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请函
尊敬的老师：

您好！

“第一届基因组编辑/合成生物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研讨会 http://i.bio360.net/MEET/2018Genome/index.html”

将于 2018 年 6 月 8-10 日（8 日签到）在上海召开，诚邀您的参会！

基因编辑(Genome editing)和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是近年来快速发展起来的生命科学的新兴学科。全

面合理地解决所涉及的理论，技术和具体操作层面的挑战，以及伦理问题是实现人们改造自身和生存环境愿望的

必要前提。国内和国外的华人科学家在这两个学科做出了令人瞩目的突破性工作，并在临床尝试走在全球的前

(Science 2017, 358, 20-21)，这为我们筹办这样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为了确保本次会议的学术质量，我们邀请到了活跃在基因组编辑（30 分钟报告 13 位，其中植物学方向 2 位，10

分钟报告 1 位）和合成生物学研究（30 分钟报告 7 位，10 分钟报告 1 位）第一线且已做出国际水平工作 22 位

华人科学家，全程与会。为了加大学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大幅增加青年学者展示工作和才华的机会，会议

做出了为时 1 小时 5 分钟的墙报（6 月 9 日 15:35-16:40）展示环节和 9 个 10 分钟短 talk 的机会。

最后，我们还设置了为时 1 小时 5 分钟的专题讨论（6 月 9 日下午 16:40-17:40），就：1、基因编辑和合成生

物学的理论和技术挑战；2，伦理 I，生殖细胞的遗传改造；3、伦理 II，临床应用；和 4、Alternative 技术进行

深入的讨论。

第一届基因组编辑/合成生物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研讨会 组委会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ome_editing
https://wiki/Synthetic_biologyen.wikipedia.org/


大会日程（最终日程以大会现场公布为准）

6 月 8 日

09:00 - 22:00 会议签到，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凯原法学院二楼东方会议厅 (大会语言：中文）

6 月 9 日上午

时间 嘉宾 主题

8:30-8:40 开幕/集体照 （主席：周德敏）

8:40-9:20 魏文胜(北大) Dissection of functional big data in biological contexts

9:20-9:50 王艳丽(科学院) CRISPR–Cas mediated cleavage of invading nucleic acids

9:50-10:20 刘小乐(哈佛) Comput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 for CRISPR Screens

10:20-10:40 茶歇 （下半场主席：戴俊彪）

10:40-11:10 黄志伟(哈工大) The mechanism of SpyCas9 inhibition by an anti-CRISPR protein

11:10-11:40 赖良学(科学院) Cre-dependent Cas9-expressing pigs enable efficient in vivo genome editing

11:40-12:10 徐建(UTSW) Repurposing CRISPR/Cas9 for In Situ Analysis of Chromatin Composition and

3D Structure

12:10-13:20 午餐

6 月 9 日下午（主席：谢震）

时间 嘉宾 主题

13:20-13:45 刘光慧(科学院) Using stem cell and gene editing techniques to study and treat

aging-associated disorders

13:45-14:15 周斌(科学院) Genetic lineage tracing and manipulation technology

14:15-14:45 杨辉(科学院) CRISPR-Cas9 meditated genome editing in animals

14:45-15:10 韩为东(301 医院) The TCR/HLA-deleted universal CAR T cell therapeutics in clinical testing

15:10-15:35 王军就(中山大)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意义和应用前景

15:35-16:40 茶歇+墙报

16:40-17:40 专题讨论（主席：朱景德）

16:40-16:55 理论和技术的挑战 魏文胜（5 分钟报告+ 10 分钟讨论）

16:55-17:10 伦理 1:生殖细胞基因组改建 黄军就（5 分钟报告+ 10 分钟讨论）

17:10-17:25 伦理 2: 临床应用 韩为东（5 分钟报告+ 10 分钟讨论）

17:25-17:40 新思路和技术 刘光慧（5 分钟报告+ 10 分钟讨论）



6 月 10 日上午

时间 嘉宾 主题

第一环节 主席：刘小乐

8:30-9:00 王克剑(北农大) Optimizing the CRISPR/Cas9 system for rice breeding

9:00-9:30 陈其军(水稻所) 高特异性和高通量植物 CRISPR/Cas9 基因组和碱基编辑技术应用研究

9:30-9:40 Short talk I，王延鹏 Precise base editing in plants

9:40-9:50 Short talk 2

9:50-10:00 Short talk 3

10:00-10:10 Short talk 4

10:10-10:20 Short talk 5

10:20-10:30 Short talk 6

10:30-10:50 茶歇

第二环节 合成生物学 主席：魏文胜

10:50-11:30
谢震(清华)

Programmable synthetic gene circuit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for liver cancer

11:30-12:00
周德敏(北大)

Manipulation of Viral Genome in Conversion of Life-Threatening Viruses as

Precision Therapeutics

12:00-13.30 午餐

6 月 10 日下午（主席：刘光慧）

时间 嘉宾 主题

13:30-14:00 汪小我(清华) Regulation by competing: a hidden layer of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14:00-14:30 叶海峰(华东师大) Synthetic designer cel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14:30-15:00 魏平(北大) Design of Tunable Oscillatory Dynamics in a Synthetic NF-κB Signaling Circuit

15:00-15:10 朱景德（安徽肿瘤医院） The synthetic tumor specific promoters driven oncolytic capability for a

universal anti-cancer therapeutics

15:10-15:20 Short talk 7

15:20-15:30 Short talk 8

15:30-15:50 茶歇

16:40-17:50 专题讨论（主席：黄志伟）

15:50-16:20 王开航(剑桥/加州理工) 基因组人工合成、非自然氨基酸转译、以及突破自然极限的人造生命

16:20-16:50 戴俊彪(科学院) Decode and reprogram the yeast genome



第一届基因组编辑/合成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研讨会 组委会

大会时间：2018 年 6 月 8-10 日（8 日签到）

大会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凯原法学院二楼东方会议厅 (大会语言：中文）

主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Bio-X 研究院 生物 360

大会主席：朱景德 贺林

大会筹委会：师咏勇 李书滑

收款单位账户信息
户名：上海易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长桥支行

人民币账号：3100 1648 0010 5001 2719

支付宝账号：bio360@bio360.net

会务组
联系人： 张元 李书滑

邮箱：Chris.zhang@bio360.com / Event@bio360.net / Shuhua.li@bio360.net

电话：021-5955 5696 / 185 1661 3552 / 185 1661 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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