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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文件
浙学会发〔2017〕02号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

会议通知
各理事、会员，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及相关单位：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将于2017年3月24日-25日

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由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主办，精神医学分会承

办，会议收取注册费600元/人，参会人员交通及住宿自理。本次会议

的主题为“精神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参会人员经考核通过后可

获得国家级Ⅰ类学分6分。

投稿信息：会议截稿日期延至3月5日，在此日期之前收到的摘要均会

收录至会刊。本次会议将开展优秀poster评选，并对获奖人员进行适

当奖励，投稿者需在填写回执时勾注参与评选，组委会将择优予以展

示。投稿邮箱：liuli2014@zju.edu.cn。

大会组委会诚邀各位参会！

会议相关信息如下：

大会组委会：

大会主席：罗建红 浙江大学

大会执行主席：许 毅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主任

大会秘书长：李晓明 浙江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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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组：罗建红、李晓明、许毅、施剑飞、章健民、徐松泉、谢健、

高静芳、阮列敏、叶敏捷

会务组：黄满丽、黄金文、陆邵佳、胡婵婵、陈京凯、牟婷婷

秘书组：

刘 莉 13600529722

黄满丽 13957162975

胡婵婵 18868735043

浦佳丽 15088688405

酒店联系方式：

会议酒店：纳德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纳德自由酒店

酒店地址：杭州湖州街20号

协议价格：标间310元/间/日

订房电话：0571-88281999

缴费方式（银行汇款）：

户 名：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

账 号：10450000000531972

开户行：华夏银行杭州分行营业部

联系人：刘莉

联系方式：0571-88981758/13600529722

E-mail:liuli2014@zju.edu.cn

附件：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会议日程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

2017.2.23

抄报：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浙江省继续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办公室 2017年2月23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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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会议日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3月24日

12:00 – 22:00 报到时间 酒店大堂

17:00 – 18:30 晚餐 二楼钱江潮餐厅

18:30– 20:30 一届六次理事会议 四楼文澜厅

20:30 –21:30

（各专业委员
会会议）

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会议 二十一楼文竹厅

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会议 二十一楼木兰厅

3月25日

（上午）

08:00 – 08:10 领导致辞

四楼宴会厅08:10 –09:30 大会特邀报告

09:30 – 10:00 合影、茶歇

10:00 – 12:00 分会主题报告

12:00 – 13:00 午餐 二楼钱江潮餐厅

3月25日

（下午）

13:00 – 15:40 分会主题报告

四楼宴会厅

15:40 – 15:50 茶歇

15:50 – 17:10 主题报告

17:10 – 17:30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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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5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主持人

08:00-08:10 领导致辞 罗建红、许毅 李晓明

08:10-08:50
报告：精神医学的未来和

展望

陆林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许毅、郑秀珏

08:50-09:30

报告：Gamma Oscillation

Dysfunction in mPFC

Leads to Social

Interaction Deficit in

Neuroligin 3 R451C

Knock-in Mouse Model of

Autism

罗建红

浙江大学

09:30-10:00 合影、茶歇

10:00-10:30

报告：From the habenula

to the raphe: neural

circuit for reward and

punishment processing

罗敏敏

清华大学

张宝荣、祝胜美

10:30-11:00
报告：双相障碍生物学研

究进展

许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1:00-11:30 报告：卒中后抑郁
罗本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施剑飞、章健民

11:30-12:00 报告：
郑秀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2:00-13: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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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5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主持人

13:00-13:40
报告：新型精神药物的进展

和临床未满足需求

李华芳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钱敏才、叶敏捷

13:40-14:10 报告：酒与成瘾行为
陈致宇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14:10-14:40
报告：题目（待定）

神经修复与康复分会提供

杨小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张宝荣、郑秀珏

14:40-15:10
报告：麻醉与认知 祝胜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5:10-15:40
报告：AD的诊治进展及免疫

治疗

彭丹涛

卫计委中日友好医院

15:40-15:50 茶歇

15:50-16:10

报告： Making Sense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Genes Through

Neuroscience

马欢

浙江大学

高静芳、邢葆平

16:10-16:30

报告：Risk genes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age

at onset of bipolar

disorder

韩玉青

萧山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16:30-16:50

报 告 ： The effects of

miR-219a-5p in the

methamphetamine

addiction

潘俭

宁波大学医学院

阮列敏、徐松泉

16:50-17:10

报告：儿童期创伤对健康成

人执行功能的影响及其脑

功能机制研究

陆邵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7:10-17:30
总结(优秀分会表彰，优秀

壁报表彰)
罗建红、许毅 李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