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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生物大分子相分离与相变分会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生物大分子相分离与相变分会 2022 学术年会 

招商函 

“第三届全国生物相分离和相变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生物大分子相分离与相变分会年会” 将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27 日

在上海市举办。会议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生物大分子相分离与相变分

会主办，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中心、复旦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承办。此次会议的主题定为 “相变与人类健康”。会议

将围绕生物大分子相分离/相变的基本理论问题；蛋白相分离/相变执

行生理功能及病理毒性的机制研究；发展研究与表征蛋白相分离的新

技术及新方法等方面。邀请我国相关领域的优秀学者展示最新科研成

果，深入探讨生物大分子相分离/相变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及技术瓶

颈，搭建多学科融合发展、广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大力推动国内相

关领域的创新性发展，面向人类健康事业，促进生物大分子相分离/相

变基础领域研究向临床医学及药物研发的快速转化。 

本次会议设七个主题：（一）蛋白质相分离/相变调控机制；（二）

蛋白质相分离/相变与细胞信号传导；（三）植物中的蛋白质相分离/相

变；（四）生物大分子相分离紊乱与人类疾病；（五）新技术与新工具；

（六）生物大分子相分离/相变的化学生物学研究；（七）生物大分子

相分离/相变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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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时间：2022 年 11 月 24-27 日 

布展时间： 11 月 24 日 

展览时间： 11 月 25-27 日 

撤展时间： 11 月 27 日下午 

 

 

地点：上海市 

 

会议主办单位：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生物大分子相分离与相变分会 

 

会议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会议主席：   刘聪 研究员    温文玉 教授 

会议秘书长： 阮科 教授      李丹   教授  

 

学术委员会： 

张明杰、张宏、施蕴渝、袁钧瑛、姚雪彪、何彦、李丕龙、丁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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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聪、戚益军、阮科、沈晓骅、温文玉、李丹 

               

会议日程* 

时间 日程 

11 月 24 日  报到 

11 月 25 日  开幕式、学术报告 

11 月 26 日 学术报告，学生论坛 

11 月 27 日  学术报告，闭幕式（中午离

会） 

 

我们真诚的邀请相关领域内的企业参加本次会议，展示贵司的最

新科研成果、产品和技术；了解相分离和相变领域发展的最新趋势、

重点问题和热点话题。我们期待您的莅临！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生物大分子相分离与相变分会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学术交流部（代章）    

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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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赞助项目 

大会主赞助  15 万元  限独家（已预定） 

主要权益: 

大会背景板及宣传物料上显示企业 LOGO，列示为“大会独家主赞助

商” 

主持人口播致谢 

赠送大会现场显著位置广告位 

赠送大会会议手册封底/封二/（任选 1P）广告 

提供 5 人免费注册费 

可在大会资料袋中放置一份企业宣传资料 

会议网站展示公司图标 

10 分钟会场报告时间 

提供一个展位 

 

大会协办赞助   10 万元 限 3 家（已预定） 

主要权益: 

大会背景板上列示为会议“协办单位” 

主持人口播致谢 

大会宣传物料上显示企业 LOGO 

赠送大会会议手册内页广告 1P 

提供 5 人免费注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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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网站展示公司图标 

10 分钟会场报告时间 

提供一个展位 

 

专项赞助： 

会议用水赞助 （3 天，11 月 25-27 日） 3 万元 独家 

主要权益: 

邀请作为大会会议用水赞助商  

企业名称和公司标识印制在饮用水瓶身 

提供 2 人免费注册 

会议网站展示公司 LOGO 

 

茶歇赞助(2 天，11 月 25-27 日) 5 万 独家  

主要权益: 

邀请作为大会茶歇赞助商;  

茶歇区显著位置摆放公司宣传展架 2 个;  

会场播放公司 PPT 或视频  

三分之一页会刊广告 

提供 3 人免费注册 

 

晚宴赞助(11 月 25 日晚)  5 万 独家 （已预订） 

主要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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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作为独家晚宴冠名企业 

宴请企业领导参加欢迎晚宴，并与重要嘉宾同席交流  

桌牌印制企业名称和标识  

指定区域摆放公司宣传展架 2 个 

在会场播放公司 PPT 或视频 

三分之一页会刊广告  

提供 4 人免费注册 

会议网站展示公司 LOGO 

 

会议包赞助 3 万 独家（已预订） 

主要权益: 

邀请作为大会会议包赞助商  

会议袋背面印制企业名称、标识  

会议笔印制企业名称、标识 印制数量 600 套  

在会场播放公司 PPT 或视频  

三分之一页会刊广告 

提供 2 人免费注册 

会议网站展示公司 LOGO 

 

优秀青年科学家赞助 10 万 

主要权益:  

企业领导受邀出席颁奖仪式，与大会主席共同颁发优秀青年科学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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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宴请企业领导参加欢迎晚宴，并与重要嘉宾同席交流  

在会场播放公司 PPT 或视频 

一页会刊广告 

提供 4 人免费注册 

会议网站展示公司 LOGO 

 

分论坛口头报告：3 万元 

1．与公司产品或技术相关的 10 分钟分会报告，分会主席将对报告内

容把关； 

2. 2 个免费参会名额 

 

展台曝光赞助  

主要权益: 

1、钻石赞助商：6 万元。 公司图标放在会议网站上，2 张会议休息

期间主动播放 PPT slides,会刊 1/2 页广告，参展区（茶歇厅）醒目位

置展台，提供 4 人免费注册； 

2、超白金赞助商：4 万元。 公司图标放在会议网站上，1 张会议休

息期间主动播放 PPT slides,会刊 1/3 页广告，参展区（茶歇厅）较醒

目位置展台，提供 3 人免费注册； 

3、黄金赞助商：3 万元。 公司图标放在会议网站上，1 张会议休息

期间主动播放 PPT slides,会刊 1/4 页广告，离会场较远位置展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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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2 人免费注册； 

4、白银赞助商：2 万元。 公司图标放在会议网站上，1 张会议休息

期间主动播放 PPT slides,会刊 1/4 页广告，离会场较远位置展台，提

供 1 人免费注册。 

 

公司赞助/展览咨询： 

张月明：电话：15021148552 ，Email：zhangyueming@mail.sioc.ac.cn 

岳同岩：电话：13501326256，Email：yuetongyan@bsc.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