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内稳态和内分泌分会暨辽宁省神经科学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

会议通知

巾因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内稳态和内分泌分会盟辽宁省神经科学学会2021学术年会 将廿

2021年 7月 15日 至 2021午 7月 17口 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本属会议曲屮田神经科学学会神

经内稳态和内分泌分会盟辽宁省神经科学学会主办,大连医科大学神经退彳i·u∶疾病药物研

发国家地方联合I程研究巾心及大连队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承办。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内稳态和内分泌分会成立于2008∠ 11。 为提高科研水平,促进相

关研究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本次年会邀诂到 ll·l际 、llNl内 顶尖的专家围绕
“
神经内稳态和内

分泌及药物△预靶点
”
主题,以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方式进行交流,将当今科学墩前沿

的佶息带给大家,将给一线临床和科研I作者很好的启迪。欢迎从事神经内稳态和内分泌

及神经药理相关领域研究的科研、临床医护人员及研究生踊跃参会,共同探洌
¨
该领域的未

来发展趋势和感兴趣的科学问题,以相互学习、共同提高、J蓠进友谊、促进相关学科交义

融合繁荥发展。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组织单位

主办:屮 因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内稳态和内分泌分会

协办:辽宁省神经科学学会

承办:大连队科大学神经i且行性疾病药物研发 lsl家 地方联合I程研宄屮心,人迕队科大

学基础医学院

二、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赵杰

会议主席:李韶、置占友

会议秘书长:胡古、朱丹丹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马 全红,马坚妹 ,置 占友,I琳辉,I福顺,白 占涛,乐

卫东,邢国刚,江涛,许继Ⅲ,杜冠华,李韶,李益明,李褒曼,肖 明,张玉秋,张杰 ,

陈建因,周嘉伟,胡古,胡志安,胡 霁,段捌民 (院士),娄宏,洪Ⅱ召雄 ,表增强,徐



广银,高永静,i新志华,庸勇,常彦忠,庾石山,程勇,谢俊霞,薛一雪

细织委员会:赵杰,李韶,马坚妹,徐广锒,唐 勇,白 占涛,置 占友,薛⋯甯,朱月丹 ,

文刂面可物攴

三、具体时间及地点

Ⅱll间 :⒛21年 7月 15「l至 2021何i7川 17H

地点:大连医科大学

四、会议日跚 稿要求

1.会议主题:神经内稳态和内分泌及药物靶点

2.会议日稆:包括主题报竹、专题报告、学术嫱报、青年论坛。

1)主题报告: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主题报告。

2)专题报告:将从会议投稿屮筛选,分为基础和临床专题。

3)学术墙报:会 议期问还将进行优秀墙报奖的评选活动。

4)青年论坛:征集。

20211=07丿刂|6|1会 议凵程
8∶ 30∶ 8∶ 50 开幕式——赵杰校长及各位领导讲话致辞

人会扌艮{宀

时间 题 目 讲者 单位 主持

8∶ 50¨ 9∶ 10 待 定 段捌氏院士

复且大学脑 科

学 转 化 研 究

院 、浙江 大 学

队药学部

徐广银

李韶

9∶ 10-9∶30
认知和恬感障碍性疾病发

丿芮ll沸刂不丨I药物革巴丿∫i
助tztll ll,丨

华屮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

9∶ 30-9∶ 50
抗帕金森病药物与非运动

症状治丿扌机十刂
枇冠华

屮田医学科院

药理研究所

9∶ 50-I0"0 待 定 江 涛
首都医科大学

阳属人坛队院

10∶ 10-10∶ 30 待定 从石山

屮囚跃学院科

学院药理研究

痧亍

lC)∶ 30-lO∶ 40 杀肷

10∶ 40-lI∶ 00 关 lll,l的神经内分泌系统 高志华
浙江大学基础

医学院 马全红

程勇
|l∶ 00冖 ll∶ 20

EBFl/RGs5axis modulates
ast1· ocytc aGtivatio11and

lllll嘉伟
中田科学院~L

海生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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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cuΓodc⒓ cncrdtion

lI∶ 20~{l∶ 40 褪照紊 |j llr「 ‖氏稳态洲{i 胡志安 附i军军医大学

ll∶ 40” 12∶ 00 应激:从彳l=为到免疫 丿Jl箅 上海科技大学

'|∶
休 J丿i扌陡

"刂
"刂

)

13∶ 30~13∶ 50
脑铁”t积致帕金森病的分

∷
F和 1啪刂Tll丨 歹已

讠ll∫炱冖9

苷岛大学脑科

学与疾病研究

院

薛
⋯茹

李益明

I3∶ 50¨ 14∶ I0

茚巴}宀l/l、 月交丿贞纠Ⅱ1包代谢=←子页

老年痴呆症

表扌忄;强 军事医学科学

院

14∶ 10-14∶ 30
自噬调节与衰老不Ⅱ神经退

彳丁·l/li丿失丿芮

乐卫为 大连医科大学

14∶ 30ˉ I4∶50
脑铁代谢紊乱与阿尔茨海

默病
Hir吁 友 中因医利大学

14∶ 50ˉ 15∶ 10
Menin在神经系统疾病中

白勹竹Jl刂
张 杰

厦门大学医学

院

15"0-15∶ 30
NavI.6治疗神经退幻Ⅱ眭疾

犭芮自勺珈千革巴丿点
李韶 大连医科大学

15∶ 30-I5∶40 柒瞅

15∶ 40-I6【)0

'Γ
hc bra"11ynlphatic systcl11∶

A nc、Ⅴ playcr h1
neurodcgencratiOn

}丨
j丨

!丿 l 南京队科大学

蔚勇

林夏鸿

16∶ 00-16∶ 20
(il)n1phatic Systcn1alld

11aun1atic B1ain II1iuIV
Ⅰ丨l礻而11页 VⅡ

"丨

丿iⅡ 冫包丿(宝许

16∶ 20¨ I6∶ 40 G|ymphatic SystcI11alt|

Maior r)ep1· essivc L)isOrdcr

李褒曼 屮囚医科大学

16∶ 40¨ 17《)0 ChaI· acte!· izing thc

glyIη phatic path、vay by

utⅡ izi11∫ J∶

guorcsccnt t1· aGcrs

I琳姆 苏州大学

17∶ 00-17∶ 20 胶质淋巴系统 厅圩
^∶

成都中医药人

学

2021仝F07月 17 口上午会议日程

8∶ 00-8∶ 30 慢性神经炎症在神经j退行

性疾病屮的作用

氵丿、
"∫

叶雄 大 ll· Nm 常彦忠

胡古

8∶ 30¨ 8∶ 5O 待 定 张三li秋 复 ll大学

8∶ 50¨ 9∶ 10 星形胶质细胞调节神经病

理性疼痛的机制新进展

宀永渝 南通队学院

9"0-9∶ 30 慢性内脏痛的屮枢环路机

制研究

徐广银 苏州大学

9∶ 30-9∶ 50 RunxI介 导的 ”X3R转录

调控在骨癌痫大鼠外周敏

化屮的作用

)"o⒈ k|Jl刂 北京人学

9∶ 50¨ {0"0 外 用 神 经 损 伤 诱 导 的

KDM6B~⒈ 调背根神经 :↑
1

和脊髓背角的 【△̄6农达有

助于神经病理性疼墒的发

许继Ⅲ 郑州大学



-|∶不l纟Ⅱ:卡 ;∶

10H0ˉ |0∶ 20 豸、扛;攵

10∶ 2θ一Iθ ∶4θ 神经兀和神经胶顷之问的

本日li竹Ι丿Ⅱ

lcxcy、】

scmyanoⅤ J矣

lll苋 斯米亚

诺

俄岁斯 f1占涛

召阝力凵1k

l()∶ ‘40-Il【 )() ￠1帕金森氏病的‖期阶

段,Ghrelh连接 DMV神
经病理学和田肠逍功能障

碍

妾宏 苷岛大学

ll∶ 00-ll∶ 20 组织蛋白酶 C通过促进

Th17不 ll TFh细丹包臼勺彡》∮乜力Ⅱ

五白身免疫性脑脊髓炎

Ⅰ∷∶刂苎女术 大连队科大学

11∶ 20-|l∶ 40 闭幕式墙报评奖颁奖

13: 00 旅顺爱囚主义教育恭地

5)

3,会议征文 :

D 人简短报告和壁报申请 中请者需要提交撇告摘要,涉及各类神经内稳态和内分泌

基础、临床、开发研究进展等方而。摘要字数限中文 500字 ,以“
作者+2021口 头

(或壁报 )报告
”
为题发送至 :dlzg苟 kxh@163· com。

2) 优秀青年论文屮请 屮请者为研宄生、博士后或年龄(40岁 教师或研究人员,需为会

员。申请时请提交:1,论义摘要,要求闷上:2.一 页范围内的屮请函,包括个人教

育背景资格兴趣,阐述所做的研究背泶内容与意义等。初选通过者将参加口头报告

环节。上述羽料以
“
作者+⒛21肯年论文

Ⅱ
为题发送至:dlzg匈kxh@163·com。

投稿模板可参考附件

3,会议地点:大连医科大学图书馆学术撇告厅 (辽 宁省大连市旅顺南路ftl段 9号 )

4.住宿地点:大连医科大学怡海阳光宾馆

5.会议时问 :

● 报到:⒛21年7月 15口 全人

● 会议:⒛21年 7月 16日 学术报告

⒛21年 7月 17日 ~L午学术报告

下午旅顺红色教育基地

● 离会:⒛21年7月 18日

6.会议报名:请于 6月 ⒛ 日前发送参会田执 (见附件)到会务组邮箱:dlzg旬kxh@163·∞m



五、会议注册费 (如果不收注册费,请直接跳到第六条 )

1、 注册费: (这毕1可 以不设企业代表,但是公司不能以个人名义参会,只能参展 )

在线优惠期

(以交费时间为准 )

∫见J吻 氵l∶ 丿j丿丨J忉

CNs⋯般会员 1000 1200

非会员 1200 1400

CNs宁△会呋 500 700

学生非会员 600 800

汨Ⅱ

彳J呃场 r⒈删讠古|"力 (ˉ
V∶ 夕L lll。  u氵△后, fH坑 |矢 ”阝, 实骀:+扌攴”1不 丿禹 l·

r冫 }功tⅡ恃。

2,注册贺足机打发票 ,兀法现J历打印,沽参会杵提前注删灾女,否 则l见场尢法↑到发

;∶ |∶ 。

3,公 议l处场 丨不仕∫敞发仁「|刂 Γ
i∫ i和 ΙⅡ陆资卞||, 为 」'仂tΓ 幻丨识ic'权 , 公J吻 内絷 |∶ 刂r|明 ;jt

像, 访1您 辶丿J渗 -、 , 逆
`|:衤

丬r户 j迫税:规丿|‘ )

(按照规定,以学会分会名义土办的活动,则 务收艾山屮㈣神经科学学会统一甘 l ll,

统⋯使川屮田神经利忄 Jˇ∶会的发票。)

2、 会议采川在线注册交费,网址 :

https∥me刨 ng,cns.org,cn/⒛21Neurohomeostaosand%⒛ EndocHne/。 在线注册截止日

期:廴月 30日 (江浙沪提前一周,外地至少捉前 日0天 )。 若临时有变化不能参会,诂

以邮件肜式正式通知学会秘书处廿easurer@cns,° rg.cn

3、 取消参会:会议召开前 日个川取消参会,退 100%注册费;会议召廾前 2用 【汉消参会 ,

退 50%会议注册费:会议召廾前 1用 I汉消参会,不退注册费。

4、 支付方式 :

线上缴费:支付宝,微信,网银 (手机微信打开链接只能用微信和网银支付,不能使用支

付宝,公务卡支付请确认已绑定支付宝或网银)

银行转账:转账必须各注参会者的姓名,并且务必在网站上注册——点击在线支付——选

择银行转账,您将看到银行转账信息,否则无法更改缴费信息。

转 账 宄 成 后 ,沽 将 参 会 名 称 、转 账 凭证 、参 会姓 名 、联 系 电话 等 发送 至

treasurer@cns.。 rg.cn,以方便廾贝会议注册费发柴。

现场注册:艾持艾付宝,微估,现金。

六、住宿及交通安排

赀川r|胛



七、会务组联系方式

注册联系人:张继慧 13774450013; zhan刨 ihui@cns.org.cn

当地会务联系人: 张丿j13998551159; zhangyuehome@hotmai丨 ,∞m

爿(丿+丿丨17709871096; yidazhudandan《 D163com

中田神经科学学会

、2Pooooo。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