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 - 

““农农业业健健康康与与环环境境””组组学学大大数数据据  

整整合合生生物物信信息息学学研研讨讨会会 
 

会 议 日 程 
 

时间 内 容 地点 

8月4日14:00-22:00 

报到 

通辽市荣达宾馆大堂

8月5日7:30-9:00 
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

馆一楼大报告厅门厅

上

午 

9:00-9:10 
开幕式 

内蒙古民族大学校领导及嘉宾致辞 
图书馆一楼大报告厅

主持人：裴志利 教授

9:10-9:30 集体合影、茶歇 图书馆前台阶 

9:30-10:00 

报告人：蔡禄 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肝细胞癌基因和 miRNA 共表达网络的构建与分

析 

图书馆一楼大报告厅

主持人： 

陈铭 教授 

黄凤兰 教授 

10:00-10:30 

报告人：马闯 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Systems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biotic stress 
responses in plants 

10:30-11:00 

报告人：李宏 教授（内蒙古大学） 

报告题目：Nucleosome distributions around transcription start 
site and their relation to gene expression in yeast  

11:00-11:30 

报告人：樊龙江 教授（浙江大学） 

报告题目：基于人支气管上皮细胞及其组学大数据为基础

的烟气风险评价研究 

11:30-12:00 

报告人：李国婧 教授 （内蒙古农业大学） 

报告题目：柠条干旱胁迫转录组数据分析以及基因功能验

证 

中

午 
12:00-13:30 午餐（自助） 荣达宾馆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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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下午大会报告 （20 分钟/报告人） 
 

下 
午 

14:00-14:20 

报告人：杨效曾 研究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报告题目：综合分析和挖掘23种植物中 microRNA 基因的功

能元件 

图书馆一楼大报告厅 

主持人： 

徐建红 教授 

邢永强 副教授 

14:20-14:40 
报告人：李晓兰 副教授（赤峰学院） 

报告题目：线虫对蒙东地区玉米田土壤健康的指示作用研究

14:40-15:00 

报告人：白海花 教授 （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蒙古人全基因组序列图谱构建与东亚人群的进化

扩散研究 

15:00-15:20 
报告人：曹培健 副研究员（国家烟草基因研究中心） 

报告题目：烟草低温胁迫下的转录组和代谢组整合分析 

15:20-15:40 茶 歇  

15:40-16:00 
报告人：李婧 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报告题目：生物网络与疾病关键肽段／蛋白质的鉴定 

图书馆一楼大报告厅 

主持人： 

陈禹保 教授 

张文广 教授 

16:00-16:20 

报告人：刘金定 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 

报告题目：EGAS：一个通用一体化真核基因组注释分析平

台 

16:20-16:40 

报告人：许正浩 副研究员（浙江中医药大学） 

报告题目：雷公藤联合甲氨蝶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 meta
分析及生物信息学研究 

16:40-17:00 

报告人：洪艳云 讲师（湖南农业大学） 

报告题目：非损伤技术分析中国野骆驼群体遗传结构及人口

历史动态 

17:00-18:00 参观内蒙古民族大学博物馆  

18:00-19:00 晚餐（自助） 荣达宾馆自助餐厅 

19:30-21:00 民族声乐欣赏 
民大音乐厅 

主持人：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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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上午大会交流（20 分钟/报告人） 
 

时间 内 容 地点 

上

午 

8:30-8:50 

报告人：刘贵明 研究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报告题目：农作物参考基因组的组装和基于高通量测序的

表观调控技术及应用 

图书馆一楼大报告厅

主持人： 

吴玉峰 教授 

刘鹏 教授 

8:50-9:10 
报告人：杨燕 教授（内蒙古农业大学） 

报告题目：Tamyb10等位基因与小麦籽粒的休眠特性相关 

9:10-9:30 

报告人：相吉山 副研究员（赤峰学院） 

报告题目：谷子穗发育调控基因（Loose Panicle 1）图位克

隆与功能分析 

9:30-9:50 
报告人：金静静 工程师（国家烟草基因研究中心） 

报告题目：基因型和环境对烟草代谢产物的影响研究 

9:50-10:10 茶 歇  

10:10-10:30 
报告人：黄凤兰 教授（内蒙古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蓖麻研究工作进展 

图书馆一楼大报告厅

主持人： 

王瑞刚 教授 

易永图 教授 

10:30-10:50 

报告人：申玉华 副教授（赤峰学院） 

报告题目：紫花苜蓿逆境响应转录因子 NAC 基因的分离及

其功能的研究 

10:50-11:10 
报告人：王晟 讲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of DNA pools 

11:10-11:30 

报告人：郭树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报告题目：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analysis of sunflower 
responsive to Verticillium dahliae infection and mining of 
resistance-related genes 

中

午 
12:00-13:30   午餐（自助） 荣达宾馆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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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下午大会交流及闭幕式（20 分钟/报告人） 
 

下 
午 

14:00-14:20 
报告人：黄琳/温成平 教授（浙江中医药大学） 

报告题目：TCMID 2.0: a comprehensive resource for TCM 

图书馆一楼大报告厅 

主持人： 

田迅 教授 

白有煌 副研究员 

14:20-14:40 

报告人：张艾明 讲师（赤峰学院） 

报告题目：磷在农田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及其对农业环境

的影响 

14:40-15:00 

报告人：王月 讲师（福建农林大学） 

报告题目：Genome-wide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utative lncRNAs in the diamondback moth, Plutella xylostella 
(L.) 

15:00-15:20 
报告人：王晶晶（浙江大学） 

报告题目：植物表观遗传修饰的多层次调控研究 

15:20-15:30 会议闭幕及茶歇 主持人：裴志利 教授 

15:30-18:00 南北乒乓球友谊对抗赛 

体育馆乒乓球运动场 

主持人： 

姚玉华 教授 

徐程 副教授 

裁判长：王伟平 教授 

15:30-17:00 分区选拔赛，南方队、北方队各选出5名队员 

17:00-17:50 南北两队各5名选手进行抽签对抗赛，5场3胜制 

17:50-18:00 颁奖仪式 

18:30- 晚餐（蒙餐） 荣达宾馆 

 

8 月 7 日生态环境考察、自由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