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会议议程(初稿） 

2018 年 11 月 17 日 上 午 

会 场（一） 

08:30-09:20 开幕式（主持人：刘少军教授） 

08:30-08:40 湖南师范大学校领导致欢迎辞 

08:40-08:50 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朱作言院士致辞 

08:50-09:00 中国水产学会领导致辞 

09:00-09:10 湖南科技厅领导致辞 

09:10-09:30 与会全体代表合影，茶歇 

09:30-12:30 主题学术报告（主持人：林浩然 院士） 

09:30-10:00 题目：待定 

桂建芳 院士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10:00-10:30 题目：禽流感的免疫防控及挑战 

陈化兰 院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10:30-11:00 题目：湖南省生猪工程 

印遇龙 院士 湖南师范大学 

11:00-11:30  题目：待定 

待定 

11:30-12:00 题目：待定 

待定 

12:00-12:30 题目：鱼类杂交育种技术的建立及应用 

刘少军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12:30-14:00  午 餐 

2018 年 11 月 17 日 下 午 

会 场（一） 会 场（二） 

14:00-15:40 学者报告 学者报告 

14:00-14:20  题目：水产基因组研究十年回顾与

展望 

陈松林 研究员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题目：待定 

宋林生 教授 大连海洋大学 

14:20-14:40  题目：深化基础认知，突破关键技

术，创新我国对虾种业 

相建海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 

题目：应用单粒子示踪技术研究石斑

鱼虹彩病毒 SGIV 侵染宿主细胞的动

态过程与机制 

秦启伟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 

14:40-15:00 题目：基于全基因组资源的鲤育种

研究 

孙效文 研究员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题目：虾类分子遗传学研究助推良种

选育 

李富花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 

15:00-15:20 题目：待定 

胡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题目：鲍对温度的适应及耐高温品种

培育 

柯才焕 教授 厦门大学 

15:20-15:40  题目：基因组编辑在鱼类遗传育种 题目：冷水鱼类抗病育种研究进展 



中的应用 

王德寿 教授 西南大学 

李月红 教授 吉林农业大学 

15:40-16:00 题目：基于全基因组信息的遗传选

育技术在大黄鱼上的应用 

王志勇 教授 集美大学 

题目：中华绒螯蟹的良种选育与应用

王成辉 教授 上海海洋大学 

16:00-16:20 茶 歇 

16:20-18:20 学者报告 学者报告 

16:20-16:40 题目：鲆鲽鱼性格差异、遗传性及

其优势的初步研究 

吕为群 教授 上海海洋大学 

题目：淡水低碳循环能效渔业模式创

建及关键技术研究 

杨品红 教授 湖南文理学院 

16:40-17:00  题目：青虾遗传育种进展 

傅洪拓 研究员  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题目：RNA 编辑对猪产肉性状形成

的发育性调控 

唐中林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基因组研究所 

17:00-17:20 题目：待定 

待定 

题目：葛根素基于调控肠道菌群与黏

蛋白减缓肠道炎症 

阮征 教授 南昌大学 

17:20-17:40 题目：我国养殖大口黑鲈种质与新

品种培育 

白俊杰 教授 中国水科院珠江所 

题目：猪肌抑素基因编辑及其调控脂

肪沉积的分子机制 

毕延震 研究员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17:40-18:00 题目：石斑鱼杂交育种及杂交子代

生长优势的研究 

张勇 教授 中山大学 

题目：基因组尺度的鱼类遗传育种研

究及应用 

徐鹏 教授 厦门大学 

18:00-18:20 题目：闭锁群体继代选育方法在罗

非鱼遗传育种中的应用研究 

罗永巨 研究员 广西水科院 

题目：Hemocyanin, a major 

antimicrobial protein from 

Litopenaeus vannamei: structural 

homology with immunoglobulins and 

molecular diversity 

章跃陵 教授 汕头大学 

18:20-20:00 晚 宴 

2018 年 11 月 18 日 上 午 

会 场（一） 会 场（二） 

09:00-10:20 学者报告 学者报告 

09:00-09:20 题目：Enhanced resistance of triploid 

crucian carp to cadmium-induced 

oxidative and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es 

刘文彬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题目：青鱼 RLR 信号通道在宿主天

然免疫中的功能机制研究 

冯浩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09:20-09:40 题目：待定 

陈天圣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题目：硬骨鱼淋巴细胞介导适应性免

疫的调控机制 

杨嘉龙 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 

09:40-10:00 题目：鱼类肌间骨种类及骨化特征

研究 

高泽霞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题目：草鱼转铁蛋白受体 1 通过促进

铁积累和氧化应激反应抑制病毒增

殖 



苏建国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10:00-10:20 题目：黄鳝规模化人工催产繁育进

展 

李忠 研究员 长江水产研究所 

题目：罗非鱼无乳链球菌病的枯草芽

孢杆菌表面展示疫苗的制备及其免

疫保护效果研究 

陈丹丹 实验师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 

10:20-10:40 茶 歇 

10:40-12:00 学者报告 学者报告 

10:40-11:00 

题目：石首鱼类的生殖细胞移植研

究 

徐冬冬 研究员 浙江海洋大学 

 

题目：弓背青鳉（Oryzias curvinotus）

基因组研究 ——本土广盐性硬骨鱼

类模式探讨 

王中铎 教授 广东海洋大学 

11:00-11:20 题目：草鱼肠道 PepT1 基因网络及

调控研究 

刘臻 教授 长沙学院 

题目：硬骨鱼类特有的 miR-462-731

簇在胚胎发育及低氧应激中的作用

机制 

王焕玲 副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11:20-11:40 题目：布氏鲳鲹生长特性研究 

骆剑 副教授 海南大学 

题目：深水网箱养殖病害防控 

孙云 副教授 海南大学 

 

11:40-12:00 题目：基于转录组测序中华鳖生长相

关分子标记的开发 

曾丹 博士研究生 湖南农业大学 

题目：宁市罗非鱼池塘表层沉积物

铜、锌、氮、磷含量及其生态风险分

析 

陈祯东 硕士研究生 广西大学 

12:00-12:20 题目：性诱导中华鳖胚胎性腺转录组

及性别基因甲基化研究 

熊钢 副教授 湖南农业大学 

 

12:20 午餐后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