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毒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专业委员会
第二次（2017 年）学术交流大会
会议通知
（第二轮）
为了持续促进中药、天然药物毒理研究与评价体系的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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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27~30 日在苏州举办“中国毒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专业
委员会第二次（2017 年）全国学术大会”。本次大会将邀请药监部门相关领导、
新药审评专家、植物药国际注册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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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您莅临苏州参加此次盛会。让我们一起，
为推动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研究与评价的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一、会议主题
关注毒理学科前沿，促进中药毒理发展，助力中药国际注册。

二、会议目的
1、分析中药毒理研究与评价现状中存在问题，转变毒理学评价理念，探索
适合中药毒理评价的方法与评价新模式，以研究的形式解决中药评价中存在的问
题。
2、关注学科前沿，促进中药、民族药、经典名方、天然药物毒理研究技术
体系的建立，全面提升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学研究水平，促进中药创新，助力中
药国际注册。
3、为中药与天然药物工作者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与参会者提供展示最新研
究结果的良机，加强业内的协作与沟通。

三、会议主要交流研讨内容

1、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研究方法与模式：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在中药
与天然药物毒理研究与评价中的应用。
2、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研究与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1）关注毒性药材的评价、毒代研究、不同分类（复方、提取物、有效成
分）的毒理学研究重点、中药毒性与配伍的关系、上市后的二次开发及再评价等。
（2）从一线研发者的角度思考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研究与评价中存在的问
题与解决方法，包括企业在中药研发中对安全性方面问题的考虑、解决问题的研
究模式、研发中积累的先进经验、研究平台经验介绍等。
3、民族药方面：我国民族药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思
考。
4、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包括民族药毒理研究、中药
与天然药物毒理研究与评价、新药研发药理毒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中药与
天然药物的国际化等方面内容。
5、经典名方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设计及策略
6、儿科用中药新药非临床安全性评价及毒理研究
四、会议交流形式和奖励设置
（一）会议交流形式
会议形式分为：大会特邀报告、互动圆桌专题讨论会、大会报告、优秀论文
报告等，强调求真务实、促进发展与合作。
1、大会特邀报告
主题方向 1：中药新药的发展概况、前景和策略
报告嘉宾：陈凯先院士
主题方向 2：中药药代及毒代研究的前沿方向和策略
报告嘉宾：王广基院士
主题方向 3：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简化审批管理规定和申报资
料要求
报告嘉宾：CFDA 管理人员
主题方向 4：经典名方有关毒理学评价的思考
报告嘉宾： CDE 审评员

主题方向 5：民族药的新药研发、民族药毒理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报告嘉宾：评选和邀请 1~3 名国内知名民族药专家报告
主题方向 6：中药研发的国际化策略、国外植物药毒理研究进展与现状分析
报告嘉宾：评选和邀请经验丰富的海外归国专家报告
主题方向 7：中药毒理研究的现状分析以及发展策略，如何理性认识中药毒
理问题以及中药毒性定位的探讨和案例分析
报告嘉宾：评选和邀请 2~3 名国内知名专家报告
主题方向 8：中药生殖与发育毒理学的发展史及现状的思考
报告嘉宾：评选和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报告
主题方向 9：中药（特别有毒中药、儿科用中药、非传统工艺的复方中药）
毒理研究的策略探讨和案例分享
报告嘉宾：评选和邀请 2~3 名国内知名专家报告
2、互动圆桌专题讨论会议拟定议题
2.1 复方中药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制备样品的安全性评价和案例讨论
嘉宾：CDE 审评员、国家药审专家、企业代表
2.2 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策略
嘉宾：CDE 审评员、国家药审专家、企业代表
2.3 儿科用中药的安全性评价讨论
嘉宾：CDE 审评员、国家药审专家、企业代表
3、大会报告
3.1 毒性药材、有毒中药毒理研究交流讨论分会场
从投稿论文中评选
3.2 中药毒理、毒性机制、新技术新方法分会场
从投稿论文中评选
4、中药毒理研究青年优秀论文竞选分会场
4.1 青年优秀论文奖
从青年毒理研究者的投稿论文中评选出青年毒理研究者参加现场演讲竞选
青年毒理研究者年龄要求：40 岁以下，即 197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4.2 优秀壁报奖

不限年龄，从投稿论文中评选。
二、奖励设置
大会将设立“优秀提案奖”、“优秀论文奖”和“优秀壁报奖”（ 优秀提案奖详
细方案见第三轮通知）。
1、“优秀提案奖”设置 3 名，每名奖励人民币 5000 元。
2、“青年优秀论文奖”设置 8 名，每名奖励人民币 2000 元。
3、“优秀壁报奖”设置 8 名，每名奖励人民币 1000 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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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会议费用
1、注册费用
注册费用（元/人）
2017 年 09
月 10 日前

2017 年 09 月
30 日前

2017 年 09 月 30
日后以及现场

备注

普通参会者

1600

1800 元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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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元

1700

报到时出示前述任
一会员证即可

学生代表

900

1000 元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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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
1、征文范围：
（1）民族药毒理学
（2）中药、天然药物毒理学基础研究（系统毒理学、靶器官毒理学、生殖
与发育毒理学、遗传毒性、毒物代谢与毒代动力学、毒性测试策略、分子毒理学）
（3）中药、天然药物临床毒理研究
（4）有毒中药、天然药物的安全性研究
（5）中药、天然药物研发过程中的毒理学问题及评价
（6）中药、天然药物毒理学特点与风险评估
（7）中药、天然药物毒理学研究与转化医学
（8）中药、天然药物国际化的策略与方法
（9）中药、天然药物毒理研究新技术、新方法
（10）中药、天然药物儿科药物毒理研究
（11）中药、天然药物毒理学教学的思考
(12) 已上市中药、天然药物的毒理研究
（13）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思考
2、征文形式：凡是具备科学性、创新性和实用性，且与会议主题相关，符
合“征文内容”的安全药理学研究和有参考价值的综述，均可投稿。
3、征文要求：
摘要限定 800~1000 字。应写明论文题目、作者、作者单位、单位所在城市
及邮政编码，特别要注明责任作者的 E-mail 地址。通讯作者要在其姓名右上方
标注“*”。论文报告摘要应按目的、方法、结果及结论共四项书写，综述报告摘
要的格式不作该要求。
国内学者的摘要一律请用中文，国外学者的摘要可用英文书写。
中文摘要用 Microsoft Word 按以下要求编辑：题目用四号加粗、其余用小
四号，题目、目的、方法、结果及结论加粗，单倍行距、四周页边距 2.5cm、A4
版面。摘要文字应使用规范的科学语言、准确、简练、流畅。中文字体为宋体，

英文为 Times New Roman 体。尽可能少用缩写词、不得用图表。摘要的最下方
可以标注基金资助情况，以及通讯作者联系方式。
特别说明：
（1）未正式发表的获奖论文将在《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优先发表，
并免收审稿费和版面费，稿酬照付。
（2）参加青年优秀论文奖竞选的请在投稿时注明，特别提醒第一作者年龄
在 40 岁以下，即 197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3）截稿日期：2017 年 09 月 20 日
八、会议时间
时间：2017 年 10 月 27 日到 30 日（27 日全天报到）
2017 年 10 月 27 日

全天报到

2017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16:00~17:30

中国毒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专业委员会委
员会议

上午

大会特邀报告

下午

CDE 审评员、专家、研发机构互动圆桌专题会议

2017 年 10 月 28 日

上午

会场 1

毒性药材、有毒中药毒理研究交流

会场 2

中药毒理、民族药毒理研究交流

会场 3

中药毒理研究青年优秀论文竞选会场

2017 年 10 月 29 日

下午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大会特邀报告
参观 GLP 中心，自由学术沙龙，闭会撤离

九、会议地址
1、本次会议会场和报到地点：
苏州金陵观园国际酒店，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翠薇街 168 号。
联系电话：（0512）62608888，传真：（0512）62608886。
会议酒店：即 2017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报到地址。
2、本次会议的住宿酒店

2.1 苏州金陵观园国际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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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元/间天

含单早

2.2 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本次会议优惠价）
房型

会议优惠价

房型

豪华标间

450 元/间天

含双早

豪华单间

450 元/间天

含单早

备注：
（1）选择“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住宿的参会代表先到苏州金陵观园
国际酒店注册，然后会务组安排车送到“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每天会议
期间有专车往返“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
（2）除早餐外，其余用餐均在苏州金陵观园国际酒店。

十、联系方式
1、报名方式：
1.1 报名总协调人：
陆国才，电话：13818321666；邮箱：guocaibs@so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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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国才，电话：13818321666；邮箱：guocaibs@sohu.com；
张

婧，电话：13913514856；邮箱：jingz.rs@youseen.com；

蒯

芬，电话：13951112097；Email：sarah@cti-c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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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威，电话：18928860179；Email：yangwei0719@163.com；
孙 昊，电话；13760800330；邮 箱：120863912@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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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威，电话：18928860179，13544561087；Email：yangwei071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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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玉森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华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学院生物所 GLP 中心
广东莱恩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7 年 07 月 25 日

附件 1：报名回执表
回执表（此表复印有效）
姓名

性 职务/
单位名称/单位地址
别 职称

电 话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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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振玉，13771752198
3、联系人：
张 婧，电话：13913514856；邮箱：jingz.rs@youseen.com；
蒯 芬，电话：13951112097；Email：sarah@cti-cert.com；
孙 昊，电话；13760800330；邮 箱：120863912@qq.com；

报到
日期

退房
日期

住宿要求
金陵观园国际酒店
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
高级标间
豪华标间
高级 豪华
单住 合住 单间 单间 单住
合住

附件 2：会议地址及交通方式
1、会议地址
苏州金陵观园国际酒店，苏州市工业园区翠薇街 168 号。联系电话：（0512）62608888-6810，传真：（0512）62608886。

一、乘坐飞机到达路线
1、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距离苏州金陵观园酒店约 135 公里。
（1）各地飞往浦东机场，到达后根据指示牌乘坐地铁 2 号线，约 1 小时 40 分到达
虹桥火车站，乘坐高铁到苏州（苏州站，苏州园区站，苏州北站），历时约 30 分钟。
（2）各地飞往浦东机场，到达后根据指示牌乘坐机场大巴，票价约 80 元，前往苏
州行驶约 2.5 小时在苏州园区文博广场下车。
（2.1）去往金陵观园酒店步行 400 米到“圆融天幕街”公交站台乘坐 156 路公交到
“独墅湖图书馆”站台下车，步行 400 米到酒店。也可打车到苏州金陵观园国际酒店，
距离约 7 公里，打车费用 20 元左右。
（2.2）去往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机场大巴下车后 100 米公交站“国际博览中
心”站台乘坐 120 路西线到“人大国际学院东”下车步行 800 米即到酒店。也可打车到
苏州金陵观园国际酒店，距离约 7 公里，打车费用 20 元左右。
2、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距离苏州金陵观园酒店约 80 公里。
（1）各地飞往虹桥机场，乘轨道交通 10 号线支线（1 站）、轨道交通 2 号线（1
站）到虹桥火车站。也可步行前往虹桥火车站，到 2 号航站楼（虹桥火车站）乘坐高铁
到苏州（苏州站，苏州园区站，苏州北站），历时约 30 分钟。
（2）各地飞往虹桥，根据指示牌乘坐机场大巴，票价约 50 元，前往苏州行驶约 1
小时在苏州园区文博广场下车。
（2.1）去往金陵观园酒店：步行 400 米到“圆融天幕街”公交站台乘坐 156 路公交
到“独墅湖图书馆”站台下车，步行 400 米到酒店。也可打车到苏州金陵观园国际酒店，
距离约 7 公里，打车费用 20 元左右。
（2.2）去往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机场大巴下车后 100 米公交站“国际博览中
心”站台乘坐 120 路西线到“人大国际学院东”下车步行 800 米即到酒店。也可打车到
苏州金陵观园国际酒店，距离约 7 公里，打车费用 20 元左右。
二、乘坐火车到达路线
8

1、苏州站：距离金陵观园酒店约 20 公里。
（1）去往金陵观园酒店，坐地铁号 2 线桑田岛方向，到“月亮湾”站台下车，步行
500 米到达“月亮湾”公交站台乘坐 176 路到“独墅湖图书馆”站下车，步行 400 米即
到。月亮湾站台距离酒店 1.8 公里，建议打车。
（2）去往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乘坐地铁 2 号线桑田岛方向，到“松涛街”站
台下，步行 600 米“公共学院”公交站台乘坐 180 路东线到“西交大”站台下车步行 1
50 米即到。
2、苏州园区站：距离金陵观园酒店约 10 公里。
（1）去往金陵观园酒店，从“沪宁城铁园区站”站乘坐 115 路公交车，“园区行政
中心西”站下车换乘 176 路“独墅湖图书馆”站下车，步行 400 米即到酒店。
（2）去往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步行 700 米在“沪宁城铁园区站”乘坐 115 路
公交到“莲花新村五区”站台下车换乘 142 路、812、228 路公交“西交大”站台下车，
200 米到西郊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
3、苏州北站：距离金陵观园酒店约 40 公里。
（1）去往金陵观园酒店，坐地铁号 2 线桑田岛方向，到“月亮湾”站台下车，步行
500 米到达“月亮湾”公交站台乘坐 176 路到“独墅湖图书馆”站下车，步行 400 米即
到。月亮湾站台距离酒店 1.8 公里，建议打车。
（2）去往西郊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苏州站去往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乘坐地
铁 2 号线桑田岛方向，到“松涛街”站台下，步行 600 米“公共学院”公交站台乘坐 1
80 路东线到“西交大”站台下车步行 150 米即到。
三、乘坐汽车到达路线
1、苏州汽车客运北站：距离金陵观园酒店约 18 公里。
（1）去往金陵观园酒店，“苏州北”站乘坐快线 2 号到“中科大西”下车，步行 5
00 米即到；“苏州北站”乘坐 91 路公交到“金鸡湖大道西”换乘 110 路，到“独墅湖
图书馆”站下车，步行 400 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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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去往西交利物浦会议中心，“苏州北”站乘坐快线 2 号到“西交大”下车，步
行 200 米即到。
2、苏州南门汽车客运站：距离金陵观园酒店约 10 公里。
（1）去往金陵观园酒店，“汽车南站广场”站乘坐快线 1 号到“荣域花园”站换乘
176 路到“独墅湖图书馆”站下车，步行 400 米即到。
（2）去往西交利物浦会议中心，“汽车南站广场”站乘坐 16 路到“西交大”站下
车，步行 200 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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