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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毒理学会动员部署
党史学习教育

    2021年2月23日上午，学会秘书处召开理事长办公

会议，传达学习了怀进鹏同志在中国科协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暨科协系统党校2021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精神，研究制定了《中国毒理学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工作方案》，就学会党支部和各专业委员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会议由理事长周平坤主持，

秘书处全体人员参加。

    学会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明确了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点内容，制定了《中国毒理学会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工作方案》，就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作出安排部署

并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学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要准确把握目标要求，落实规定活动、开展学会特色

活动；要党总支、党小组等理论学习小组有机联动，

展现新面貌、开创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

年。



缅怀先辈涤初心，科技创新担大任

----中国毒理学会党委赴香山革命纪念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为迎接建党100周年，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继承和发

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毒理学会理事会党委和秘书处党支部

在京成员共9人，在理事长周平坤同志带领下，于6月18日赴

香山革命纪念馆开展了“缅怀先辈涤初心，科技创新担大任”

为主题的现地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是中

共中央在北京香山的革命旧址，由修缮恢复后的革命旧址与

新建的香山革命纪念馆组成。

   大家认真观看了《为新中国奠基》主题展览，听讲解员解

说了 “进京‘赶考’”、“进驻香山”、“继续指挥解放全

中国”、“新中国筹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

斗”五个展览部分。系统学习了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和党中央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光辉

历史，缅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通过参观学习，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和爱

国主义教育，在百年大变局之今天，在科技创新的滚滚大潮

前，党员的责任、使命、担当更为重要。学会党委要站高望

远，增强使命和创新意识，善于团结国内外同行形成统一的

力量，大力开拓创新，推进毒理学科学技术快速发展。



   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党小组按照《关于开展庆祝建党100

周年系列主题活动的通知》要求，于2021年6月14日组织临

床毒理专业委员会党小组成员及驻京的常务委员进行了专题

学习活动。

   专题学习活动由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党小组

组长宋海波主任药师主持，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党小组成员

及驻京的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赵志刚主任药师、张冰教授，

副秘书长靳洪涛研究员、孙桂波研究员、孙凤副教授，常务

委员谢雯主任医师、华潞主任医师、杨毅恒主任药师参加学

习。

   首先赵志刚主任药师进行党史学习专题授课。赵主任带

领大家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

建国三十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及经验、教训。

   宋海波主任药师以俄国首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是

世界上首个获得诺贝尔奖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科学没有国界，

科学家却有国界”的观点为题，以视频、图片等形式介绍了

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院士，地质学家丁仲礼院士对

科学家爱国的认识，“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

国的。

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党小组专题学习活动



中国毒理学会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
党小组成立与工作交流会

   2021年1月8日，中国毒理学会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功能

性党小组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成立，组成员包括：

刘思金（负责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谢剑炜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周群芳（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小组成员重点讨论了中国毒理学会分析毒

理专业委员会2021年党建工作计划与工作重点，传达了《中

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技社团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和《中国毒

理学会关于分支机构“两个全覆盖”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文

件精神，并围绕着党小组体系建设、理论学习、人才培养、

组织生活等问题开展了交流。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功能性党

小组将在本年度全面配合学会党委党建工作安排，进一步弘

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着力提升党小组的组

织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发挥好党小组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1年5月28

日至5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这次大会与中国科学院

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两院院

士大会）同期召开，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在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开启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盛会。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

克强总理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李克强总理出席第二次全体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王沪宁同志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

党中央致词。大会期间，中国科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钢代表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总结了过去五年中国科协工作，对科协今后五年的工作提出

建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协新一届领导机构，万钢当选

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怀进鹏担任中国科协书记

处第一书记。马伟明、尤政、邓秀新、陈薇等18人当选中国

科协第十届全委会副主席。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

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讲话精

神，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了

开展“自立自强 创新争先”行动倡议。

学习传达中国科协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精神



    中国毒理学会理事长周平坤和青年委员卞茜代表学会参

加科协十大，理事长周平坤在团组讨论会议上发言表示：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倍感亲切、深受鼓舞，在科技自立自

强的时代召唤下更加深感责任重大。同时，向代表们简要介

绍了中国毒理学会的发展，毒理学科学技术在人民健康和生

命安全、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环境生态安全、国防科

技发展等众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还介绍了在防控新冠疫情

中，广大毒理学科技工作者在疫苗研制和其它抗疫相关材料、

物品研发和应用的安全性评价研究等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

献。中国毒理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卞倩作为中国科协

十大青年代表参加了大会。

    会后，周平坤理事长于5月31日组织学会理事党委成员

和全体理事，迅速传达大会精神。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十五次院士大

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广大

毒理学科技工作者积极响应中国科协关于开展 “自立自强 

创新争先”行动倡议，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殷切嘱

托，从党的百年奋斗目标中感悟信仰的力量。作为科技工作

者要始终胸怀人民、扎根大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

信念信心、勇攀科学高峰，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第一届“春之声”毒理学研究生论坛

 2021年4月24日星期六，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教育专业委

员会第一届“春之声”毒理学研究生论坛在腾讯会议平台召

开。该论坛由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广

西医科大学承办。论坛分分为四个分会场，有共25所院校17

位博士研究生和23位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该论坛，来自于全国

各高校的14位博士导师评委和16位硕士导师评委为毒理学研

究生的精彩演讲进行了点评、建议和评分。

   “春之声”研究生论坛举办的目的是增进全国高等院校的

卫生毒理学专业或相关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术

交流，助推毒理学学科的发展。本论坛旨在希望年轻的毒理

学研究生能在每年春天通过演讲，发出声音，重点关注毒理

和健康，让春天不再寂静。

   “春之声”研究生论坛召开之际，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党小组牛丕

业，郑金平和唐焕文教授等人专门制作了党史学习PPT，论坛

开始和中场休息时，全体师生进行了党史学习。这次论坛对

于选择毒理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而言，也是一场不忘“毒理

学教育和研究”初心，牢记“公共卫生和全民健康”使命的

学习机会。

   本次网上学生论坛，总计400余人次出席了线上的研究生

论坛。本次线上论坛在疫情防控期间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

对于学生而言效果好，方便，经济，也减轻了组办方和评委

的实际负担。广西医科大学姜岳明，卢国栋，李少军和区仕

燕等老师认真筹备和组织了该次论坛工作。该论坛的顺利召

开，为本专业委员会加强毒理学专业教育，促进全国毒理学

研究生的交流和学习迈开了第一步。经姜岳明主委提议，建

议每年有一个院校承办“春之声”毒理学研究生论坛的工作。



热烈祝贺陆林院士当选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委员

    北京时间2021年4月21日凌晨，中国毒理学会常务理事陆

林院士成功当选2022-2027年度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委员，将作

为13名委员之一服务于国际麻醉品管制工作，在国际范围内协

调麻醉品管制活动，减少麻醉品等滥用导致的社会和健康问题。

陆林院士的当选将有助于中国在毒品管制、成瘾相关疾病的预

防和干预等方面成功经验的全球推广，对于提高中国国际话语

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地位具有

重要意义。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是监督国际禁毒公约履行的独立和准司

法机构，根据《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成立于1968年，与各

国政府保持对话，密切合作。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独立于各成员

国政府及联合国，共由来自全球的13名专家组成，其中3名专

家由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人选中选出，10名专家由54个成员国

推荐的人选中选出。

    陆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毒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

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北京

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北京大学

临床心理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学

术带头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73首席科学家。他在

精神心理疾病和睡眠障碍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病机制、干预策

略和公共卫生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在

Science、Lancet、JAMA Psychiatry等著名国际期刊上发表

SCI论文260余篇，总引用近1.7万次，H-index高达67，主编

（译）或参编中英文论著20余部，入选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

的2020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在国际成瘾医学领域产生了

重要影响，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资格认证和再认证工作
   第四届资格认证委员会于5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四届三次会议，就

2020年度资格认证工作进行了总结，通过了2020年度资格认证名单，

2021年度资格再认证名单；并就下一步国际互认、宣传等工作进行了

部署。

序号 姓名 学位

1 陈华英 博士

2 陈林 硕士

3 仇士东 硕士

4 戴结玲 本科

5 杜秀明 硕士

6 郝智慧 博士

7 洪丽玲 硕士

8 洪亮 硕士

9 侯欣媛 硕士

10 黄鹏程 硕士

11 黄欣悦 硕士

12 贾远源 博士

13 姜智换 硕士

14 李继超 硕士

15 李倩 硕士

16 李晓波 硕士

17 李晓卉 硕士

18 李晓瑜 硕士

19 李亚杰 本科

20 李延川 硕士

21 刘佳 博士

22 刘瑞芳 硕士

23 刘晓丽 专科

序号 姓名 学位

31 刘宇红 博士

32 刘羽晨 硕士

33 鲁静 硕士

34 陆欣欣 硕士

35 陆智 硕士

36 罗海兰 硕士

37 罗凌丽 硕士

38 马静 硕士

39 马明 硕士

40 祁磊 硕士

41 邱华成 硕士

42 邱宣 博士

43 任晓虎 博士

44 邵孝露 硕士

45 宋春黎 硕士

46 宋曼 博士

47 宋肖洁 硕士

48 苏霞 硕士

49 孙明 博士

50 孙晓霞 博士

51 覃娟娟 硕士

52 韦春晟 硕士

53 吴美欣 本科

序号 姓名 学位

31 向发 硕士

32 肖百全 博士

33 谢阳国 硕士

34 徐艳玲 硕士

35 许春花 硕士

36 许木林 硕士

37 严红 博士

38 杨娜 博士

39 杨云 硕士

40 张坤 硕士

41 张乐帅 博士

42 张龙生 本科

43 张敏 博士

44 张廷芬 博士

45 张骁 博士

46 张旭晟 硕士

47 章书理 硕士

48 赵金鸽 博士

49 赵俊利 硕士

50 赵凯 博士

51 赵显莉 硕士

52 周常 硕士

53 朱金秋 博士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位 单   位

1 曾丽海 女 硕士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2 陈水娟 女 硕士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3 陈文雄 男 硕士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4 戴喆男 男 硕士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5 邓媛元 女 硕士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6 丁观军 男 硕士 杭州皎洁口腔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8 付佳露 女 硕士 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品（宁波）有限公司

9 高璟春 女 博士 苏州华测安评化学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 高梅 女 硕士 山东省药学科学院

11 何芬 女 硕士 汉高股份有限公司

12 何良艳 女 硕士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13 纪晓琳 女 学士 康龙化成（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4 李玉峰 男 硕士 上海海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5 李昭元 男 学士 亨斯迈化学研发中心（上海）有限公司

16 刘颖 女 硕士 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17 毛成佳 女 硕士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8 沈美丽 女 博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9 石云波 男 硕士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 田宝莲 女 硕士 苏州华测安评化学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1 王滢 女 博士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 文雯 女 硕士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3 吴玉娥 女 硕士 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24 武昕 女 硕士 广东省医学实验动物中心

25 夏玉洁 女 硕士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药物安全评价中心

26 杨金玲 女 硕士 沈阳化工研究院安全评价中心

27 张水华 男 博士 福建医科大学安评中心

28 张延林 男 硕士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9 钟立香 女 硕士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30 周力强 男 博士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第九届亚洲毒理学国际大会（ASIATOX-

2020）将于2021年10月20-23日在杭州举行。

学会已成立ASIATOX-2020组织委员会、学术

委员会等，筹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大会

报名网站：http://www.asiatox2020.com/en

 第九届亚洲毒理学国际大会筹备



“2021年中国毒理学杰出贡献奖”
“替代法发展奖”推荐工作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毒理学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加速中国毒理学人才工程建设，推动学科

发展，表彰和奖励在毒理学科学技术领域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个人，中国毒理学会第七届五次常务理事

会决定2021年继续实施《中国毒理学杰出贡献奖》

的推荐评选工作，并将在2021年第九届亚洲毒理学

会大会上颁奖。

  为进一步激励广大会员为我国毒理学替代法的发

展和应用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按照《中国毒理学

会科技奖励章程》和《中国毒理学替代法发展奖实

施细则》的规定，启动“2021年中国毒理学替代法

发展奖”的推荐评选工作，并将在2021年召开的中

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替代法与转化毒理学专委会的学

术会议或相关会议上颁奖。



开展科普工作

   自2018年中国毒理学会开展了两类科普项目。

第一类科普项目由各专业委员会申请，学会科普

工作委员会评审选定2-3个科普项目资助2-3万元。

第二类科普项目面向在校大学生征集毒理学相关

科普作品进行科普作品大赛。活动取得了很好的

推广效果。经办公会议讨论，学会决定2021年继

续进行这两类科普项目的工作，目前已经收到申

请，正在进行评审。



“戒烟”邮集变身科普宣传品

    2021年5月31日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主题为：承诺戒烟，共享无烟环境。作

为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副秘书长、陕西省毒理学会第四届理事

会副秘书长的西安集邮者孙志昌先生，专门利用自己收集的57个国家发行的戒烟邮

票，编辑了一部名为《请掐灭你手中的烟》的邮集，分别展示了警示型、渲染型、

比喻型、对比型、直白型等类别的戒烟邮票，通过一枚枚邮资票品的特殊设计理念

和表达方式，宣传戒烟与健康，以增强全民环保意识，提高人们控烟、戒烟的自觉

性，警示人们远离烟草的危害。



学会于2020年3月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

上完成了注册申请，通过3个月公示期后，6月

在学会官网正式发布《中国毒理学会团体标准

管理办法(试行)》，并征集学会团体标准申请，

得到相关企事业单位积极支持，目前共收到9份

申报书，已经组织专家进行了立项论证，将于

近期公示。

学会开展团体标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