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数学生命科学大会暨
CSIAM 数学生命科学分会成立大会通知
（第二轮）
尊敬的专家，您好！
第一届数学生命科学大会暨 CSIAM 数学生命科学分会成立大会将于 2018 年
12 月 14-16 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会议由 CSIAM 数学生命科学专委会主办，
中山大学数学学院承办。会议内容涉及计算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生态与传
染病学和计算神经学等方向的最新进展和成果，共商数学生命科学研究的发展大
计。鉴于您在该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具有崇高的学术威望，特诚挚邀请您
莅临参会，并以邀请报告、口头报告或张贴海报的形式，介绍您在数学生命科学
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或参会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
将邀请多位海内外专家作大会报告，拟分为 4 个主题，并评选学生优秀论文
奖，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同时讨论成立组委会及其分工。热忱欢迎国内
外从事数学生命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踊跃参加！也请提早计划安排您
的参会日程！

一．会议组织
名

誉

主 席：张平文院士，江松院士，陈润生院士

学术委员会主席：巩馥洲，楼元
会

议

主 席：周天寿

组 织 委 员 会：李雷，李铁军，林伟，雷锦誌，邹秀芬，崔庆华，孙永安，张磊，陈兴，
张家军

二．会议专题
会议分如下 4 个专题，其代号分别为 A、B、C、D
A. 计算系统生物学（负责人：雷锦誌、张磊）
B. 生物信息学（负责人：李雷、万林）
C. 生态与传染病学（负责人：楼元、靳祯）
D. 计算神经学（负责人：林伟、周栋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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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邀请报告人
陈润生

院士，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chenrs@sun5.ibp.ac.cn

江

松

院士，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jiangsong9s@vip.sina.com

欧阳颀

院士，

北京大学定量生物学中心，qi@pku.edu.cn

汤

超

教授，

北京大学定量生物学中心，tangc@pku.edu.cn

聂

青

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 Irvine 分校，qnie@math.uci.edu

陈洛南

研究员，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lnchen@sibs.ac.cn

肖冬梅

教授、杰青，上海交通大学，xiaodm@sjtu.edu.cn

徐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heng_xu@sjtu.edu.cn

恒

四．优秀学生论文奖评选细则
（1）必须是 2016-2018 年间正式发表或接受发表的论文；
（2）必须是数学与生物或医学交叉的论文；
（3）申报的学生（毕了业的学生不算）必须是论文的第一作者
申报截止时间：2018 年 12 月 1 日

五．会议日程
报到时间：2018 年 12 月 14 日
正式报告：2018 年 12 月 15-16 日
报到地点：中山大学凯丰酒店（学人馆）一楼大堂
酒店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588 号中山大学北门科技文化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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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具体日程安排详见会议册）
日期
2018.12.14

时间

活动

10:00-22:00

报到注册

8:00-12:00

开幕式、大会报告

12:20-13:40

午餐

14:00-18:00

分组报告

18:30-20:30

晚宴

8:00-12:00

大会报告

12:20-13:40

午餐

14:00-18:00

分组报告

地点
中大凯丰酒店一楼大堂
凯丰酒店会议厅
凯丰酒店

2018.12.15

2018.12.16

凯丰酒店会议厅
凯丰酒店
凯丰酒店会议厅
凯丰酒店
凯丰酒店会议厅

六．会议注册费
注册网址：http://mbc2018.csp.escience.cn
2018 年 12 月 01 日前注册：会员 1200 元/人，非会员会员 1300 元/人；
学生会员 900 元/人，学生非会员 1000 元/人；
2018 年 12 月 01 日后注册：会员 1500 元/人，非会员会员 1600 元/人；
学生会员 1200 元/人，学生非会员 1300 元/人；
会议期间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七．会议注册费支付
由主办单位“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收取会议注册费及开具发票。
参会人员请将注册费汇至以下账号：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
户

名：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账

号：01090334600120105034670

汇款时请附言“单位+姓名+XXXXXX 注册费”
汇款成功后请将汇款凭证扫描件发送至大会邮箱: mls@csiam.org.cn

八．会议住宿
1、中山大学凯丰酒店（中大学人馆）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588 号中山大学北门
价格：城景大床房 450 元/晚，含单早，500 元/晚，含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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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景双床房 450 元/晚，含单早，500 元/晚，含双早；
江景双床房 525 元/晚，含单早，575 元/晚，含双早；
2、中山大学紫荆园：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南门
价格：标间：328 元/晚，不含早；
套房：428 元/晚，不含早。
3、中山大学荣光堂：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588 号中山大学北门
价格：单人房（1.2 米床 x1）：286 元/晚，含早；
大床房（1.5 米床 x1）：330 元/晚，含早；
双人房（1.2 米床 x2）：385 元/晚，含早。

九．交通指引
A. 广州白云机场
1、 打的：约 150 元
2、 机场大巴：票价：分级票价 28～32 元
（1）6 线：广州白云机场→新珠江大酒店
停靠站：广州白云机场--中信广场--南方日报社--新珠江大酒店（中大北门）
运营时间：05：00～21：00

发车间隔：30 分钟

（2）10 线：广州白云机场→广州轻纺交易园
停靠站：广州白云机场-- 海涛酒店 -- 广州轻纺交易园（中大西门）
3、 地铁：机场站-----中大站 A 出口（近中大南门）或者 B 出口（近中大西门）
B．广州南站高铁站
1、 打的：约 70 元；
2、 地铁：广州南站-中大站 A 出口（近中大南门）或者 B 出口（近中大西门）
C．广州东站
1、打的：约 35 元；
2、地铁：广州东站-中大站 A 出口（近中大南门）或者 B 出口（近中大西门）
D．广州火车站
1、打的：约 45 元；
2、地铁：广州火车站-中大站 A 出口（近中大南门）或者 B 出口（近中大西门）

十．会务组联系方式
学术事项：周天寿 13710636599

mcszhtsh@mail.sysu.edu.cn

张家军 13751725506

zhjiajun@mail.sysu.edu.cn

后勤服务：马中莲 13922409890

zhonglianma@foxmail.com

4

中山大学数学学院
2018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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