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 h e  S e c o n d  Q u a r t e r l y  R e p o r t

前 言

    春华秋实，2018年的第三季度伴随凉爽的秋风悄悄过去。

    回首本季度学会完成：创建星级学会党组织活动、全国学会综合能

力评估；周平坤理事长率队走访院士；申请了科协的青托工程及中华医

学会的继续教育学分；召开了理事长办公会议；成功召开系列学术会议。

继续筹备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和筹备理事换届选举工作；筹备中青

年学者科技论坛，同时筹备第二届青年委员会委员换届选举工作及毒理

与健康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及对接会；筹备第十次毒理学家资格认证考试。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对毒理学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起到了积极促

进作用；也促进了毒理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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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毒理学会校园科普大赛1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弘扬

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由中国毒理学会和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将联合开展以

“健康安全与科技创新”为主题，向在校大学生征集毒理学相关科普作品的活动。

各专业委员会动员相关人员积极组织认真落实。

   该活动先后有广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华北理工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南华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等六所高校及个人踊跃参加，共收到文学、漫画、动画、电影等各种

形式的作品26件。

   为确保校园科普大赛作品评审工作公正、公平，准确选出兼具科学性、知识性、

趣味性、艺术性的获奖作品，中国毒理学会邀请8位专家组织评审委员会，于2018年

8月28日上午，在中国毒理学会会议室召开校园科普作品大赛评审会。经过专家认真

仔细审阅，共选出获奖作品14件，其中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

5名。

   中国毒理学会定于2018年10月20日，在重庆召开“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中

国毒理学会第六次中青年学者科技论坛”，届时将一并向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和奖

金，并在会议期间播放获奖作品。会议结束后，获奖作品将在中国毒理学会官网和

微信公众号上陆续展示，让广大百姓同步欣赏获奖作品，广泛科普毒理知识。



2 优秀党员科技工作者宣传

　　她热爱公共卫生事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为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
二次代表大会代表、连任三届的省人大代表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她先后在中山医
科大学、广东省疾控中心和南方医科大学从事公共卫生教学科研和疾病防控工作。

　　她先后主持完成20多项省部级项目，出版专著8部、论文270篇、专利7项、制修
订标准8项，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10项，大部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解决了疾控工
作技术难题。她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同类机
构前列。她为人正直、待人诚恳，赢得了同事同行的信任；她扶掖后学，不遗余力作
育英才，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生60多名，指导青年科技人员60名以上。

　　她近年多次参与国际层面食品安全评估工作，展现中国专家的良好形象；她连任
三届省人大代表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参与社会事务，领衔提
出了60余项议案和建议（如控烟立法、大气污染防治、传染病防治、食品安全、红十
字救护培训、公益广告立法等），为维护公众健康建言献策，在人大立法、监督等活
动中贡献专业知识力量；她带领团队在公共卫生实践中成功应对一次次困难与挑战，
诠释了“敬业、专业、担当、奉献”的核心
价值观展现了一名优秀科技工作者无私奉献
的高尚品质。

　　杨杏芬教授从事公共卫生教学科研和疾
病防控30多年来，锐意进取、严谨求实、爱
党敬业，较好完成教师、科学家、技术负责
人、人大代表、党代表等多个角色工作，努
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一名优秀共
产党员的责任担当。

     杨杏芬，现任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博导，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联合国粮
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
会（JECFA）专家、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和“吴阶平-杨森医学医药奖”获得者。



科协创建星级学会党组织活动3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中国科协主题年重点任

务部署，中国毒理学会认真落实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组织开展的

“创建星级学会党组织”试点工作。

   为扎实做好此项工作，按照科协要求，2018年7月中旬至8月底，

中国毒理学会从理事会层面党委基本建设、办事机构党组织基本建

设、党组织特色活动和宣传工作等三方面入手，自检自查9项一级

指标、25项二级指标，仔细梳理学会自身党建工作，并借此良机迅

速完善学会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力争达到星级学会标准。



周平坤理事长率队走访院士4

   定期走访看望院士专家，是中国毒理学会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的良好传

统。2018年7月10日至19日，周平坤理事长带队，胡向军副秘书长、办公

室沈向学主任等陪同，专程走访看望了长期关心、支持毒理学科技和相

关技术产业方面的院士专家，探讨学会发展，送去祝福问候。

   中国毒理学会领导一行，分别拜访了中国农业大学沈建忠院士、中国

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江桂斌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陈君

石院士。特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赵宇亮院士，百忙之中如约亲

临毒理学会座谈指导。座谈期间，周平坤理事长侧重汇报了中国毒理学

会近年来发展情况、主要成绩、近期工作重点和未来计划设想，听取院

士专家的意见建议。   

与沈建忠院士座谈

与江桂斌院士座谈



    学会领导详细介绍了将于2018年10月下旬，在重庆召开的“毒理与

健康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及对接会”，阐明会议得到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旨在进一步推进创新思维，激发创造潜能，为科研机构、生产

企业及投资公司等各方提供推广、展示平台，鼓励优秀技术、成果专利

交流展示，为促进转化合作、对接实体、项目落地牵线搭桥。同时，也

诚挚邀请各位院士专家莅临大会做专题报告，积极为会议推荐新成果新

项目。会谈中，各位院士充分肯定了中国毒理学会在相关领域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作用，对合作内容进行深入商谈，取得积极成效，表示一定全

力支持此次会议，并安排专人负责项目对接。

    此次走访看望院士专家，进一步增进了毒理学会与各位院士的相互

了解，加强了毒理学会与各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的合作交流，为中国毒理

学会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与赵宇亮
院士座谈

与陈君石
院士座谈

周平坤理事长率队走访院士专家



全国学会综合能力评估工作5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学会

建设，中国科协将定期对所属全国学会进行综合能力评估，引导学会进一

步加强组织建设、规范内部治理、提升服务能力、打造服务品牌，不断增

强学会学术引领力、会员凝聚力社会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向规范化、现

代化、国际化目标迈进。本学会进行了2018年度全国学会综合能力评估。

评估内容

   包括基础保障能力、学术发展能力、智库建设能力、科学普及能力、学

会改革创新工作以及参与完成中国科协重大任务情况等。

评估方式

   采用能力评价与工作考核相结合、量化打分与主观评价相结合、学会自

律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工作方式。

   学会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依据科协要求依照评估指标体系表逐条认真核

实填写，目前已经提交科协，正在等待进行下一步评价和审核。



申请2019年度继续教育学分6

    继续教育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有着

重要意义，使专业技术人员结合本职工作不断学习新理论、新知识、

新技术、新信息，改善知识结构,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也是专业技

术人员参加职称评审、年度考核评优、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必备条件。

    学会高度重视继续教育学分的申请工作，接到中华医学会继续教

育部通知后就迅速给所属专委会发信动员进行2019年度的学分申请工

作。今年一共上报8个项目，来自神经毒理、药物毒理等专委会，目

前正在等待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进一步审核。

科协青年人才托举项目申请
7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是中国科协于2015年启动实施的一项青

年人才培育计划，设计初衷是早日为科研界的“小人物”提供资助，特

别是有基础有潜质的基层一线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从2017年起，项

目资助人数由开始的每届200名，增加到三四百人，计划到2020年，累

计资助培养超过1000人。

    为强化对青年人才苗子的发现、举荐和培养作用，重点扶持，指

导青年人才成长为德才兼备、勇于创新的国家毒理学科技领军人才重要

后备力量，并形成具有毒理学科、毒理行业特色的人才成长模式和人才

评价标准，搭建培养人才成长的平台，加快青年人才成长。本学会在

2017年获科协批准资助3名青年人才的基础上，今年新申报项目计划资

助4名青年科技工作者。目前项目申请书已经提交，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胡向军进行了答辩工作，目前正在等待科协的批复意见。



    中国毒理学会于2018年8月31日召开了理事长办公会议。副理

事长廖明阳做了专业委员会财务管理规定的汇报，办公室沈主任介

绍了学会制定的财务管理规定，并依照规定逐章逐条进行讨论和修

改。 林治卿就第六次中青年科技论坛会议学术安排进行了汇报；

沈主任就会务安排进行了汇报，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刘超副理事长

对学会科技奖励章程修改事宜进行了汇报，主要是对青年科技奖和

联合利华奖细则进行修改。胡向军副秘书长就青年委员会章程修改

作了汇报。李桦副理事长做了校园科普大赛评审结果汇报。最后，

周平坤并作办公会议总结发言。对学会近阶段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希望各个部门和负责人按照办公会议确定的要求，认真做好工作。  

理事长办公会议8



第六次中青年学者科技论
坛筹备工作

    中国毒理学会将于2018年10月19-22日，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中国毒理学会第六次中青年学者科技论坛》,同期召开《中国毒理学会第

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目前已经在中国毒理学会官方网站开通会议注

册专区，发布了二轮通知。

    会议主题确定为“创新毒理科学，服务健康中国”，主办单位为中国

毒理学会，支持单位为重庆市政府和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承办单位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和水木星空（重庆）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目前

确定院士报告3个-张学敏、刘耀、江桂斌；特邀报告5个-王军平（杰青），

王皓毅（优青），Mazin Derzi，Vivek （Vic） Kadambi，Tianyi Jiang, 

PhD,Senior Scientist），解建勋(Senior Scientist);优秀青年获奖报告

7人，青托人才报告3人，以及青委会委员报告和摘要优选报告20名）。还

有若干壁报，被录用后，会务组会发壁报邀请函，根据壁报规格（竖幅

120×90厘米）制定壁报，带到会场。

　　论文录用后将汇编成论文集，优秀论文将推荐给《中国药理学与毒理

学杂志》刊出。参加此次中青年科技论坛可以获得国家级I类学分8分。欢

迎广大中青年会员投稿参会。

院士报告

特邀报告



第二届青年委员会换届选
举筹备工作

    中国毒理学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将于2018年8月届满，学会决

定在召开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时选举产生中国毒理学会第二届青

年委员会、第二届青年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领导机构。本季

度接着进行筹备工作，由副理事长孙祖越和青年委员王全军负责。

目前已经明确的候选人90余名，并已经向各位青委会候选委员发

出邀请参加选举大会。

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筹备工作

   中国毒理学会将于2018年10月19-22日在重庆市悦来国际会议中

心召开举办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本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第七届中国毒理学会理事

会、第一届中国毒理学会监事会，以及第二届中国毒理学会青年委

员会。会议期间，还将召开第七届一次理事会，选举产生第七届理

事会领导机构；召开第一届一次监事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监事会领

导机构；召开第二届一次青年委员会，选举产生第二届青年委员会

领导机构；并召开第七届一次常务理事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

进行，日程安排就绪。



A团队 B团队
全国高校、科研机构、

企事业单位，高新技

术园区、金融机构、

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等

科技人员、高校师生、

中国毒理学会会员、

初创企业与创客及相

关研发人员携带优秀

技术、成果专利与合

作项目

与地方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和实体经济有效对接。

“毒理与健康科技创新成
果展示及对接”筹备工作

   为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学会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

平台作用，切实履行中国科协"四个服务"的职责定位，经研究，中国毒

理学会拟在中国毒理学会第六次中青年学者科技论坛上举行创新项目及

成果转化展示活动。 

   目前已经在学会网站发出通知，欢迎全国高校、科研机构、企事业

单位，高新技术园区、金融机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等组团到会参展；

热忱欢迎科技人员、高校师生、中国毒理学会会员、初创企业与创客及

相关研发人员携带优秀技术、成果专利与合作项目，

踊跃参会交流，推介和交易，与地方产

业技术创新需求和实体经济有效对接。

   此项工作有序推进，已有多家意向

单位联系参加对接会。 



“毒理学家资格认证考试”
筹备工作

   毒理学家资格认证是毒理学领域重要的人才考察，美国、欧盟、日本、韩

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均在积极开展毒理学家资格认证工作。按照规定，很多

化学品、化妆品、消费品等相关法规标准均要求毒理学评价报告撰写人拥有毒

理评价相关的资质能力，而毒理学家认证资格则是撰写人资质的最好证明。为

了加强我国毒理学骨干人才的培养，推动人才评价体系与国际接轨，促进我国

毒理学学科发展，中国毒理学会自2009年以来，连续九年成功地举办了中国毒

理学家资格认证。中国科协已经把“中国毒理学资格认证”列入了“承接政府

职能意愿名单”；国际毒理学联合会（IUTOX）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原则同

意已经获得中国毒理学资格的专业人士（DCST）通过“绿色通道”，获得“国

际认可毒理学家”（IUTOX Recognized Toxicologist，IRT）。

　　在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中国科协《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

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中国科协大力推进和国际互认取得重要进

展的大好形势下，根据中国毒理学会资格认证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中国毒理学

会拟定于2018年10月19日在重庆举办第十次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资格认证考试

（与第六次中青年学者科技论坛同时进行）。目前已经开通报名网站，已有78

名会员报名考试，纸质材料也在收集中，等待进行下一步考试资格审核和认证

考试。



呼吸毒理学专业委员会申
报筹备工作

   为满足毒理学学科发展需求，解决日益突出的空气污染等对人类

健康的影响，多位专家联名提出倡议成立呼吸毒理专业委员会，提

交了申请报告，上季度在六界十七次常务理事会上与会常委一致通

过，本季度项目负责人孙志伟主任与筹备组成员依照科协规定和毒

理学会章程继续进行筹备工作，准备资料发展会员等。经学会理事

会批准在第六届中青年科技论坛中专设分会场进行专委会的成立大

会及第一次专委会学术交流。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毒理学史研究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发展，也为了创新毒物历史文化传播机制和途径，中国毒理学会毒理
学史专业委员会与陕西省毒理学会、西北大学生态毒理研究所联合于
2018年7月21日在西北大学博物馆召开了“第六届毒理学史研讨会”。
本次会议邀请了一批相关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西北大学副校长
王正斌出席了会议。

      西北大学博物馆长期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科学文化普及
工作，毒物文化的推广也是其中重要一项，毒理学会将在西北大学博
物馆设立科普教育基地，二者的结合可以更好地提高广大群众识毒、
辨毒、防毒的意识，增强对有毒生物的判断力和控制力，让毒物不再
神秘，从而更好地化害为利、保护生命和保护大自然。

       会议期间，中国毒理学会将西北大学博物馆设为“科普教育
基地”，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付立杰和王正斌副校长为
“科普教育基地”揭牌。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毒理学分会、深圳市
疾病控制中心、阿拉善左旗动物疾病控制中心和毒理学史分会签订
“有毒危险生物科普展”合作协议。大会还进行了学术研讨报告

　    7月21日下午召开“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第六届换届大会”。

“第六届毒理学史研讨会”在西北大学博物馆召开



        为加强国内分析毒理和相关学科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我国

分析毒理和相关学科的发展，中国毒理学会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于

2018 年 6 月 24-28 日在宜昌成功举办了第十次全国分析毒理学大会

暨第六届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会议。

　　会议邀请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廖明阳教授以及来自美国、香港

和内地的相关领域知名专家九十余人参会。与会代表听取了第五届分

析毒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吴永宁教授的工作报告，总结了第五届专业委

员会在队伍建设、学术交流、研究工作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并通

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第六届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及常委，

顺利完成了第六届专委会委员的换届工作，为分析毒理相关学科的未

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还就分析毒理学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

问题和研究热点进行了热烈而精彩的学术交流和讨论。

第十次全国分析毒理学大会暨第六届分析毒理专业委员
会会议在宜昌顺利召开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低剂量化学物质长期暴露所致生态风险和健

康危害的发现，以及混合物联合毒性作用的确认给毒理学理论和方法学提

出更高要求和挑战。将计算模拟技术与现行毒理知识相结合进行毒物发现、

毒性数据分析和机理探索的计算毒理学/预测毒理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

个具有独特方法学的毒理学分支学科。继中国毒理学会第一届计算毒理专

业委员会于2016年5月在福州成立，为进一步推动领域科学研究、人才培

养和队伍建设，2018年8月9-11日于甘肃省兰州市举办“第二次全国计算

毒理学学术会议暨中国毒理学会第一届计算毒理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江桂斌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涂永强教授、

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付立杰先生、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吴永宁研

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王春霞研究员、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

院长张海霞教授以及计算毒理专业委员会各位委员与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出

席本次会议。

　　会议交流主要分学术报告、墙报展示与自由研讨三种形式，超过100

位代表参会，分别来自国家级科研机构、风险评估机构、疾控中心系统、

高等院校等30多个单位，本次大会的顺利召开，必将对我国计算毒理人才

培育和学科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次全国计算毒理学学术会议暨中国毒理学会第一届
计算毒理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兰州成功举办



　　为探索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环境严重污染问题，加强毒理学与环境生态学

学科间的进一步协作，由中国毒理学会工业毒理学、生化与分子毒理专业委员

会携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医学与健康分会、辽宁省环境科学学会/预防医

学会/核与辐射安全防护协会环境与健康分会/预防医学会卫生毒理专业委员会

主办，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辽宁省环境与健康研究所和沈阳医学院共

同承办的2018年环境与健康学术会议，于2018年8月13-16日在辽宁省沈阳市

胜利召开。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1、实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交流。本次大会由多个学会联袂举

办；参加大会的学者来自中、美、日、韩四国；来自全国29个省的120家单位

的573名专家参加了大会；参会者的专业涵盖了环境科学、环境健康、毒理学、

预防医学、基础医学、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

　　2、开展了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交流。会议邀请顾东风院士、张寅平教

授、孙志伟教授做了特邀报告；山本雄之、熊谷嘉人在环境应激方面，陈春英

教授和蒋义国教授在纳米毒理和非编码RNA对环境毒理作用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大会除主会场外共设立“金属毒性与健康效应”等九个分会场。会议有191份

壁报和425份摘要进行了交流。共有13个口头报告和14个壁报获优秀奖。

　　3、高效率、全方位务实的会务组织工作。宣传组微信推送、后勤组在行

程、住宿、餐食等方面的妥善安排等，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不仅为与会者

提供了高水准的学术体验，也带来如沐春风般的愉悦。

　　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促进各学科和各领域的战略合作，密切学

术交流，为促进人群健康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8年环境与健康学术会议顺利召开



        2018年8月5～8日，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暨第三届高校毒理学教育论坛在云南大理举行。本次会议有来

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57家高校/CDC/职防院100多位专

家教授、教学科研人员参加。

       在毒理学教育论坛会上，大理大学段利华副校长和原中国毒理

学会庄志雄理事长分别致欢迎词，周志俊、徐德祥、郑金平等17位专

家以毒理学教育为主题作了大会发言，包括毒理学教学内容改革、毒

理学教育发展、营养毒理学研究、卫生毒理学研究生培养、毒理学教

育在职业病防治中的作用、中医药大学毒理学教学、本科教学的毒理

学科普等内容。其次，举行了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讨论了毒理学青年教师培养、毒理学高校教学名师或资深

教师评审、毒理学科普教育、青年委员和特邀委员推荐等问题，并决

定明年第四届高校毒理学教育论坛由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承办。

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第三
届高校毒理学教育论坛在大理成功举办



　　为提高我国纳米物质遗传毒性的研究水平，为纳米产品遗传毒性评价

指南提供依据、凝聚共识，由中国毒理学会遗传毒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云

南省药物研究所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中心和海军军医大学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共同承办，

2018年纳米物质遗传毒性研究与评价专题研讨会，于2018年8月8日-10日

在云南昆明胜利召开。开幕式由中国毒理学会遗传毒理专委会主任委员朱

江波教授主持，并致欢迎辞。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代表有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药物和环境、化

学物安评中心从事纳米技术科研、纳米毒性或遗传毒性研究和安全性评价

的工作者近90人。会议邀请了吴晓春、陈春英、孙志伟等国内从事纳米物

质研究的知名专家，对大家关注的问题进行开展了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

交流和研讨。

     参会者普遍认为有机会把从事纳米产品研究、纳米技术标准研究、

纳米遗传毒性研究和安全性评价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聚集在一起，可更好

地交叉对话，取长补短，进行深入研讨。通过研讨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认

识，推进和加强物质遗传毒性评价与研究的会议目的。本次会议的成功举

办，将进一步促进各纳米物质相关学科和领域的战略合作，密切学术交流，

为促进人群健康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8年纳米物质遗传毒性研究与评价专题研讨会在昆明
胜利召开



      由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会、中国药学会药物警戒专委会、国家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共同主办，重庆医科大学等单位承办，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

理专业委员会2018年会暨药物性肝损伤上市后研究及风险评控论坛暨药品上市

后研究高峰会议，于2018年9月6日至9月8日在重庆成功举办。重庆医科大学校

长黄爱龙教授到会致辞，杨威、廖明阳、李幼平等专家做大会报告，李光伟、

Victor Navarro教授等6名专家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会议并做报告，赵志刚、宋海

波、张冰等做报告。

       会议期间主办了“药物性肝损伤上市后研究及风险评控论坛”，黄爱龙

陈成伟、李海洋、李秀惠、西班牙Raul Andrade及冰岛Einar Björnsson、宋海

波、茅益民、周光德等专家参加论坛并做报告。美国Victor Navarro，中华医

学会肝病分会药肝学组组长、副组长及主要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

肝胆病分会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从事肝毒性基础、统计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研

究的近60名知名专家参加论坛。与会专家围绕“DILI监测与研究的国际合作、

药品上市后DILI的评价及风险管理”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毒理学会第六届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

议”，增补刘欣等22人为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陈桂卿等26

人为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并发放了聘书。主任委员代表专

委会对换届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向参会委员汇报了今后的工作计划，参会

委员对总结及计划进行了审议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本次会议内容丰富，参会代表达近千人，学术报告精彩纷呈、与会专家

积极参与，对提升我国临床毒理领域的研究水平，促进基础及临床人员在毒理学

领域的协同研究，提高业界对药品安全性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2018年会暨药物性肝
损伤上市后研究及风险评控论坛暨药品上市后研究高峰

会议在渝成功举办



      2018年9月21日，由中国毒理学会饲料毒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真菌毒素毒理学青年科技论坛在上海农业科学院质标所8楼会议室顺利

召开。上海农业科学院质标所副所长宋卫国，韩铮以及来自南京农业

大学，长江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广西农业科学院等相关青年科技人

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为及时把握国内外真菌毒素毒理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促进青年科技人才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真菌毒素毒理学的协同创

新，会议主题定为真菌毒素毒效机制的探索、合作、创新。会议聚焦

食品和饲料中污染范围广的真菌毒素及其隐蔽型毒素，围绕真菌毒素

的代谢转化规律、毒性机制，多种真菌毒素的联合毒性效应，隐蔽型

真菌毒素的毒性释放机制等真菌毒素毒理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开展了

广泛的学术交流。

     来自南京农业大学，长江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

广西农业科学院以及上海农业科学院质标所的吴文达，吴庆华，王希

春，任志华，林善海，杨俊花，王建华，赵志勇等相关青年科技人员

就真菌毒素毒理，脱毒以及产毒相关研究做了精彩的报告，从不同的

角度解读了毒理学的发展与展望，并就国际动态与发展趋势，学科前

沿和高新技术以及各自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交流。

真菌毒素毒理学青年科技论在上海农业科学院质标所
顺利召开



　　中国毒理学会根据有关信息整理，发布2019年度毒理学领域重要国际学

术会议相关信息，供学会广大会员参考。同时，学会收集会员对学会组团参

会的意愿信息，以便决定是否组团参加国际会议交流。拟参加者请于2018年

10月30日前将附表-1信息通过E-mail返回中国毒理学会

(cstmeeting@chntox.org)。

1.第十五届国际毒理学大会（The X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oxicology, ICT-XV）

　　第十五届国际毒理学大会将于2019年7月17-18日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

（Honolulu）夏威夷会议中心举行，网上论文摘要投稿已经开放，2018年11

月30日截止，大会网址：http://toxicology.org/events/ict/index.asp。

　　本次大会主题：“Toxicology Solutions for Global Public, 

Environmental, and Personal Health.”。

　　会议资助信息：毒理学教育基金会（The Toxicology Education 

Foundation）提供参会研究生Robert L. Dixon 国际旅行奖，每位资助

$2,000，具体信息在Toxicology Education Foundation网上查询

（http://www.toxedfoundation.org/）。该奖项对全球开放，截止日期为

10月9日。IUTOX来源的资助申请有待发布。

2.美国毒理学会第五十八届年会(2019 SOT meeting)

　　美国2019 SOT meeting将于2019年3月10 - 14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Baltimore）会议中心举行。会议摘要投稿以开通，截止日期2018年10月

19日。大会网址：

https://www.toxicology.org/events/am/AM2019/index.asp。

　　会议资助信息：美国SOT年会每年均会资助一定数量来自中国大陆的参

会者，包括Senior和Junior参会，请关注会议网址信息。

3. 第五十五届欧洲毒理学大会（EUROTOX 2019）

　　EUROTOX-2019将于2019年9月8 - 11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本次大会

主题为 “Toxicology – Science Providing Solutions”。

　　大会网址：http://www.eurotox-congress.com/2019/

2019年度毒理学国际学术会议信息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