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全国脂质与脂蛋白学术会议
暨 2018 年脂质代谢与器官损害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重庆）
2018 年 10 月 19-21 日
http://lipid.cqmu.edu.cn/ （2018 年 5 月 15 日开放会议注册与投稿功能）

会议主办单位：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脂质与脂蛋白委员会
重庆医科大学

会议承办单位：

重庆医科大学脂质研究中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会议主要资助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重庆外国专家局
第十四届全国脂质与脂蛋白学术会议,暨 2018 年脂质代谢与器官损害学术研讨会
（ISLT2018）
，定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至 21 日在重庆万友康年大酒店（地址：重庆市渝中
区大坪长江二路 77 号）召开。
本次会议是国内脂质代谢领域规模最大的专题学术会议，也是展示我国脂质代谢领域
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学科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本届会议将继承往届会议的特色：跨基
础临床、跨学科、跨国度、强调学术原创。主要内容涉及：脂质代谢相关的分子生物学/细
胞生物学/系统生物学，脂质代谢与心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肥胖、糖尿病、脂肪肝、脂肪
肾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新型脂代谢紊乱检查方法与临床应用，新型降脂药物的研发进展与临
床应用等。此次会议必将对提升我国脂质代谢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扩大我国
在脂质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会议将采用主题报告、大会发言、分会交流和青年优秀论文评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届时，十余位来自英国、美国、西班牙等地的外国专家以及五十多位中国著名脂质代谢研究
专家将作专题报告，交流近年来在脂质代谢和器官损害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到美丽的山城重庆参加本次盛会，同时也希望在大家的支持和参与
下，把本次会议办成一次能真正的促进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的学术盛会！

第十四届全国脂质与脂蛋白学术会议
暨 2018 年脂质代谢与器官损害学术研讨会（中国.重庆）,ISLT2018
欢迎您的到来！

大会组织机构
大会名誉主席
John F Moorhead 教授（Royal Free & University College Medical School, London, UK）
李学旺 教授（北京协和医院）
雷寒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
唐朝枢 教授（北京大学）
大会主席
刘德培 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 黄爱龙 校长（重庆医科大学）
韩雅玲 院士（沈阳军区总医院） 宁光 院士（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李蓬 院士 （清华大学）
大会副主席
阮雄中、黎健、张玲、管又飞、范建高、陈琪、陈保生、周新、吴满平、李伯良、
温进坤、朱毅、赵家军、潘杰、秦树存
大会秘书长
阮雄中、黎健
大会副秘书长
王绿娅 、鄢盛恺、方定志、陈厚早、郑芳、杨霞
大会秘书处成员
学术组：陈压西、赵蕾、练雪梅、肖晓秋、张玲、李秋、王墨、李启富、罗素新、
杜晓刚、杨刚毅、龚建平、黄晶、刘东方、郑宏庭、杨萍
会务组：袁军、黄慧哲、杨晓、崔静、韦莉
大会学术委员（按拼音或笔画排列）
阿拉坦高勒、边云飞、曹鹏、常永生、陈保生、陈厚早、陈娟、陈曦、陈晓伟、
陈压西、陈雁、崔德华、窦晓兵、杜晓刚、杜昱光、段胜仲、段勇、方定志、高
国全、龚建平、管庆波、管又飞、郭刚、郭志刚、韩际宏、韩润林、韩雅玲、洪
华山、洪葵、黄晶、黄恺、黄宪章、黄秀兰、季勇、江渝、蒋宪成、黎健、李伯
良、李红良、李汇华、李建军、李蓬、李启富、李秋、李秀端、李莹、李子樵、
练雪梅、梁洁、廖端芳、凌文华、刘爱兵、刘德培、刘东方、刘国庆、刘健、刘
晋宇、刘平生、刘志国、罗素新、马依彤、马坤岭、宁光、区景松、潘杰、彭道
泉、钱士匀、秦树存、曲静、阮雄中、单志新、宋保亮、宋剑南、孙金鹏、汤其
群、唐朝克、唐惠儒、唐蔚青、涂建成、汪俊军、汪南平、汪渊、王从义、王婧、
王绿娅、王墨、王强、王擎、王伟、王贤理、王志刚、温进坤、沃兴德、吴满平、
解用红、肖传实、肖晓秋、熊文勇、许国旺、鄢盛恺、闫道广、严晓伟、杨福全、
杨刚毅、杨关林、杨霞、杨向东、杨萍、叶平、易光辉、余细勇、余鹰、喻红、
翟永功、张朝霞、张葵、张玲、张荣信、张炜真、张真路、张志仁、章尧、赵家
军、赵蕾、赵文、赵永祥、赵子建、郑斌、郑芳、郑乐民、周耐明、周新、朱海
波、朱毅、曾春雨、祝之明

大会主要议题
脂质代谢相关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系统生物学
脂代谢稳态、免疫炎症、胃肠道菌群相互关系研究
脂质代谢与心脑血管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脂质代谢与肾脏疾病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
脂质代谢与肥胖、糖尿病研究
脂质代谢与肝脏疾病研究
新型脂代谢紊乱检查方法与临床应用
新型降脂药物的研发进展与临床应用

大会语言
中文，英文

大会征文要求
征文内容：
1. 各种与脂质与脂代谢相关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2. 脂质与脂蛋白的代谢、修饰、运转及网络调控研究；
3. 脂代谢、区域免疫、胃肠道菌群相互关系研究；
4. 新型脂代谢相关疾病动物模型的研究；
5. 脂代谢紊乱与代谢紊乱性疾病（动脉硬化、脂肪肝、肥胖、糖尿病、脂肪肾等）
的危险因素流行病学研究；
6. 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及脂质组学在脂代谢相关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7. 脂代谢相关疾病的分子生物学检验、遗传分析及临床应用；
8. 临床血脂检测的实验室质量控制与标准化研究、国人部分项目参考区间的建立；
9. 药物（含中药）调节/治疗脂代谢紊乱及相关性疾病的机制研究和临床研究；
10. 脂代谢相关疾病的基因与干细胞治疗研究；
11. 脂代谢相关疾病（含罕见病）的个体化诊疗技术研究；
12. 中国胆固醇教育计划的检验医学及其临床协作。
投稿要求：
1．未在其他会议及国内外公开刊物上发表过，且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

2．投稿要求按“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和关键词”五项式撰写中英文摘要，请
务必在稿件中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以便及时沟
通。
3. 论文摘要：500～800 字，中文或英文，中文用宋体，小四号字体，不超过 800
字；英文用 Time New Roman 字体，小四号字体，不超过 500 字，单倍行距；word
文件名应为“作者姓名—单位”
， 电子文件以 Word 排版，不接受 PDF 等文档的稿
件。请登陆会议网址查看投稿具体要求或下载附件。
稿件提交方式：
在线提交。登录 http://lipid.cqmu.edu.cn/，选择“会议注册与投稿栏目”进行会议
在线注册与会议论文摘要投稿；也可直接登录会议网站 http://isltcqmu.bzcnet.com/
进行会议在线注册与会议论文摘要投稿。
稿件处理：
1．经评审录用的摘要由组委会汇编成册。优秀论文将被推荐至《医学分子生物杂
志》、
《心肺血管疾病杂志》
、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和《临床
检验》等核心期刊或 gene and disease 发表。
2．来稿请自留底稿，来稿录用与否均不退稿。
截稿时间：2018 年 8 月 31 日
青年优秀论文奖
为了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学者投身到脂质研究领域中来，本次大会将设青年
优秀论文奖。
由学术委员会从申请和推荐的人选中评选出 8－12 名优秀青年学者予
以奖励（包括获奖证书及奖金）
。欢迎各位专家积极推荐优秀人选，欢迎在本领域
做出优异成绩的青年学者申请。
参加青年论文竞赛的作者请在首页的第一行注明：青年论文参赛论文。参赛
作者须为第一作者，年龄应在 35 岁以下（198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包括研究生）。

会议简单日程安排
2018 年 10 月 19 日 ISLT2018 注册报到
2018 年 10 月 20 日 ISLT2018 专题研讨
2018 年 10 月 21 日 ISLT2018 专题研讨

会议注册费
国内一般参会代表：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注册者, 注册费 1000 元；
2018 年 9 月 30 日后注册者，注册费 1200 元。
国内学生参会代表：凭学生证，注册费 600 元
（9 月 30 日后注册者, 注册费 800 元）
。

（注册费包括会议摘要集费、餐费、及其它会议费。住宿费用自理）。

大会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杨萍（学术） 韦莉（会务）
通信地址：重庆市医学院路 1 号重庆医科大学脂质会议组委会（109 信箱） 邮编：
400016
电话：023-68486780；18996351317；13983010132 传真：023－68486780
E-mail: ISLT2018CQ@163.com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脂质与脂蛋白专业委员会
2018 年脂质代谢与器官损害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重庆）组委会

2018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