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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JIPB 整合植物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第二轮通知） 

     

为了展示我国整合植物生物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JIPB) 主办、广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承办的2020年JIPB整合植物

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将于2020年11月18日至19日在广州大学召开。会议将邀请植

物生物学研究领域知名学者，聚焦整合植物生物学相关前沿问题，探讨植物科学

的发展前景，展示植物分子进化、生长发育、环境应答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欢迎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积极报名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

将采用现场会议和线上直播的形式进行，现场限额200人，额满即止。 

 

一.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编辑部 

承办单位： 广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二．会议时间 

2020 年 11 月 18 日–19 日 （18 日下午及 19 日早上注册，19 日全天报告） 

 

三．会议地点 

线下会议：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图书馆报告厅（5 号楼三层） 

线上会议：腾讯会议（会议 ID: 280 556 092）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https://meeting.tencent.com/s/Gq1NaI48rN23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urvLEoQcPu9e  

 

四．会议食宿 

会议为现场参会人员提供 11 月 19 日午餐，其他食宿费用自理。会议不安排

住宿酒店，请自行联系。 

 

 

https://meeting.tencent.com/s/Gq1NaI48rN23
https://meeting.tencent.com/l/urvLEoQcPu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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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日程  

11 月 18 日    

14:00-17:00 注册           地点: 卡丽皇家金煦酒店大堂 

11 月 19 日  

08:00-08:30 签到           地点：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图书馆报告厅（5 号楼三层） 

  开幕式                                           主持人：刘宝辉 教授 

08:30-08:40 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JIPB 主编巩志忠教授致辞  

08:40-08:50 广州大学领导致辞  

 大会报告 主持人：刘宝辉 教授 

08:50-09:15 植物基因编辑 朱健康 院士 

09:15-09:40 无融合生殖固定杂种优势研究 王克剑 研究员 

09:40-10:10 茶歇、大会合影  

 大会报告 主持人：林荣呈 研究员 

10:10-10:35 植物一氧化氮信号通路初探 左建儒 研究员 

10:35-11:00 钙通道 AtANN1 调控植物低温应答的分子机制 杨淑华 教授 

11:00-11:25 拟南芥 SINATs 家族蛋白调控自噬和逆境应答的功能 肖  仕 教授 

11:25-11:50 番茄中的 DNA 甲基化调控 郎曌博 研究员 

12:00-13:30 午休，会议提供午餐  

 大会报告 主持人：倪中福 教授 

13:30-13:55 
植物蓝光受体隐花素 CRYPTOCHROME 信号转导的

机理 
杨洪全 教授 

13:55-14:20 植物花期调控中关键转录因子的分子作用机制研究 杜嘉木 教授 

14:20-14:45 寄生植物菟丝子开花调控机制研究 吴建强 教授 

14:45-15:10 小麦高分子量谷蛋白基因表达调控机制研究 姚颖垠 教授 

15:10-15:25 茶歇  

 大会报告 主持人：谢  旗 研究员 

15:25-15:50 植物适应性进化的遗传变异 郭亚龙 研究员 

15:50-16:15 
Dissection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plant 

immunity mediated by receptor-like kinases 
唐定中 教授 

16:15-16:40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lants and root microbiota 

in Arabidopsis and rice 
白  洋 研究员 

16:40-17:05 大豆根瘤数量调控机制研究 李  霞 教授 

17:05-17:30 大豆泛基因组研究 田志喜 研究员 

17:30-17:55 大豆光周期适应性的驯化与选择 孔凡江 教授 

  闭幕式  

17:55-18:05 大会总结 朱健康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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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场位置平面图 

（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桂花岗东 1 号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图书馆报告厅（5 号楼三层） 

 

 

 

附件 2. 广州大学附近住宿推荐 

 

广州卡丽皇家金煦酒店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 388 号  

电话：020-83966866 

 

广州中国大酒店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22 号 

电话：020-86666888 

 

三元里大酒店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1 号 

电话：020-86595831 

 

七天酒店·广州中医药大学桂花岗店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飞鹅西路 15 号 

电话：020-26297688/020-26297685 

 

5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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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交通信息 

1. 火车站/高铁站乘车指南 

1）广州火车站 

①从广州火车站（广州站）前往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出站可直接步行至学校：大约步行

20 分钟。 

 

从广州火车站可以步行至学校 

②从广州火车站前往卡丽皇家金煦酒店：步行 6 分钟到广州火车站总站（公交站），乘坐 257

路公交车（天河客运站总站方向）→到达景泰坑公交站→步行 16 米可到达。 

 

2）广州南站  

①从广州南站前往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广州南站→地铁 2 号线（开往嘉禾望岗方向）→

越秀公园（B1 出口）或者广州火车站（A 出口），从越秀公园和广州火车站都可以步行至学

校。 

②从广州南站前往卡丽皇家金煦酒店：广州南站→地铁 2 号线（开往嘉禾望岗方向）→三

元里地铁站（B 出口）→步行大约 384 米到达广园西路公交站，乘坐 540 路/175 路/179 路

公交→到达景泰坑公交站→步行 16 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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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东站 

①从广州东站前往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广州东站→地铁 1 号线（开往西塱方向）→公园

前（站内换乘）换乘 2 号线（开往嘉禾望岗方向）→越秀公园（B1 出口）或者广州火车站

（A 出口），从越秀公园和广州火车站都可以步行至学校。 

②从广州东站前往卡丽皇家金煦酒店：广州东站，步行 109 米到达广州火车东站总站，乘

坐 175 路公交（同德围总站方向）→到达景泰坑公交站→步行 265 米可到达。 

 

2. 机场乘车指南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①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前往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后，可乘坐地铁前

往学校。机场南→地铁 3 号线北延线→嘉禾望岗（站内换乘）换乘 2 号线（开往广州南站

方向）→越秀公园（B1 出口）或者广州火车站（A 出口），从越秀公园和广州火车站都可以

步行至学校。 

②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前往卡丽皇家金煦酒店：机场南→地铁 3 号线北延线（体育西路方

向）→燕塘地铁站（B 出口）→步行 70 米，到达燕塘企业公交站，乘坐高峰快线 21 路（广

州火车站总站方向）→到达景泰坑公交站→步行 265 米可到达。 

 

3. 客运站乘车指南 

1）天河客运站（3 号线/6 号线） 

①从天河客运站前往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抵达天河客运站后，可乘坐地铁前往学校，该站

台位于地铁 3 号线和 6 号线上，故有两条路线以供参考。 

路线一（需换乘两次，6 号线→1号线→2号线） 

天河客运站→地铁 6 号线（开往浔峰岗方向）→海珠广场（站内换乘）换乘 1 号线（开往

西塱方向）→公园前（站内换乘）换乘 2 号线（开往嘉禾望岗方向）→越秀公园（B1 出口）

或者广州火车站（A 出口） 

路线二（需换乘两次，3 号线→1号线→2号线） 

天河客运站→换乘地铁 3 号线（开往番禺广场方向）→体育西路（站内换乘）乘 1 号线（开

往西塱方向）→公园前（站内换乘）换乘 2 号线（开往嘉禾望岗方向）→越秀公园（B1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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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或者广州火车站（A 出口），从越秀公园和广州火车站都可以步行至学校。 

②从天河客运站前往卡丽皇家金煦酒店：从客运站步行 57 米到达天河客运站总站公交站，

乘坐高峰快线 21 路（广州火车站总站方向）→到达景泰坑公交站→步行 265 米可到达。 

 

2）广园客运站 

①从广园客运站前往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抵达广园客运站后，可搭乘 481 路公交车前往

学校。广园客运站→481路公交车→广州大学总站（桂花岗校区），再步行约 1 分钟。  

②从广园客运站前往卡丽皇家金煦酒店：从客运站步行 239 米到达广园客运站公交站，乘

坐 179 路/175 路/257 路/24 路→到达景泰坑公交站→步行 16 米可到达。 

 

3）广州流花汽车站 / 广东省汽车客运站 

①从广东省汽车客运站前往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抵达广州流花汽车站或广东省汽车客运站

后，可选择步行或乘坐出租车前往学校。  

②从广东省汽车客运站前往卡丽皇家金煦酒店：从客运站步行 653 米到达省妇幼公交站，

乘坐 179 路/241 路/175 路/46 路→到达景泰坑公交站→步行 16 米可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