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届国际药用菌大会第二轮通知 

2019 年 9 月 19-22 日，中国 南通 

国际药用菌大会是全球食药用菌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活动之一，素有“食药用菌界的

奥林匹克盛会”之称，是国际食药用菌界专家、学者及产业界人士交流和互动的专业平台。 

1999 年美国 Begell House 出版社创刊了《国际药用菌杂志》（简称 IJMM），是药用菌

科研和产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2001 年首届国际药用菌大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办，

自那时起，国际药用菌大会每两年举办一次。2003 年第二届国际药用菌大会在泰国芭堤雅

举办；2005 年，第三届国际药用菌大会在美国举办；2007 年，第四届国际药用菌大会在斯

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举办；2009 年第五届国际药用菌大会在中国南通举办；2011 年第六届

国际药用菌大会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举办；2013 年，第七届国际药用菌大会在中国北京举

办；2015 年第八届国际药用菌大会在哥伦比亚举办；2017 年第九届国际药用菌大会在意大

利巴勒莫举办；2019 年，第十届国际药用菌大会将再一次在中国南通举办。 

南通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经济带，紧邻上海，是著名的长寿之乡、体育之乡、

教育之乡。这里依江傍海，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一山、一水、一人、一城、一桥，一菇，

彰显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的无穷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 

大会主题： 

药用菌科学的创新与挑战 
Medicinal Mushroom Science: Innovation and Challenge 

主办单位： 

国际药用菌学会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中国菌物学会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承办单位：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食用菌分会 
科技部食用菌新种质资源创制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农村部食用菌加工重点实验室 
国家食药用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经济菌物研究与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食用菌协会 

协办单位： 

吉林农业大学 
江苏省食用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四川旅游学院烹饪学院 
江苏省苏微微生物研究有限公司 
江苏安惠药用真菌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专业媒体支持单位： 

易菇网：www.emushroom.net 
灵芝新闻网：http://ganodermanews.com 
《食药用菌》杂志：www.emmushroom.com 

时间和地点： 

第十届国际药用菌大会将于 2019 年 9 月 19-22 日在中国江苏南通举行。 
会议地点：安惠国际会议中心（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 68-A 号） 
报到时间：9 月 18 日。 

大会组织机构： 

大会组委会： 

名誉主席：张树庭教授、Solomon P. Wasser 教授 
主席：李玉院士 
执行主席：陈惠先生 
副主席：戎卫东先生 
秘书长：刘自强先生 
副秘书长：严鑫女士、赵东明先生 
电子邮箱：secretary@immc10.com 

国际科学委员会： 

张树庭教授（澳大利亚/中国） Solomon P. Wasser 教授（以色列/乌克兰） 
李玉院士（中国） 林志彬教授（中国） 
Ulrike Lindequist 教授（德国） Guiseppe Venturella 教授（意大利） 
Carmenza Jaramillo 博士（哥伦比亚） Omon S. Isikhuemhen 教授（美国/尼日利亚） 
Franc Pohleven 教授（斯洛文尼亚） Marin Berovic 教授（斯洛文尼亚） 

Borut Strukelj 教授（斯洛文尼亚） Naohito Ohno 教授（日本） 
Geogios I. Zervakis 教授（希腊） 罗慧珍教授（中华台北） 
毛正伦教授（中华台北） 吴声华博士（中华台北） 
许瑞祥教授（中华台北） Peter C. K. Cheung 教授（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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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ay K. Varshney 教授（印度） Hikmet Hakan Aydin 教授（土耳其） 
Raj D. Rai 教授（印度） John Holliday 博士（美国） 
Miomir Niksic 教授（塞尔维亚） Nadezda V. Psurtseva 博士（俄罗斯） 
Andrei Goncharov 教授（俄罗斯） Vikineswary Sabaratnan 教授（马来西亚） 
Mikheil Asatiani 博士（格鲁吉亚） Angela Amazonas 博士（巴西） 
Ivan Jakopovic 教授（克罗地亚） Keto E. Mshigeni 教授（坦桑尼亚） 
姚一建研究员（中国） 陈若芸教授（中国） 
张劲松研究员（中国） 朱平教授（中国） 
杨宝学教授（中国） 孙晓波教授（中国） 
胡秋辉教授（中国）  

国际出版委员会： 

张树庭教授 （澳大利亚/中国） Solomon P. Wasser 教授（以色列/乌克兰） 
李玉院士（中国） 姚一建研究员（中国） 
杨晓彤教授（中国） 王琦教授（中国） 
陈明杰研究员（中国） 包海鹰教授（中国） 
林俊芳教授（中国） 卜素教授（中国） 
张波博士（中国） 刘洋博士（中国） 
田霄飞博士（中国） 刘朴博士（中国） 
程抒劼博士（中国） 蒋丹女士（中国） 
徐春花女士（中国）  

大会议程： 

1、 主旨演讲： 
1) Solomon P. Wasser 教授（以色列/乌克兰） 

Are Mushrooms Indeed Medicinal?（蕈菌真的能作为药用吗？） 
2) 李玉院士（中国） 

A History of Medicinal Mushroom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China（中国药用菌的

过去、现在和将来） 
3) Ulrike Lindequist 教授（德国） 

On the Way to an Evidence-Based Mushroom Therapy - What Can Be Done? （蕈菌治

疗学的循证之路——我们能做什么？） 
4) 张劲松研究员（中国） 

Study on Key Problems of Ganoderma lucidum Industry Development（灵芝产业发展

关键问题的研究）   

2、药用菌学术论坛： 
1) Biodiversity and Ethnomycology of Medicinal Mushrooms (Conservation, Taxonomy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Impact) 药用菌的生物多样性和民

族真菌学（资源保育、系统分类、生态分布、应用历史及社会影响）； 
2) Genetics and Breeding of Medicinal Mushrooms (including Molecular Biology) 药用菌



的遗传和育种（含分子生物学）； 
3) Cultivation and Fermentation of Medicinal Mushrooms 药用菌的栽培和发酵； 
4) Biochemistry and Pharmacology of Medicinal Mushrooms’ Active Compounds 药用菌

活性成分生物化学和药理学； 
5) Medicinal Mushrooms in Veterinary and Agriculture 药用菌在动物和农业中的应用； 
6) Medicinal Mushrooms in Clinical Practice 药用菌的临床应用； 
7) Nutritional and Medicinal Values of Mushroom Products 药用菌产品的营养价值和药

用价值； 
8) Industrialization of Medicinal Mushrooms Products (including Management, Marke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Standardization) 药用菌的产业化（含管理、市场、营销、法

律法规、标准化、规范化）。 

3、中国工程科技论坛——菌物大健康产业论坛： 

该会议是中国工程院目前高档次的系列学术会议之一，论坛广邀全球菌物界知名专家，

围绕菌物大健康产业开展多方位、多角度的学术性与前瞻性主题研讨，力求通过多学科的

交叉与融合探求菌物药发展趋势，推进中国菌物药研究事业的发展与升级，引领菌物大健

康研究向更专业、广泛和一体化的高度发展。 

论坛形式：主题报告、学术研讨 
论坛时间：2019 年 9 月 19-21 日，18 日报到，21 日离会      
论坛地点：安惠国际会议中心（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 68-A 号） 
论坛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工程院 
          中国菌物学会 

吉林农业大学 
承办单位：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食用菌及制品分会 

科技部食用菌新种质资源创制国际联合中心 
农业农村部食用菌加工重点实验室 
国家食药用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论坛议题： 
论坛将本着聚焦前沿问题、聚集顶级专家、聚合学术观点、聚变论坛成果的原则，

就以下题目进行深入探讨： 
1) 菌物药与健康产业； 
2) 菌物药种质资源； 
3) 菌物药品质鉴定、质量控制及安全性； 
4) 菌物药活性成分、作用机制、形成机理研究； 
5) 菌物药与文化； 
6) 菌物药的教学与人才培养。 

 
 



4、张树庭教授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 

研讨会形式：主题报告、学术研讨 
研讨会时间：2019 年 9 月 18 日全天      
研讨会地点：安惠国际会议中心（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 68-A 号） 

5、海报汇报：  

海报张贴时间：9 月 19-22 日 8:30-18:00。 
海报交流时间：9 月 21 日 16:00-18:30。 
张贴海报应包括题目、作者、工作机构、目的、方法、结论及参考文献。张贴海报请

自备，尺寸不超过 80×110 厘米（宽×高）。 

6、国际食药用菌产业展： 

国际食药用菌产业展提供 20 个国际标准展位（3 米×3 米）和 6 个特装展位（6 米×6
米），展览范围覆盖食药用菌各个领域，包括食药用菌菌种、加工产品、栽培设备以及本

领域最新出版物等。如有意向，请与大会组委会黄亚东先生、顾旭先生联系。 

展馆地址：国际食用菌培训中心（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 68-A 号） 
展示时间：9 月 18 日报到布展，9 月 19-22 日展示，9 月 22 日 14 点撤展。 
联系人：黄亚东（13552827268）、顾旭（13506270081） 
电话：010-87109860     传真：010-87109861    
电子邮件：expo@immc1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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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征集： 

1、根据大会统一安排，本次会议将编辑出版英文版大会摘要和论文集。请参会人员按

照会议主题和相关议题积极撰文。 

2、应征稿件必须未在有关杂志上公开发表。 

3、稿件必须用英文撰写。摘要和全文的格式和提交要求请登陆 www.immc10.com 下

载。大会将会对稿件择优录用，并且正式发表。大会国际学术委员会将选择优秀论文，推

荐发表于《国际药用菌杂志》（IJMM）。摘要请务必于 2019 年 6 月 5 日之前在网站

（www.immc10.com）上传，字数要求为 300-500 字。IMMC10 秘书处通知您的摘要被录用

后，请按照大会要求 IJMM 的论文格式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将全文在网站

（www.immc10.com）上传。摘要和论文的提交格式必须是 Word 格式。 

4、为了鼓励药用菌领域的学者积极投稿，本次大会设立优秀论文奖，将评选出一等奖

1 名，奖金 2 万元人民币；二等奖 3 名，奖金 5 千元人民币；三等奖 5 名，奖金 3 千元人

民币。评奖相关信息请登陆 www.immc10.com 点击下载关于设立“第十届国际药用菌大会

优秀论文奖”的通知。 

大会重要日期： 

2018 年 8~9 月       开放大会官方网站并发送第一轮通知 
2018 年 9 月         开放在线注册 
2019 年 4 月 15 日    发送第二轮通知 
2019 年 6 月 22 日    摘要补充征集提交截止 
2019 年 7 月 5 日     摘要接收情况通知 
2019 年 6 月 30 日    优惠注册截止 
2019 年 7 月 31 日    全文提交截止 
2019 年 8 月 31 日    在线注册关闭、酒店预订截止 
2019 年 9 月 18 日    现场报到注册 
2019 年 9 月 19-22 日   第十届国际药用菌大会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www.immc10.com 

大会注册与展览费用： 

1、大会注册费： 

本次大会采用网上在线注册，请登录 www.immc10.com 填写相关信息完成大会预注册。 

请注意以下收费，只针对中国国内及港澳台参会代表，凡持国外护照者参会交费，请

参照英文版会议通知。转账汇款时产生的手续费等其他费用由汇款人自行承担。 

如有注册缴费方面的问题，请发邮件至 secretary@immc1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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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类型 优惠价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前） 

正常价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后） 

参会代表 3588 元 3888 元 
学生 2488 元 2688 元 

陪同人员 2488 元 2688 元 

备注：学生注册时，必须在注册表后随付学生证和学院领导签字证明学生身份的信件，

并经组委会秘书处审核成功后方可享受学生注册优惠价。 

注册费包括：大会会议资料、礼品、同声翻译、大会期间的中餐和晚餐、茶歇、大会

开、闭幕式、会中参观游览等活动的费用。以上费用不含住宿费，会后考察费用另行收取。 

2、国际食药用菌产业展展位费：           

国际食药用菌产业展每个标准展位的展位费为 6688 元。每个标准展位配置围板（围板

高度 2.5 米）照明电源、展示桌一张、椅子两把、射灯两个。特装展位光地价格为每平方

米 600 元，光地预定面积 36 平方米起，参展企业自行负责展台设计和搭建。 

备注：每个标准展位报价均包含一人的大会注册费，每个特装展位包含四人的大会注

册费。 

3、付款方式： 

1) 国内转账汇款（人民币账户）： 
收款单位：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开户行：交通银行东单支行 
账号：1100 6019 4018 0100 01190 
备注：通过国内汇款方式支付可免手续费，并可优先申请开具发票。 

2) 在线支付： 
国内参会代表在大会官方网站（www.immc10.com）注册后，可以通过网银和在线

支付平台完成大会注册费的在线支付。 
备注：通过在线支付的方式，支付平台会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手续费由汇款

人自行承担。  

3) 现场支付： 
大会报到当天提供微信、支付宝扫码，刷银行卡以及现金支付等现场支付方式。 
备注：现场支付可能会存在现场等待时间长和票已售罄的情况，并且现场支付不

享受提前支付的优惠价，建议采用转账和在线支付方式提前支付会费。 

4、发票： 

如需开具发票，请在大会官网注册页面正确填写开票信息，并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

之前提出开票申请，逾期将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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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规定： 

通过在线支付或汇款预交费的参会者，如果因故不能参会，请尽早给组委会发邮件

（secretary@immc10.com）提出书面退款申请。 

2019 年 5 月 1 日之前 退 80%注册费 

2019 年 5 月 1 日~8 月 1 日 退 50%注册费 

2019 年 8 月 1 日以后 不予退款 

请注意：会议结束后统一办理退款。 

酒店预订： 

大会组委会目前的协议酒店为南通滨江洲际酒店和南通星湖智选假日酒店，预订上述

两家酒店可以享受大会协议折扣价。组委会提供上述两家酒店至会场的免费接送服务。 

因协议酒店折扣房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建议提前支付房款。折扣房仅限9月18日至9
月22日会议期间预订，会议期间外或者折扣房订满后，将按照酒店官方平台原价。如在酒

店预订中有任何问题，请发邮件至 hotel@immc10.com。 

1、南通滨江洲际酒店  

酒店名称 房型 优惠房价（元/每夜/每间） 

南通滨江洲际酒店 

豪华大床房 650 
豪华双床房 650 
江景大床房 750 
江景双床房 750 

注意： 
1) 上述价格已包含服务费及增值税税费。 
2) 南通滨江洲际酒店以上房型报价仅含 1 份自助早餐，如需增加早餐，价格为每人

每份人民币 100 元。 
3) 如果想与人合住，请在酒店预订表格中写下合住人的姓名。两人入住同一房间

的，只需其中一人登记，避免重复预订。 
4) 入住时间为 14:00，退房时间为 12:00。 

预订方式：请至官网完成大会注册，在个人中心“酒店预订”栏中，选择所需的房型

确认酒店预订，预订信息将直接发送至酒店联系人邮箱（孙洁 annie.wu@icnantong.com），

费用支付和发票开具请直接与酒店联系。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跃龙南路 508 号 （距离主会场约 8 公里） 
网址：https://www.ihg.com.cn/intercontinental/ 
预订联系人：孙洁（13812696142）       电子邮件：annie.wu@icna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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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通星湖智选假日酒店  

酒店名称 房型 优惠房价（元/每夜/每间） 

南通星湖智选假日酒店 
智选大床房 318 
智选双床房 318 

注意： 
1) 上述价格已包含服务费及增值税税费。 
2) 南通星湖智选假日酒店以上房型报价含1-2份自助早餐，根据房间入住人数而定。 
3) 如果想与人合住，请在酒店预订链接中写下合住人的姓名。两人入住同一房间

的，只需其中一人登记，避免重复预订。 
4) 入住时间为14:00，退房时间为12:00。 

预订方式：请至官网“酒店预订”页面，点击“立即预订”进入预订页面，填写个人信

息后完成预订，费用支付和发票开具请直接与酒店联系。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大道 1101 号星湖 101 广场 3 座（距离主会场

约 2 公里） 

网址：https://www.ihg.com.cn/holidayinnexpress/ 
预订联系人：季曙彬（18260599765）         电子邮件：shop.ji@ihg.com 

赞助： 

第十届国际药用菌大会组委会真诚邀请有志于推动国际食药用菌产业发展和进步的单

位及个人提供经费赞助。赞助金额分为以下五个等级：钻石赞助商(20 万元人民币)，黄金

赞助商(10 万元人民币)，白银赞助商(5 万元人民币)，青铜赞助商(3 万元人民币)，友情赞

助商（1 万元人民币）。  

请有意赞助本次大会的单位和个人与大会组委会黄亚东先生、刘自强先生联系。 

联系人：黄亚东（13552827268）、刘自强（13311573135） 
电话：010-87109860        传真：010-87109861  
电子邮件：expo@immc1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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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大会官方语言为英语，为了方便国内代表参会，大会全程安排专业同声翻译。 

天气： 

九月份南通温度范围为 18~30°C。 

护照及签证： 

进入中国国境内必须具备护照及入境签证。如有疑问，参会人员可去最近的中国驻外

国领事馆进行详细的咨询。 

申请签证时，参会人员须先完成网上注册并支付参会费。大会秘书组会以邮件或传真

的形式发出一份正式的邀请函。 

邀请函： 

任何关于正式邀请信件的问题可直接发到邮箱 secretary@immc10.com。邀请函只为方

便参会人员办理交通和签证事宜，不包括或隐含任何餐饮及其他经费。 

保险： 

注册费不含参会者意外、疾病、盗窃、财产损失等保险费用。建议参会者提前自行购

买个人保险。 

交通： 

第十届国际药用菌大会地址：安惠国际会议中心（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

路 68-A 号）。 

飞机：离南通兴东国际机场（机场代码：NTG）约20公里，南通兴东国际机场目前已

开通深圳、昆明、成都、天津、广州等国内35个城市航班以及大阪、台北、曼谷、芽庄4个
国际航班。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机场代码：PVG）约180公里，离上海虹桥机场（机场代

码：SHA）约120公里。 

火车：离南通火车站约20公里，南通火车站有开往南京、北京、太原、重庆、吉林、济

南、徐州、武汉等多地的快速列车和动车。离上海虹桥高铁站约120公里，离上海火车站约

130公里。 

汽车：离南通汽车站约 17 公里，南通汽车站营运范围横跨苏、皖、豫、鲁、京、蒙

等 15 个省市，与 80 个市县开通了直通车；离南通汽车客运东站 12 公里，南通汽车客运

东站主要经营经苏通大桥向南的南京、苏州、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及安徽、山

东、湖南、河南、陕西等省、市际线路和南通市范围内的县级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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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国际药用菌大会联络处：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 68-A 号 

邮编：226009 

电话：010-87109859，0513-85960147 

传真：010-87109861，0513-85960137 

电子邮件：secretary@immc10.com（会议注册、登记、付款） 

paper@immc10.com（摘要和全文提交） 

hotel@immc10.com （会议住宿） 

expo@immc10.com（展览和赞助） 

网站：www.immc1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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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日程表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9 月 18 日 9 月 19 日 9 月 20 日 9 月 21 日 9 月 22 日 9 月 23 日 

9:00-
22:00 
会议

报到 

9:00-17:00 
张树庭教授 
学术思想 
国际研讨会 

7:00-8:30 
早餐 

7:00-8:30 
早餐 

7:00-8:30 
早餐 

7:00-8:30 
早餐 

7:00-8:30 
早餐 

9:00-10:10 
开幕式 

9:00-12:30 
中国工程 
科技论坛 

9:00-10:30 
学术报告 

9:00-12:30 
中国工程

科技论坛 
（院士专

家座谈

会） 

9:00-10:30 
学术报告 

9:00-10:30 
学术报告 

9:00-18:00 
会后考察 

10:10-10:50 
合影和茶歇 10:30-11:00 

茶歇 
10:30-11:00 

茶歇 
10:30-11:00 

茶歇 
10:50-12:30 
主旨演讲 11:00-12:30 

学术报告 
11:00-12:30 
学术报告 

11:00-12:30 
学术报告 

12:30-14:00 
午餐 

12:30-14:00 
午餐 

12:30-14:00 
午餐 

12:30-14:00 
午餐 

14:00-16:00 
主旨演讲 

14:00-18:30 
中国工程 
科技论坛 

14:00-16:00 
学术报告 

14:00-16:00 
学术报告 

14:00-16:00 
学术报告 

16:00-16:30 
茶歇 

16:00-16:30 
茶歇 16:00-18:30 

园区参观、 
展板交流 

16:00-16:30 
茶歇 

16:30-18:30 
学术报告 

16:30-18:30 
学术报告 

16:30-17:30 
闭幕式 

18:00-
21:00 
晚餐 

19:00-20:00 
国际药用菌学会 

委员会议 

19:00-21:00 
招待晚宴 

18:30-20:00 
晚餐 18:30-21:00 

晚餐 
18:00-21:00 
闭幕晚宴 

18:30-21:00 
晚餐 20:00-22:00 

游览南通 
注：日程表后期可能会有所调整，以最后一轮通知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