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张贴 

关于召开“中国昆虫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的通知 

（第二号） 

经中国昆虫学会十届八次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学会拟于 2021 年 10 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

“中国昆虫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学术年会是全国昆虫学界层次最高、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科

技盛会，对于推进我国昆虫学科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大会特邀在国内

昆虫学相关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并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院士、专家学者做学术报告，学会诚挚邀

请和欢迎昆虫学界的同行参加本次会议。此次会议由中国昆虫学会、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中

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联合主办，陕西省昆虫学会和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

验室协办，云南滇吉会议服务有限公司承办，还有近 10 家昆虫学相关企业参加协办并展示企业最

新成果。目前会议已进入紧张的筹备阶段，请全体会员积极配合。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举办时间、地点、规模 

1.时间：2021 年 10 月 13-16 日 

        10 月 13 日下午 14：00 开始报到；14 日大会报告；15 日分组讨论；16 日离会。 

                 2.地点：陕西大秦温泉酒店（西安市天台路南段 15 号） 

3.规模：600 人 

二、会议内容 

1.召开中国昆虫学会十届七次全国理事会扩大会议 

参加人员:十届理事及各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为保证会议的有效性，理事会严格执行考勤制度，

确实有原因不能参加会议的理事，请委托他人并携带委托书参加会议。两次无故不出席理事会

议将在下一次换届时取消理事资格。 

2.学术讨论会 

  （1）开幕式；颁发中国昆虫学会第十届青年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卢  虹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 杨  鑫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 

3 郑  浩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4 聂瑞娥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5 牛康康 华南师范大学特聘副研究员 

6 王关红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7 赵志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8 王兴亮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9 万贵钧 南京农业大学副研究员 

10 王玉玉 河北农业大学副教授 



（2）大会报告，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工作单位及职务 

1 康振生 作物病害绿色防控策略与技术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2 钱旭红 待定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3 王关红 昆虫微生物群落的功能挖掘与媒介昆

虫防控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4 陈  立 红火蚁化学物质的生态学功能 河北大学教授 

5 杜  鹃 昆虫节律的表观遗传调控—PcG 蛋白

复合体对睡眠的调控 

中国农业大学（优青获得者） 

6 杨海涛 利用Wolbachia控制虫媒传染病的分子

机制 

上海科技大学教授（长江特聘教授） 

7 邹  媛 寄生蜂性别决定机制的研究 中山大学副教授 

8 陈亚州 跨界 RNA 调节昆虫—植物的相互作用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 

9 Jackson 

Champer 

利用基因驱动修饰和抑制种群的挑战

与机遇 

北京大学研究员 

 

（3）10 月 15 日：分会场学术交流：拟设 9 个分会场，分组学术报告由第十届专业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负责安排和组织，以特邀报告和申请报告的形式进行。申请在分会场作报告的参会代表，

请于 9 月 23 日晚 18 时前与分组召集人确认。各专委会主任请于 9 月 24 日晚 18 时前按照附件分

组报告安排的表格制作完成后发给学会。最终由学会根据各专业组上报的情况安排，报告人和题

目将编印在《会议指南》中。拟设分组讨论如下： 

分会场 1：昆虫分类、古昆虫学组、直翅类昆虫组 

          召集人：乔格侠研究员（昆虫分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qiaogx@ioz.ac.cn 

         姚云志教授（古昆虫），首都师范大学，yaoyz100@126.com 

张龙教授（直翅类昆虫），中国农业大学，locust@cau.edu.cn 

分会场 2：昆虫生理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组 

          召集人：李飞教授，浙江大学，lifei18@zju.edu.cn 

分会场 3：昆虫发育与遗传学组 

召集人：李胜教授，华南师范大学，lisheng@scnu.edu.cn 

分会场 4：昆虫生态与农业昆虫学组 

召集人：张文庆教授（昆虫生态），中山大学，lsszwq@mail.sysu.edu.cn 

戈峰研究员（农业昆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gef@ioz.ac.cn 

分会场 5：生物防治、蜱螨、医学昆虫及城市昆虫学组 

召集人：陈学新教授（生物防治），浙江大学，xxchen@zju.edu.cn 

王进军教授（蜱螨），西南大学，wangjinjun@swu.edu.cn 

赵彤言研究员（医学昆虫），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tongyanzhao@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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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建初教授（城市昆虫），浙江大学，mojianchu@zju.edu.cn 

分会场 6：林业昆虫与资源昆虫学组 

          召集人：张永安研究员（林业昆虫），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zhangyab@caf.ac.cn 

                 陈晓鸣研究员（资源昆虫），中国林业科学院资源昆虫研究所，cafcxm@139.com 

分会场 7：外来入侵与检疫学组 

          召集人：周忠实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zhouzhongshi@caas.cn 

分会场 8：昆虫毒理与害虫抗药性组 

          召集人：张友军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zhangyoujun@caas.cn 

梁沛教授，中国农业大学，liangcau@cau.edu.cn 

分会场 9：昆虫微生物组学与昆虫基因组学组 

          召集人：杨红教授（昆虫微生物组学），华中师范大学，hyang@mail.ccnu.edu.cn 

       王宪辉研究员（昆虫基因组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wangxh@ioz.ac.cn 

三、墙报展示（墙报自备） 

请需要墙报展示的代表及企业自行制作易拉宝带到会上宣传。墙报要求如下：  

1.尺寸：宽 80cm×高 200cm 以内，要求图文并茂，文字简明扼要。 

2.热忱欢迎昆虫学及相关领域企业参加会议墙报展示，介绍企业和产品，有意展示和资助的企业

请联系学会。 

四、会议费、缴费方式及截止日期 

1.会 议 费：1600 元/人（9 月 25 日前交纳）；1900 元/人（9 月 25 日后及报到时缴纳）； 

非会员 2200 元/人。 

2.缴费方式：会前汇款、现场缴费和刷卡。汇款请注明姓名、单位和“2021 年会”字样，汇款后，

将汇款扫描件通过邮件发给学会，并提供有效邮箱地址，学会将提供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同等

效应）并在开具后发到您的回执邮箱，请自行查收打印。若因疫情原因会议延期或取消，会员可

申请延续明年年会使用或申请退款。请参会会员于 9 月 30 日前将会议费汇至学会账户并将回执

发给学会，以便学会和酒店签订会议用房协议。具体汇款信息如下： 

        户    名：中国昆虫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帐    号：0200004509089163471 

五、住宿、交通费及考察费自理 

    会议统一安排用餐，往返交通费及住宿费自理； 

    住宿标准：豪标：400 元/天/间；豪单：430 元/天/间；套房：980 元/天/间。     

六、健康防疫和会议纪律 

1. 健康防疫：为保障各位参会代表的健康安全，请各位代表在会议期间自行准备和佩戴口罩。入

住酒店时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告。 

mailto:zhangyab@caf.ac.cn
mailto:zhangyoujun@caas.cn
mailto:liangcau@cau.edu.cn
mailto:hyang@mail.ccnu.edu.cn
mailto:wangxh@ioz.ac.cn


2. 会议纪律：为了积极为了规范学术会议管理，严肃会议纪律。会议用房只提供给参加会议且注

册的会议代表入住；请参会代表一律佩戴代表证进入大会场和分组会场。未注册的会议代表不得

随意进入会场。请各省、市昆虫学会负责人及全体理事认真做好会议协调工作，确保大会的整体

运行。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孟晓星  010-64807135 

    E-mail： entsoc@ioz.ac.cn 

 

主办单位：中国昆虫学会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协办单位：陕西省昆虫学会 

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承办单位：云南滇吉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8 日 

中国昆虫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 税号 手机 邮箱 
是否申请 

分组报告 

是否自行 

携带墙报 

住宿标准（单、

标、套间） 

是否 

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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