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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药学院 

北京大学药学院两位教授喜获第十九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

奖 2018-12-03 

http://sps.bjmu.edu.cn/xyxw/200812.htm 

11月 24日，第十九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吴杨奖）颁奖典礼暨

报告会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举行，我院周德敏、崔一民教授因在药学领域所

作的突出贡献荣获该奖项。 

 

闪药青春 澳美同行——2018年“澳美奖学金”颁奖典礼暨校园宣

讲活动  2018-12-03 

http://sps.bjmu.edu.cn/xyxw/200839.htm 

11月 29日晚, 2018 年“澳美奖学金”颁奖典礼暨校园宣讲活动在药学楼 241

会议室隆重举行。澳美制药公司集团运营总监 Margo Tsang女士、集团药品注册

经理 Johnson Tang 先生及集团企业传播经理 Maggie Lau女士、北京大学药学院

院长周德敏、党委书记徐萍、副书记吕万良等老师及 70 余名学生共同参加了典

礼，颁奖典礼由药学院党委副书记张红梅老师主持。 

 

黄卓研究团队在《Biological Psychiatry》上发表抗抑郁症最新研

究成果 2018-12-07 

http://sps.bjmu.edu.cn/xyxw/200908.htm 

2018年 12月 6日，我院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黄卓研究团队和基

础医学院梁静团队合作，在国际著名精神病学杂志《生物精神病学》(Biological 

Psychiatry, IF = 11.982)上在线发表了题为“ CDYL-mediatedhistone 

crotonylation regulates stress-induced depressive behaviors”的研究论

文。该研究阐明了社交挫败抑郁模型中，前脑组蛋白巴豆酰化修饰(histone 

crotonylation)与表观遗传分子 CDYL 在抑郁症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

制，该研究为抑制症的治疗提供了潜在的干预靶点。 

http://sps.bjmu.edu.cn/xyxw/200812.htm
http://sps.bjmu.edu.cn/xyxw/200839.htm
http://sps.bjmu.edu.cn/xyxw/2009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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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药科大学 

我校成功召开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座谈

会 2018-12-06 

http://www.syphu.edu.cn/info/1064/4569.htm 

12月 6日，沈阳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座

谈会在校本部图书馆工商管理学院会议室举行。原卫生部副部长、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现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会长邵明立，中国药学会药事管

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爱萍，国家药品审评中心首席科学家钱家华，北京大学

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胡欣，深圳市瑞康药物

评价研究院院长武志昂，赛诺菲（中国）高级注册总监蔡卫珍，沈阳兴齐眼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继东，研发总监杨强应邀出席。 

 

我校主办的《亚洲药物制剂科学》（IF 4.56，JCR Q1区）首获中科

院分区：医药学类 2区。 

http://www.syphu.edu.cn/info/1064/4568.htm 

2018 年 12 月 11 日早上 7:30，2018 年中科院 SCI 期刊分区正式发布！由我

校主办的 Asi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AJPS，亚洲药物制剂

科学）获得首个中科院分区，位于 Pharmacology & Pharmacy 学科类别 2区。 

AJPS 于 2018 年 6 月获得 JCR 首个影响因子 4.56，位于 Pharmacology & 

Pharmacy学科类别所有 261本期刊的第 26位！JCR分区 Q1区，在药剂学领域的

SCI期刊中排名靠前，在 SCIE收录的中国药学类期刊中排名第二。 

 

复旦药学院 

王明伟研究员在澳洲作讲“第十届 G蛋白偶联受体分子药理学会

议” 2018-12-03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howID=3141&SID=6
8&SID1=0&SID2=0 

2018年 12月 2日至 3日，国家新药筛选中心主任兼国家化合物样品库主任、

复旦大学药学院院长王明伟研究员应邀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举行的“第十

届 G 蛋白偶联受体分子药理学会议”。会议由英国药理学会和莫纳什大学药学研

究所共同主办。3日上午，王明伟研究员以“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http://www.syphu.edu.cn/info/1064/4569.htm
http://www.syphu.edu.cn/info/1064/4568.htm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howID=3141&SID=68&SID1=0&SID2=0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howID=3141&SID=68&SID1=0&SI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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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molecule agonists, 3-dimentional structures and beyond”为题发表

演讲，回顾其过去 17 余年对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的研究历程，展望未来的发

展方向，受到听众们的热烈反响。会议期间，他与来自美国、英国、新西兰和当

地的同行以及中国留学人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我院药学实验教学中心获得 2018年“上海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立项建设 2018-12-03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howID=3188&SID=6
8&SID1=0&SID2=0 

2018 年 6月，我院药学实验教学中心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准备和组织材料，向

上海市教委递交了“上海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请书”。2018 年 11 月 1 日，

上海市教委组织专家考察组对中心进行了现场考察，医学院钱睿哲副院长、医教

办赖燕妮老师、杨柳老师和我院王凤霞书记、张雪梅副院长代表学校和学院领导

在晶晖厅接待了专家组。中心主任王洋教授做了现场答辩，并回答了专家提问。

2018 年 12 月，实验教学中心获批 2018 年“上海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立项

建设。通过此次申报，中心对实验教学管理、实验课程改革、信息化建设和各项

规章制度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相信经过三年的立项建设必然大大推动我院实验教

学更上一个台阶。 

 

智能化递药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8年度学术年会 2018-12-14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howID=3191&SID=6

8&SID1=0&SID2=0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上午,智能化递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年会在复

旦大学张江校区召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专家、重点实验室成员、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领导、复旦大学药学院领导和特邀嘉宾等近 50 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会议由实验室主任蒋晨教授主持。 

药学院王明伟院长实验室在药学院技术平台建设与运行中所发挥的示范作

用，以及对学科建设和能力提升做出重要的贡献，药学院将一如既往给予大力支

持。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丁健院士随后发表讲话，对实验室的发展充满期待并提

出了具体的要求。复旦大学医学科研办卢虹副主任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实验室自

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优异成绩。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howID=3188&SID=68&SID1=0&SID2=0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howID=3188&SID=68&SID1=0&SID2=0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howID=3191&SID=68&SID1=0&SID2=0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howID=3191&SID=68&SID1=0&SI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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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药学院举办第十五期晶晖青年学术论坛 2018-12-15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howID=3192&SID=6

8&SID1=0&SID2=0 

复旦大学药学院晶晖青年学术论坛第十五期活动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中午

在晶晖厅举行。本期论坛邀请了两位国家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复旦大学化学

系张琪教授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健康科学研究所郎靖瑜研究员前

来进行学术交流。张琪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抗生素的发现和生物合成研究”；郎

靖瑜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基于 MEK 的胃癌靶向策略及其抗性机制研究”。两位

青年学者带来的精彩报告令听众收益匪浅，会后引发了师生们的热烈讨论。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人工智能助力上海研究生熊招平摘取多靶点药物分子设计国际挑战

大赛冠军 2018-12-10 

http://www.simm.ac.cn/xwzx/zhxw/201812/t20181210_5209327.html 

在纽约刚刚举办的第十一届 RECOMB/ISCB 会议公布了 DREAM Challenge 单

细胞转录组挑战赛和多靶点药物预测挑战赛【2】的比赛结果。上海科技大学和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熊招平以总分 28 分的最高分获得多靶

点药物预测挑战赛冠军，指导老师是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蒋华良院

士和郑明月研究员。 

 本次的多靶点预测挑战赛由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组织，要求选手利用私有和公

开的生物活性数据，找到对几个特定蛋白靶点（target）有活性，但对另外几个

靶点（anti-target）不能有活性的化合物，也就是要求化合物具有高度精准的

多靶点选择性。熊招平在甲状腺髓样瘤（medullary thyroid carcinoma）和 tau

蛋白神经退行性模型两项任务中均斩获全场最高分，从 190个参赛队伍中脱颖而

出。 

 

上海药物所信息中心举办 2018年重大疾病领域学科情报系列讲座 

2018-12-13 

http://www.simm.ac.cn/xwzx/zhxw/201812/t20181213_5211367.html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howID=3192&SID=68&SID1=0&SID2=0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howID=3192&SID=68&SID1=0&SID2=0
http://www.simm.ac.cn/xwzx/zhxw/201812/t20181210_5209327.html
http://www.simm.ac.cn/xwzx/zhxw/201812/t20181213_5211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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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服务于“个性化药物先导专项”和“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的进一步

开展，深化面向科研一线研究人员的文献情报服务工作，上海药物所信息中心于

2018年 11月 23日在承嘏厅举办了 2018年重大疾病领域学科情报系列讲座。药

物所 35 个课题组及复旦大学药学院、扬子江药业等单位近 110 名科研人员及研

究生参加了讲座。 

讲座上，5 名从事药物情报研究工作的学科馆员黄瑶庆、王春丽、刘丽丽、

高月红、杨益平分别报告了肿瘤、神经精神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肾病、

肺结核等重大疾病领域国际国内药物研发最新进展。现场交流讨论十分热烈。与

会人员也对信息中心未来的服务及发展提出了建议。 

 

上海中医药大学 

我校承办第六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 2018-12-10 

http://www.shutcm.edu.cn/2018/1210/c221a23524/page.htm 

第六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至 8 日在上海隆重举行，大

会以“中西医结合，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为主题，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上

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和上海中医药大学承办，汇聚了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余名专家，其中两院院士 7 名，

港澳台地区参会人员 56 名，外籍专家近 200 名。会议客观、真实、全面地展现

了近年来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重大发展成果，赢得了海内外专家的普遍认可和广泛

赞誉。 

 

我校获教育部认定建设上海中医药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服务协同创新

中心 2018-12-13 

http://www.shutcm.edu.cn/2018/1213/c221a23554/page.htm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首批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名单，我校“上海中医药慢

性病防治与健康服务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喜获立项，这是我校继“一流学科”、

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后的新突破。 

 

http://www.shutcm.edu.cn/2018/1210/c221a23524/page.htm
http://www.shutcm.edu.cn/2018/1213/c221a23554/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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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药学院 

浙江大学药学院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圆满落幕 

2018-12-10 

http://www.cps.zju.edu.cn/index.php?c=index&a=detail&id=23686&web=chi

nese 

12 月 7-9 日，迎着 2018 年杭州的第一场瑞雪，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药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浙江大学药学院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在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海军军医大学、陆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等近百所院校的 450余

位师生参加了此次比赛，参赛项目数共有 153 个。 

大赛第一天是壁报展示环节，共展出 153份壁报。壁报展旨在促进不同学校、

不同学科方向之间的学术交流。壁报展现场人头攒动，参赛同学积极地向参展师

生、专家讲解自己的科研成果，充分展示了药学学子的风采。最终由现场学生投

票，共有 31份壁报获得本届药苑论坛优秀壁报奖。 

在论文评审和答辩评审环节，由不同学科方向的 30 位评委专家分组对参赛

项目进行了评审。通过专家评审结果和学生代表投票，最后评选出创新成果特等

奖 2项，一等奖 30 项，二等奖 46项，三等奖 75项，优秀论文奖 31 项。 

 

中国药科大学 

第五届工学院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暨药物研究工程技术高

层论坛在我校举办 2018-12-07 

http://news.cpu.edu.cn/9c/8c/c243a105612/page.htm 

12月 5日，工学院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暨药物研究工程技术高层论

坛在江宁校区会议中心二楼报告厅举办。校长来茂德莅临会议并致辞。工学院建

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以及其他来自生物医学、精准医学、航天医学、制药工程、

分子影像、临床药学、纳米材料、食品、环境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并作学术报告。会议由工学院院长顾月清教授主持。 

 本次论坛体现了我校工学学科的发展水平，共有 20余位国家“杰青”、“长江

学者”等高层次专家受邀到会，其研究范围涵盖生物医学、精准医学、航天医学、

制药工程、分子影像、临床药学、纳米材料、食品、环境科学等众多领域，为与

会师生提供了一个高起点、大范围、多学科的学术交流平台。论坛的举办将有助

http://www.cps.zju.edu.cn/index.php?c=index&a=detail&id=23686&web=chinese
http://www.cps.zju.edu.cn/index.php?c=index&a=detail&id=23686&web=chinese
http://news.cpu.edu.cn/9c/8c/c243a105612/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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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学院进一步凝聚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激发全院师生的潜能活力，把握未来

药物研究的路径方向。 

 

金能明、来茂德等校领导吊唁彭司勋院士 2018-12-10 

http://news.cpu.edu.cn/9c/b9/c243a105657/page.htm 

我国著名的药物化学家和药学教育家，科技界和教育界的杰出代表，中国共

产党的亲密朋友，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政协江苏省六届、

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三学社江苏省二届、

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届、五届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中国药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司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 年 12月 9

日 6时 50分在南京逝世，享年 100岁。 

 12 月 10日，中国药科大学党委书记金能明、校长来茂德等校领导一行前往

彭司勋院士追思堂，深切悼念彭司勋院士，表达了对彭司勋院士逝世的哀悼和对

其家属的慰问。 

 

药大师生及各界人士痛别彭司勋院士——彭司勋院士遗体告别仪式

在宁举行 2018-12-15 

http://www.cpu.edu.cn/9e/73/c4132a106099/page.htm 
 

12 月 15 日上午，我国著名药物化学家和药学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

友，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第八届常务委员，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九三学社第

九届中央常务委员，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原主任委员、原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工程

院资深院士，中国药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司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南京西

天寺殡仪馆举行。 

 

南京中医药大学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余艳红书记一行调研南京中医药大学与瑞士明道

中医集团共建的中国-瑞士中医药中心 2018-12-5 
http://xyw.njucm.edu.cn/2018/1210/c2350a45734/page.htm 

2018 年 12 月 5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余艳红一行调研南

京中医药大学与瑞士明道中医集团共建的中国-瑞士中医药中心。陕西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党组书记刘勤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王笑频、亚美多边

http://news.cpu.edu.cn/9c/b9/c243a105657/page.htm
http://www.cpu.edu.cn/9e/73/c4132a106099/page.htm
http://xyw.njucm.edu.cn/2018/1210/c2350a45734/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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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长陆烨鑫、秘书陈璜，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部官员刘嵚陪同调研。中国-

瑞士中医药中心在会上正式全球发行《国际中医药文化》杂志，并由余艳红书记

启动瑞士中医药海外中心官方网站。 

 

我校 1项成果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18-12-15 

http://xyw.njucm.edu.cn/2018/1215/c2350a45913/page.htm 

日前，2018年度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揭晓。本年度全国

授奖项目共为 46 项，其中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14 项，三等奖 23 项，科普奖 3

项。我校谈勇教授作为第一完成人申报的“不孕症中医生殖节律调控体系的建立

及中西医结合助孕方法的研究”项目获得一等奖。 

http://xyw.njucm.edu.cn/2018/1215/c2350a45913/pag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