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召开“第九届全国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的

通知(第三轮)

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分会主办，山

东大学口腔医学院和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共同承办的第九届全国

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将于2019年6月21日-23日在济南召开。

期间将举办主旨论坛、类器官与器官构建分论坛、智能型生物材

料分论坛、干细胞与组织再生分论坛、3D打印及生物制造分论坛、

硬组织再生分论坛、组织工程与临床转化分论坛、组织工程与再

生国际论坛、海右论坛、全体委员会议。本次是组织工程研究工

作者的一次重要聚会，也是对组织工程研究领域感兴趣的科研人

员、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学习、交流的极好平台。欢迎全国各科

研院所、高校及企业的科技工作者参加，大会具体内容如下：

一、大会主题

学科交叉与转化发展

二、大会时间、地点、规模

时间：2019 年 6 月 21 日-23 日。21 日全天报到,21 日下午

召开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分会换届改选会议；22-23 日召开学术

会议；23 日下午离会。

地点：济南南郊宾馆（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马鞍山路 2 号，



电话:0531-85188888）。

规模：500 人左右。

三、大会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分会

承办单位：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四、大会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付小兵、顾晓松、曹谊林

大会主席：金岩

执行主席：葛少华

大会秘书长：吴训伟

学术委员会

主席：金岩

副主席：欧阳宏伟

成员：边黎明 曹谊林 曹玲燕 常江 董世武 邓志宏 樊廷俊

范志朋 高长有 高振华 谷涌泉 郭全义 葛少华 胡宏岗 韩倩倩

黄慧 刘伟 刘海蓉 刘祖国 刘小林 刘昌胜 罗卓荆 李斌 蒋欣

泉 解慧琪 金钫 靳路远 孔亮 秦廷武 乔春燕 孙宏晨 孙伟 苏

佳灿 田卫东 王常勇 王春仁 王松灵 王智崇 吴成铁 吴训伟

许建中 徐丽明 杨宇民 杨柳 张勇杰 张智勇 张传森 张文杰

章培标 章淑芳 周广东 周瑾 曾文

（按姓氏拼音排序）



组织委员会

主席：金岩

副主席：葛少华

成员：鲍丽丽 包立辉 陈晓 邓墨渊 丁建东 冯蓓 付炜 付

维力 郭维华 侯天勇 胡成虎 何小宁 刘世宇 刘文佳 刘媛媛

刘珅 李蓓 李程 李瑞欣 李贵才 李炜 李丽雅 廖立 况慧娟 苗

雷英 聂和民 苏笠 苏晓霞 宋振顺 沈炜亮 邵秉一 王贤松 王

江林 王鹏霞 吴训伟 武征 轩昆 邢军超 夏阳 谢利 于金华 于

洋 杨强 杨波 叶川 殷猛 闫福华 俞梦飞 茵梓 张春秋 张茂林

张文杰 张立强 周名亮 周凤 邹晓晖 赵君 赵娜

（按姓氏拼音排序）

秘书处：吴训伟 胡成虎 刘世宇 刘文婷 冷雪 王熙 王艳

五、大会日程安排 详见附件 1

六、大会注册

1、请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前网上注册报名并交会议注册

费，注册费标准如下：

参会类型 4月 30 日前 5月 1日后

会员 1280 元 1580 元

普通非会员 1580 元 1880 元

学生会员 800 元 1000 元

学生非会员 1000 元 1200 元

享受会员优惠价，需为正式缴费会员

免费授予国家级 1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4分；



2、以上截止时间是指缴费时间，优惠截止日期以汇款日期

为准。

3、缴费方式：银行汇款、在线缴费、现场缴费。缴费后请

将汇款凭证、缴费人信息发送邮件至大会组委会邮箱，以便核对

查询。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请于 2019 年 5月

15 日之前向大会提出申请，大会将扣除 200 元手续费后退还余

款，2019 年 5 月 15 日之后申请将不再退款。

4、发票领取：提前缴费者提供开具发票信息后可在会议现

场领取发票，现场缴费可现场开具发票。

5、大会指定收款单位

户 名：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汇款账户：兴业银行济南高新支行

账 号：376120100100050643

行 号：309451006125

个人汇款请在附言中注明“姓名+组织工程大会”；单位汇

款请注明“组织工程大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会员请在报到时

出示会员证或是会员号，学生在注册参会时出示学生证。请将汇

款信息与大会回执核对一致。

七、大会征文及墙报交流（网站在线提交）

会议征文:针对会议涵盖领域，本次会议征集论文摘要。论

文摘要必须通过大会网站上传，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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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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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摘要时必须注明

其所属的会议涵盖领域。每篇摘要字数控制在 600 字以内。墙报

交流会议提供墙报展示区，会议将评选优秀壁报奖。

墙报格式：110cm x 80cm（高 x 宽）

八、大会联系方式及网址

1、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分会秘书处：第四军医大学

联系人：刘文婷

联系电话：18792762251

2、大会秘书处

联系人： 冷雪 王熙 王艳

联系电话：15069199002/15069151021/15817346492

3、大会会务处：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素芹 张明 解亚南 任书赓 胡晓明 于秀娟

联系电话：15006517110/18353146242/18954171451

会议邮箱：kouqianghui001@163.com

4、大会注册、摘要投递网址：

http://cterm.medmeeting.org/cn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分会

2019 年 4 月 3 日

mailto:kouqianghui001@163.com


附件 1：大会日程安排

时间 内容

2019 年 6 月 21 日（周五）

14:00—21:00 参会代表现场注册及报到

16:00—18:00 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分会换届改选会议

2019 年 6 月 22 日（周六）

08:00—08:30 大会开幕式及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分会顾问颁发聘书

08:30—08:50 大会拍照合影

08:50—09:40 大会特邀报告：付小兵院士、顾晓松院士

09:40—09:55 茶歇

09:55—11:35 大会特邀报告：时玉舫、金岩、JC Park、曹谊林

12:00—13:30 午餐/新技术推广

13:30—15:30 大会报告：Nicholas Forsyth、欧阳宏伟、蒋欣泉、高长有、刘伟、袁宝珠

15:30—15:45 茶歇

15:45—17:45 大会报告：王常勇、孙伟、田卫东、郭全义、孙宏晨、徐丽明

18:00—19:30 欢迎晚宴

2019 年 6 月 23 日（周日）

08:15—12:00 A 分会场：论坛 1-类器官与器官构建、 论坛 2-智能型生物材料

08:15—12:00 B 分会场：论坛 3-干细胞与组织再生、 论坛 4-3D 打印及生物制造

08:15—12:00 C 分会场：海右论坛

13:00—16:00 A 分会场：论坛 5-硬组织再生、论坛 6-组织工程与临床转化

13:30—16:00 B 分会场：青年研究者论坛 （优秀青年研究展评、青年优秀论文展评）

13:30—16:00 C 分会场：第三届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组织工程与再生国际论坛

16:30—17:30 大会闭幕式及颁奖



附件2：

第九届全国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

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发票内容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姓 名 科室职务 手机/微信号 电子邮箱

… … … …

预定

房间

济南南郊宾馆（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马鞍山路2号，电话：

0531-85188982）

□标准间：480元/间夜，入住时间：□21日 □ 22日

□单人间：530元/间夜，入住时间：□21日 □ 22日

预定数量： 个标准间， 个单间

备注：

1.因参会人数众多，大会酒店房间有限，本次大会不接受单个床

位预订，请务必于6月5日前预订房间；

2.请根据参会人数务必填写预定房间数量并与组委会确认，回

执表未填写单位不予保留房间；

3.预订酒店请添加微信号：15006517110/18954171451。



附件 3：

2019 年山东大学“海右”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九届全国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

邀请函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将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山东

济南隆重举办山东大学“海右”博士生学术论坛。本次论坛汇集

各高校的优秀博士生进行学术交流与课题研讨，共享学术资源，

展示科研成果。同莅临的院士专家碰撞思想，绽放创新之花；与

到会的青年才俊切磋砥砺，收获共赢之果。

山东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学科齐全、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

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我校口腔医学院致力于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与竞争力的口腔医

学研究人才和临床人才，为国家口腔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次论坛依托第九届全国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进行分

会讨论。届时，口腔医学领域国内外知名学者将出席本次会议，

我们特邀请相关研究领域的博士生拨冗参加“海右”博士生学术

论坛。

本次论坛面向在校博士生，具体参会要求详见附件。论坛期

间产生的学术成果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如稿件涉及保密内容，

请作者特别说明。

百年名校山东大学欢迎您！



2019 年 6 月济南见！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研究生院

山东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承办单位：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

2019 年 4 月 3 日



附件 4：

2019 年山东大学“海右”博士生学术论坛

会议通知

由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办，山东大学口

腔医学院（口腔医院）承办的“2019 年山东大学‘海右’博士

生学术论坛”将于 2019 年 6月 21 日-23 日在山东济南隆重举行。

本次论坛特邀请全国口腔医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及各高校（邀请名

单附后）的优秀博士生莅临济南，进行学术交流与课题研讨，绽

放创新之花，收获共赢之果。现将论坛有关事宜介绍如下：

一、论坛主题

学科交叉与转化发展

二、论坛活动

知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报告

博士生分主题进行学术报告

参观口腔医学院药谷实验室

山东大学人才政策宣讲

三、大会日程安排

时间 日程 地点

6 月 21 日上午 报到 南郊宾馆

6 月 21 日下午 参观口腔医学院药 济南市高薪区药谷

6 月 22 日全天 大会学术报告 南郊宾馆

6 月 22 日晚上 山东大学人才政策 南郊宾馆

6 月 23 日上午 进行“海右”博士论 南郊宾馆

6 月 23 日下午 离会



报到地点：济南南郊宾馆（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马鞍山路 2

号）

四、重要事项说明

1.论坛邀请部分高校（高校名单见附件 1）在校博士生参加，

每个高校推荐 1 名博士生。参会博士请填写“全国‘海右’博士

生 学 术 论 坛 回 执 ” （ 见 附 :2 ） ， 并 发 至 电 子 邮 箱

kqxuegongban@sdu.edu.cn。

2.论坛邀请著名专家进行点评。

3.论坛提供食宿费用以及城市间交通费用（限高铁二等票以

下交通工

具）。

4.参会博士研究生每人进行 10—15 分钟的学术报告，并由

点评专家现场点评。

5.请参加论坛的博士将汇报用 PPT 通过电子邮件提交至电

子邮箱 kqxuegongban@sdu.edu.cn，提交时间：2019 年 5 月 20

日前，邮件以“学校+姓名+发言题目”为题，并请注明“参加第

九届全国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山东大学‘海右’博士生学术

论坛”。

6.论坛期间产生的学术成果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如稿件涉

及保密内容，请作者特别说明。

五、论坛设奖

论坛将评选出“‘海右’论坛专项奖”一等奖、二等奖、三

mailto:发至电子邮箱kqxuegongban@sdu.edu.cn
mailto:发至电子邮箱kqxuegongban@sdu.edu.cn


等奖。

六、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文化西路 44-1 号山东大学口腔医

学院

邮政编码：250012

联 系 人：石海英 熊永妍

联系电话：13969058757 13869597973 0531-88382071

邮 箱：kqxuegongban@sdu.edu.cn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研究生院

山东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承办单位：山东大学口腔医学(口腔医院)

2019 年 4 月 3 日



附 1：邀请高校名单

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空军军医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

医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

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内蒙古

医科大学、山东大学。

附 2：

第九届全国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

山东大学全国“海右”博士生学术论坛回执

单位名称

演讲者
姓名

学历 联系电话

微信号 专业 电子邮件

演讲题目

注: 请您详细填写本表，并尽快将电子版传送至组委会，以便组委会进行工作安排

电话(Tel)：0531-88382970,88382071 传真(Fax)：0531-88382923 手机（mobile phone）：
13969058757，13869597973

电子信箱：kqxuegongban@sd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