 女 厦门大学 李婷婷 

魏双萍 女 厦门大学 李瑾瑾 

李瑾瑾 女 厦门大学 魏双萍 

唐坤 女 南方科技大学 潘雯斐 

潘雯斐 女 南方科技大学 唐坤 

罗玲 女 南方科技大学 李玉洁 

李玉洁 女 南方科技大学 罗玲 

贺云娇 女 南方科技大学 陈欢 

陈欢 女 南方科技大学 贺云娇 

焦文阳 女 华南农业大学 鲍虹蕾 

鲍虹蕾 女 华南农业大学 焦文阳 

罗梦 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何会萍 

何会萍 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罗梦 

李钰捷 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罗丽 

罗丽 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李钰捷 

张虹 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杨金玉 

杨金玉 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张虹 

马小燕 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胡家丽 

胡家丽 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马小燕 

郭羽 女 中山大学 陶璇 

陶璇 女 中山大学 郭羽 

涂洁 女 中山大学 贾倩 

贾倩 女 中山大学 涂洁 

曾蕙 女 中山大学 刘慧娟 



刘慧娟 女 中山大学 曾蕙 

张岩 女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李宸畅 

李宸畅 女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张岩 

邹龄娇 女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张成 

张成 女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邹龄娇 

吴爽 女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余致君 

余致君 女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吴爽 

王蕊 女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徐进新 

徐进新 男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王蕊 

王娜 女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许婷婷 

许婷婷 女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王娜 

田旭阳 女 厦门大学 秦晓宇 

秦晓宇 女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 田旭阳 

肖庆品 女 南方科技大学 朱一凡 

朱一凡 女 南方科技大学 肖庆品 

甘庆庆 女 华南农业大学 吴媛 

吴媛 女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 甘庆庆 

吴佳靓 女 中山大学 王艳娇 

王艳娇 女 清华大学 吴佳靓 

赵默晗 女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朱家滨 

朱家滨 男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赵默晗 

Hammad Ali 

Hassan 

男 厦门大学 Abeera Sikandar 

Abeera Sikandar 女 厦门大学 Hammad Ali 

Hassan 

 



会务组和志愿者负责人联系方式： 

 

会务组工作人员： 

姓名 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方式 

徐芃 13906081001 陈锦灿 13850196716 

江龙光 13860621468 胡萍 13960985716 

袁彩 13599062093 

 

志愿者负责人： 

姓名 分工区域 联系方式 

江云斌 怡山大厦大堂 18060668929 

鄢树枫 凤凰假日酒店大堂 18259041285 

商乐 怡山大厦三楼会场 18250312737 

王旭 福大老黄牛餐厅 1780591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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