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毒理学会神经毒理专业委员会与表观遗传

毒理专业委员会 2021 年联合学术年会

会议通知

中国•南昌

为进一步搭建我国神经毒理和表观遗传毒理学领域的高水平科

技开放交流平台，增进毒理学工作者间的协作与沟通，呈现神经毒理

和表观遗传毒理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促进中国毒理学学科发展，中

国毒理学会神经毒理专业委员会与表观遗传毒理专业委员会拟定于

2021年 6月 19~21日在江西南昌联合召开 2021年学术交流大会。

“鄱湖明珠，中国水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们期待与您

一起相聚江西南昌！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毒理学会神经毒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毒理学会表观遗传毒理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二、会议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融创万达文华酒店（见附件 1）

三、会议时间

2021年 6月 19 ~21日



四、会议内容

1.学术交流大会设专家学术报告和青年学者讲坛。

1）专家学术报告 将邀请国内神经毒理学和表观遗传毒理学领域

的高水平专家，就相关领域的发展和研究成就作学术报告。

2）青年学者讲坛 将从提交的会议论文摘要中遴选。会议还将从

青年学者报告中评选出优秀报告奖。

2.壁报展示。

3.召开中国毒理学会神经毒理专业委员会及表观遗传毒理专业

委员会委员会议。

五、会议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6月 19日
下午

会议注册、办理入住
晚上

6月 20日

上午 大会学术报告

下午 分会场报告

晚上 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

6月 21日
上午 大会学术报告

下午 自由交流，离会

六、会议论文摘要及青年学者报告

本次会议将面向国内征集与会议主题相关的研究论文摘要，具体

格式要求见附件 2。请于 5月 10日前将Word格式摘要来稿发至会议

邮箱 neptoxic20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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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参加青年学者讲坛遴选的，请在摘要页面右上角标注“青年

讲坛遴选”字样，同时在 Email主题中也标注“青年讲坛遴选”提示。

参加青年学者讲坛报告的，2021年 6月 30日前应不满 35周岁。

有意参加壁报交流的，请在摘要页面右上角标注“壁报交流”字

样，同时在 Email主题中也标注“壁报交流”提示。

七、会议注册

1.报名方式

请参会代表在 5 月 10 日前将附件 3 回执发至会议邮箱

neptoxic2021@163.com。

2.会议费用

会议收取会议注册费。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交通及住宿费用

自理。会议注册费缴纳标准如下：

2021年 5月 10日及之前 2021年 5月 10日之后

中国毒理学会会员 1600元 1800元

非中国毒理学会会员 1800元 2000元

学生 1300元 1500元

3.收费方式

银行汇款：

开户名：中国毒理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永定路支行

账号：9558850200000760822

温馨提示:（1）学生代表指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注册时需



核实学生证原件。（2）建议参会人员将会议注册费提前转账至中国

毒理学会，汇款时请在留言中备注“姓名+南昌毒理会议”。现场缴

费有刷 POS 机及微信扫描方式。会议注册费将统一开具电子发票。

八、疫情防控

会议筹备及会议期间，如遇“新冠”疫情发生，会议计划将按国

家和地方政府疫情防控要求作相应调整。如会议因此取消，已交的会

议注册费将如数退还。

九、秘书组联系人

会务工作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册及报道 周繁坤 15870647629

学术交流事宜

（会议报告、摘要提交、壁报展示）

周芸 18674069192

酒店与会场 刘小梅 18070295805

财务事宜 贾启越 18702505101

中国毒理学会神经毒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毒理学会表观遗传毒理专业委员会

2021年 4月 6日



附件 1

会议酒店信息及交通指引

★会议酒店★

南昌融创万达文华酒店

酒店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南龙蟠街 333号（0791-87708888）

主要房型：

南昌融创万达文华酒店：大床房，500元/天（含早餐）；标准间 500

元/天（含早餐）。

南昌融创万达嘉华酒店：大床房，350元/天（含早餐）；标准间 350

元/天（含早餐）。

★酒店交通位置★



★交通指引★

1. 昌北国际机场—南昌融创万达文华酒店

公交地铁：昌北国际机场 T1/T2航站楼—机场公交 3线—南昌西站下

车，步行 257米换乘南昌西站地铁 2号线（南路方向）— 九龙湖南

站下车，2号出口步行 850米可到达酒店。（全程 1小时 40分钟，约

20元）

打车：全程约 52公里，51分钟车程（约 150元）。

2. 南昌西站—南昌融创万达文华酒店

地铁：南昌西站—地铁 2号线（南路方向）—九龙湖南站下车（2出

口），步行 850米可到达酒店。（全程 26分钟，约 2元）

打车：全程约 8公里，17分钟车程（约 21元）。

3. 南昌火车站—南昌融创万达文华酒店

地铁：南昌火车站—地铁 2号线（南路方向）—九龙湖南站下车（2

出口），步行 850米可到达酒店。（全程 1小时 4分钟，约 5元）

打车：全程约 22.9公里，37分钟车程（约 70元）。

4. 南昌融创万达文华酒店—南昌融创万达嘉华酒店

步行：全程步行约 300米，4分钟即可到达。



附件 2

会议论文摘要格式要求

摘要总篇幅限定在 800字以内。应写明论文题目、作者、作者单

位、单位所在城市、邮政编码及责任作者的 Email地址。论文摘要应

按目的、方法、结果及结论共 4项进行撰写。综述摘要的具体格式不

做要求。

摘要请用中文书写，用Word软件按以下要求编辑：题目（四号

宋体加粗）；作者姓名、单位、城市、邮编（楷体小四号）；通讯作

者邮箱（Times New Roman小四号）；摘要正文（小四号，中文字体

为宋体，英文为 Times New Roman），“目的”、“方法”、“结果”

和“结论”加粗，1.5倍行距、页边距 2.5cm、A4版面。关键词和项

目资助同正文要求。摘要文字用语应科学、准确、简练、流畅，尽量

少用缩略词，不得使用图表。

有意参加青年学者讲坛遴选的，请在摘要页面右上角标注“青年

讲坛遴选”字样，同时在 Email主题中也标注“青年讲坛遴选”提示。

参加青年学者讲坛报告的，2021年 6月 30日前应不满 35周岁。

有意参加壁报交流的，请在摘要页面右上角标注“壁报交流”字

样，同时在 Email主题中也标注“壁报交流”提示。



附件 3

中国毒理学会神经毒理专业委员会与表观遗传毒理

专业委员会 2021 年联合学术年会

参会回执

参会人员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是否学生 职称与职务 联系电话

E-mail

工作单位

预定住房

南昌融创万达

文华酒店

□单住大床房 □单住标准间

□合住标准间 □不住宿

注：大床房 500 元/天（含早餐）

标准间 500 元/天（含早餐）

南昌融创万达

嘉华酒店

□单住大床房 □单住标准间

□合住标准间 □不住宿

注：大床房 350 元/天（含早餐）

标准间 350 元/天（含早餐）

预计住房

日期
□6 月 19 日 □6 月 20 日 □6 月 21 日

发票抬头： 单位纳税人识别号：

备注：（如有特殊要求或情况，请说明）

请 5月 10 日前将回执发至会议邮箱： neptoxic202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