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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毒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与安全性评价

第四次（2019 年）学术年会

会议通知

（第三轮）

为了持续促进中药、天然药物毒理研究与安全性评价体系的建立，加强中药、

天然药物毒理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升中药、天然药物毒理研究者、

中药研发人员和监管人员对中药、天然药物安全性评价的认识，提升中药与天然

药物毒理学研究水平，促进中药创新，中国毒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专业委

员会定于 2019 年 11 月 15~18 日在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举办“中国毒理学会中

药与天然药物毒理与安全性评价第四次（2019 年）学术年会”和“中国毒理学

会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本次大会已邀请到药监部门相关

领导、新药评审专家、中药国际注册的专家、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基础研究专家、

GLP 与安全性评价专家、工作在第一线的中药与天然药物开发资深学者，以及相

关监管部门专家，围绕中药、天然药物毒理学的前沿热点、政策法规、技术方法、

技术审评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期待您莅临哈尔滨参加此次盛会。让我们

一起，为推动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研究与安全性评价的发展做出不懈努力，做出

我们最大的贡献。

一、会议主题

关注毒理学科前沿，促进中药毒理发展，助力中药的传承和创新。

二、会议交流形式和奖励设置

1、会议交流形式

会议形式以大会主旨报告为主，互动圆桌讨论会为辅，强调求真务实、促进

发展与合作。

2、大会特邀报告

（1）题目：全程式中药毒理学研究的考虑及沟通交流

（报告人：CDE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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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题目：毒性药材基原调查及鉴定数据库的建设方案

（报告人：袁媛 研究员）

（3）题目：真实世界数据用于上市药品风险评价的考虑

（报告人：宋海波 教授）

（4）题目：中药的人源性脏器毒理学研究新技术

（报告人：杨凌 教授）

（5）题目：中药破壁饮片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策略与案例探讨

（报告人：杨威 教授）

（6）题目：基于中药特点的肝毒性评价方法及思路

（报告人：唐黎明 研究员）

（7）题目：基于药性探讨少数民族经典名方的临床定位与毒性

（报告人：斯拉甫•艾白 研究员）

（8）题目：中药和天然药的心脏毒性评价研究

（报告人：汪巨峰 教授）

（9）题目：雷公藤甲素肝脏毒性的研究

（报告人：张陆勇 教授）

（10）题目：云南民族药的用药经验和药物毒性情况

（报告人：王京昆 研究员）

（11）题目：中药国际化策略与方法的探讨

（报告人：富力 教授）

（12）题目：从中药破壁饮片谈中药研究开发的国际化策略

（报告人：成金乐 教授）

3、互动圆桌讨论会议议题

主持人：CDE专家

（1）ICH S系列指导原则介绍（报告人：CDE专家）

（2）ICH S11：支持儿科药物开发的非临床安全性试验（报告人：CDE专家）

（3）儿科用药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报告人：孙祖越 研究员）

（4）儿科药物安全性评价实施策略与案例探讨（报告人：杨威 教授）



3 / 10

（5）源于临床需求的幼龄动物非临床评价研究关注点（报告人：王全军 研究员）

拟定讨论嘉宾：ICH S11国内专家工作组

（1）CDE：ICHS11工作组

（2）ICHS11国内专家工作组专家

4、 分会主题报告

大会将设青年优秀论文专场和 2个分会场。

1. 青年优秀论文专场：经过学术专家审稿 14名青年学者入围最终决赛；

2. 分会场一：经过学术专家审稿 14位学者将做精彩报告；

3. 分会场二：经过学术专家审稿 14位学者将做精彩报告。

5、奖励设置

大会将设立“优秀论文奖”和“优秀壁报奖”。

特别说明：优秀论文奖奖励人民币 2000 元，优秀壁报奖奖励人民币 1000

元，获奖者必须是本人领奖，如果未参加颁奖会议，获奖资格将被取消，将按成

绩递补一名获奖人员。

三、参会对象

毒理学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管理人员、研究生，

以及相关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等；药物安全评价研究机构负责人、专题负责人、QAU

人员以及实验人员；制药企业（公司）与新药研发人员，医药科研院（所）、药

检单位和医药高等院校中从事药物研究的相关人员。

四、会议费用

1、注册费用

注册费用（元/人）

备注2019 年 09

月 30 日前

2019 年 10 月

30 日前

2019 年 10 月 30

日后以及现场

普通参会者 1600 元 1800 元 2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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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代表（中国药理

学会员、中国毒理学

会员、中国药学会会

员等）

1300 元 1500 元 1700 元
报到时出示前述任

一会员证即可

学生代表 900 元 1000 元 1100 元
凭学生证原件享受

优惠

备注：①注册费用包括会务费、资料费、授课费、培训证书等费用；

②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2、缴费方式

银行汇款 中国毒理学会汇款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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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04909014450531

汇款请注明：“中药会+姓名会议费—缴费单位名称”

七、会议时间

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到 18 日（15 日全天报到）

时间 11月 15日 11月 16日 11月 17日 11月 18日

上午

会议注册

开幕式
大会特邀报告

青年优秀论文专场
分会场一
分会场二

学术沙龙
参观交流
撤离。

下午 CDE圆桌专题会议

大会特邀报告
闭幕式

优秀论文及壁报颁奖
仪式

晚上

（20:00~22:00）

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

专业委员会会议

晚餐及与会代表交流 自由交流

八、会议地址

1、本次会议会场和报到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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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 2号。

联系电话：0898-36398888，传真：0898-36607777。

会议酒店：即 2019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报到地址。

2、本次会议的住宿酒店

2.1 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本次会议优惠价）

房型 会议优惠价 房型

高级标间 500 元/间天 含双早

高级单间 480 元/间天 含单早

备注：

九、联系方式

1、报名方式：

1.1报名总协调人：

黄凌（海南医学院海南省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中心机构负责人），

电话：18689830566；邮箱：1322355080@qq.com；

王秀娟（海南医学院海南省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中心副主任），

电话：13078989339；邮箱：wangxiujuan01@126.com。

1.2 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可将回执邮寄或发电子邮件至下列联系人：

王 靖，电话：15248936565；邮箱：hywangjing@yeah.net；

周 凤，电话：18907596782；邮箱：18907596782@189.com

黄绵庆，电话：13617541860；邮箱：792015216@qq.com。

2、论文投稿联系人：

投稿的参会代表，可将稿件发电子邮件至下列联系人：

赖绮雯，电话：13423699765；邮箱：ywdldh_yga@163.com；

李淑霞，电话：13726813304；邮箱：csps2015@163.com。

3、参会代表报名或缴纳会议费等需要中国毒理学会沟通交流处理相关问题的本

次会议会务联系人：

朱飞鹏，电话：13520610278；邮箱：zhufp@cde.org.cn；

杨 威，电话：18928860179，13544561087；邮箱：yangwei071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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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毒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海南医学院海南省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中心

海南海医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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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报名回执表

回执表（此表复印有效）

姓名
性

别

职务/

职称
单位名称/单位地址 电话 E-mail

报到

日期

退房

日期

住宿要求

高级标间
高级单间 备注

单住 合住

1、需要各类套房的请在备注说明，会务组统一登记。

2、酒店住宿总协调人：

贺 瑞 ，电话：15248936932；邮箱：809884212@qq.com;

黄 林 ，电话：15248945456；邮箱：290584459@qq.com。

3、联系人：

王 靖，电话：15248936565；邮箱：hywangjing@yeah.net；

周 凤，电话：18907596782；邮箱：18907596782@189.com；

黄绵庆，电话：13617541860；邮箱：79201521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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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会议地址及交通方式

1、会议地址

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 2号。

联系电话：0898-36398888，传真：0898-3660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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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通往各地中巴车发车时间：

酒店到市区 市区到酒店

09:00 酒店→机场 09:45 美兰高铁站→酒店

10:20 酒店→大润发→日月广场 10:50 日月广场→省图书馆→酒店

12:00 酒店→机场 12:45 美兰高铁站→酒店

14:00 酒店→机场 14:45 美兰高铁站→酒店

16:00 酒店→骑楼水巷口→省图书馆 16:40 省图书馆→骑楼水巷口→酒店

18:30 酒店→大润发

备注：穿梭巴士仅限酒店客人乘坐，敬请提前 24 小时预定，坐满为止。

如需预定敬请联系酒店礼宾部 0898-36398888-7261/或住店后拨服务中心“0”。

一、乘坐飞机到达路线

1、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距离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约 20 公里。

（1）各地飞往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到达后根据指示牌乘坐出租车，约 20 分钟到达海口

鲁能希尔顿酒店，打车费用约 60 元。

（2）各地飞往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到达后根据指示牌乘坐机场大巴，约 1小时到达

民航大厦站，民航大厦过天桥到明珠广场站坐 1路公交车在下洋坡站下车，转乘 27 路

公交车到信达海天下站下车，步行 504 米约 8分钟到达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机场大巴

20 元，公交车 2元，合计 22 元。

（3）各地飞往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到达后根据指示牌乘坐海南环岛高铁发往海口火

车东站（高铁站），出站后步行 392 米约 6分钟至山高村口站乘坐 44 路公交车在省委

党校站下车，转乘 27 路公交车到信达海天下站下车，步行 504 米约 8分钟到达海口鲁

能希尔顿酒店，海南环岛高铁票 7元，公交车 2元，合计 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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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坐火车到达路线

1、海口火车站：距离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约 35 公里。

（1） 海口火车站去往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到达后根据指示牌乘坐出租车，约 60

分钟到达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打车费用约 100 元。

（2）海口火车站去往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到达后根据公交指示牌在海口火车站公

交车站坐 37 路快线在钟楼站下车，转乘 87 路公交车到信达海天下站下车，步行 504

米约 8分钟到达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公交车 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