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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 

1． 12 月 25 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举行国际针灸创新研究院成

立大会。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

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谷晓红、校长徐安龙，成都中医药大学校

长余曙光，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高树中，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梁

繁荣，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吴焕淦，首都国医名师谷世喆，以

及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针灸学会、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相

关领导，各兄弟高校针灸推拿学院领导，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附

属医院负责人等参加了成立大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针灸创新研究院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发起，

联合国内高水平中医药院校，依托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国针灸

学会，以创新针灸研究方法学、实施高质量临床研究为切入点，临

床研究带动基础研究，围绕针灸优势病种，联合国内针灸研究优势

科研团队和骨干力量，针对针灸研究关键问题开展联合攻关，产出

国际水准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建设形成针灸临床研究共性技术平台、

针灸临床研究数据共享平台、生物样本库储存与检测平台，推动针

灸一流学科的建设进程，引领国际针灸研究方向。 

2．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 2020 年度国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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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和“肿瘤演进与诊疗的分子功

能可视化研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的获资助情况。北京中医药大学两

个项目获得资助，截止目前该校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

获得 99 项资助，资助金额达到 4878 万元，为历史最高。 

 

上海中医药大学 

1．近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

议宣布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成立，并宣读了由两院院士和国医大

师组成的首批学部委员名单。 上海中医药大学系统两院院士胡之

璧、陈凯先，国医大师朱南孙、刘嘉湘当选首批中国中医科学院学

部委员。  

2．12 月 25 日，上海中医药大学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共建的“三七研究中心”2020 年度工作交流会在中药研究所召

开。广西广投医药健康产业集团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庞华，广

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西中恒创新医药研究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明等企业领导及代表到场，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徐

建光、副校长杨永清等领导出席。  

上海中医药大学“三七研究中心”于 2019 年 12 月建立，旨在

发挥校企双方优势与特点，推进三七项目研发，开展三七药材、饮

片及三七单体皂苷、有效部位、天然药物、复方中药等新药及保健

品研发，完善现有上市大品种的标准化研究和中药大品种培育。 

3．12 月 24 日，上海中医药大学举办学校与上海闵行区新一轮

战略合作签约暨龙华闵行中医医联体项目——闵行区中医医院奠基

活动。上海市卫健委主任、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邬惊雷，市卫健委

副主任、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胡鸿毅，闵行区委书记倪耀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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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陈宇剑、副区长刘艳，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建光、副校长王拥

军，以及上海中医药大学相关职能部门、闵行区卫健委、七宝镇、

龙华医院、闵行区相关医疗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活动。双方共同签署

《关于闵行区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关于合

作共建闵行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协议》。 

4．12 月 23 日，上海中医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联合举

办“中西汇聚 思政育人——医学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指南暨课程思政

优秀案例集启动研讨会”。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朱惠

蓉，副校长陈红专，学校课程思政教学团队负责人、教务处、学工

部、教师工作部、相关学院负责人以及《中医学》课程思政教学指

南全体编写人员出席会议。 

5．12 月 18 日，在第十一届上海中医药科技奖奖励大会暨上海

市中医药学会 2020 年学术年会上，上海中医药大学系统共 19 项成

果获得第十一届上海中医药科技奖，其中科技成果奖 13 项，科技成

果推广奖 1 项，科学技术普及奖 1 项，著作奖 4 部。  

6．12 月 17 日，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上海中医药大学、中

华中医药学会改革与发展研究分会共同承办，广东固生堂中医养生

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华中医药学会改革与发展研究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召开。此次学术年会以“十四五”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中华中医药

学会原会长王国强，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王国辰，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规划财务司原司长、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研究院

院长苏钢强，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张怀琼，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服务监管处处长刘华、中医药

传承发展处处长王庆华，广东固生堂中医养生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涂志亮等领导嘉宾，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曹锡康、校

长徐建光、副校长王拥军及学校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出席会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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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医药学会改革与发展研究分会会员、学校师生及全国各地中医

药工作者共计 1.6 万人次在线上观看了会议直播。 

7．12 月 16 日，上海中医药大学在张江校区举行中医药国际标

准化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启动仪式。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群，市

政府副秘书长虞丽娟，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轩福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副主任、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胡鸿毅，市政协社会与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黄小路，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丁发，全

国劳动模范、上海浦东供电公司张江中心主任谢邦鹏，中国科学院

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凯先，国际标准化组织/

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 249）主席沈远东，参建单位代表以及

学校党政领导班子、职能部门负责人、二级学院和附属医院负责人、

师生代表等出席仪式。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

49979.83 平方米，拟建建筑地上 12 层、地下 1 层。该中心将以 3

个国际组织的工作机构为核心、以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相关研究机构

为基础，实行开放式、国际化、跨行业、多元化的运行模式，努力

打造全球传统医学的总部。中心将以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引领战略、

全球高端中医药中心集聚战略、科技国际合作提升战略为依托，构

建五大科学研究平台：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平台、中医药防治慢

性病国际标准化研究平台、中医临床医学技术国际标准化研究平台、

中医药国际表型组学研究平台、中药新药创新国际标准化研究平台，

有力推进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建设，并以此带动中医药国际贸易，更

好地服务于国家“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和“中国标准走出去”战略。 

7．12 月 14 日，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太极健康中心巴塞罗那分

中心云授牌仪式。活动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与

欧洲中医基金会联合举办。中国与西班牙太极健康学者、中医药从

业人员、气功爱好者共同在线上线下参与本次会议。该分中心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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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医药大学继雅典西阿提卡大学太极健康中心之后成立的第二家

海外分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太极健康中心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以上海市气功研究所为主体依托单位，开展“太极健康”的研究与传

播。 

 

广州中医药大学  

1．12 月 31 日，广州中医药大学召开 2020 年本科教育大会。

学校党委书记张建华，校长王省良，副书记白建刚、邓国安，副校

长潘华峰、林彬、刘中秋、王宏斌出席会议。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

姜琳处长莅临。 

2．12 月 21 日，广州中医药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学

校党委书记张建华讲话并布置工作，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白建刚

主持会议。 

 

成都中医药大学 

1．12 月 31 日，成都中医药大学举行附属康复医院/康复临床医

学院/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共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康复

临床医学院签约仪式。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杨志

远，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马骏，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刘毅、校

长余曙光、副校长杨静出席会议，附属康复医院/康复临床医学院/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党委书记马小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艳

平，副院长何霞、唐涛、常有军及相关职能部门参加会议。本次签

约双方将依据《成都中医药大学合作共建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章

程》，按照直属附属医院管理模式深化共建，将在中西医结合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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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实验室建设、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双师型人才队伍建设、支持

博士后工作站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助推医教协同与医院的高质量

发展。 

2．12 月 28 日，“中国教育后勤协会高校疫情防控物业服务先

进单位、先进个人”评选结果揭晓，成都中医药大学获评为“中国教

育后勤协会高校疫情防控物业服务先进单位”，成为四川省获得这一

荣誉的 2 所高校之一。 

3．近日，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成都中医药大学

国医大师刘敏如、廖品正出任首批学部委员。 

4．12 月 18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高等学校《中药药理学》课程联盟成立会议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合

肥召开。安徽中医药大学校长彭代银、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彭成、

教指委主任委员匡海学、秘书长李永吉、秘书杨琳及《中药药理学》

课程联盟理事单位成员 40 余人以线下线上形式参加会议。会上，成

都中医药大学成为教指委高等学校《中药药理学》课程联盟理事长

单位，两位教授分别任教指委《中药药理学》课程联盟的副秘书长

和秘书。  

5．12 月 18 日，成都中医药大学举行党委理论中心组暨党务干

部培训班专题学习会。四川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主任、

政府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继敏教授应邀到场作《领导干部法治

思维与能力建设》专题讲座。 

6．12 月 17 日，成都中医药大学与温江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第

四届国际生物医药与中医药青年论坛。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刘

毅，副校长杨静，副校长黎胜红，国家特聘专家曾芳、韩波出席论

坛。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人、博士后代表、青年教师代表及近 500

名学者在线参加论坛。论坛以“国际前沿生物医药与中医药未来创

新发展”为主题，特邀来自美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典、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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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新西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近 60 名具有

生物医药教育和科研背景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参会。 

7．12 月 17 日，成都中医药大学举办博士后联谊会成立仪式。

活动旨在搭建高效能的学习交流平台，进一步增强博士后和青年教

师的内生动能和辐射联动效应。  

 

天津中医药大学  

1．12 月 22 日，天津中医药大学举行天津市中医药循证医学中

心成立揭牌仪式。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天津市

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建国，一级巡视员张富霞，天津中医药大学党

委书记李庆和、校长张伯礼，以及 15 个医疗机构和企业领导出席。   

2．12 月 22 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

书记怀进鹏到天津中医药大学调研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医

药研究院。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孟庆海，天津市委常委、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于立军，中国科协办公厅主任王进展，天津市科

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陆为民以及相关部门领导一同调研，校长

张伯礼院士及学校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怀进鹏一行先后实地考

察了中药植物园、临床实训中心和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听取

了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就产学研融合、中药制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人才队伍建设等进行交流。 

 

中国药科大学 

1．近日，在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第 24 次年会上，发布了

“2020 年度中国高校杰出·百佳·优秀科技期刊”遴选结果,《中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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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学学报》入选“2020 年度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 

2．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

心建设点遴选结果，中国药科大学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心（IECCPU）

正式成为江苏省大学生双创实践教育中心之一，这也是该校继入选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示范基地之后的又一项重要双创类基地

荣誉。  

3．12 月 24 日，在江苏省技术转移联盟 2020 年度年会上，中

国药科大学获得 2020 年度“技术转移工作创新奖”。近年来，中国药

科大学不断深入推进政产学研合作，从技术转移中心、知识产权运

营中心到地方研究院、科技服务平台，构建了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

协同体系，聚焦重大新药创制和医药协同创新，与地方、产业园区

和企业紧密合作，转化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十三五”以来，签订

横向合同 2182 项，合同总金额 15.68 亿元，其中 1 亿元以上合同 1

项，1000 万元以上合同 24 项，100 万元以上合同 255 项；横向科研

到帐总经费超 7.2 亿元，是“十二五”横向到账近 3 倍；转化专利 51

件，转化金额达 4.83 亿元，平均每件专利转化金额高达 947 万元。  

4．12 月 24 日，中国药科大学召开天然药物活性组分与药效国

家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依托单位中国药科大

学校长来茂德教授、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张伯礼

院士、王广基院士、胡刚教授、果德安研究员、谭仁祥教授、杨胜

勇教授、宋保亮教授、孔令义教授、李萍教授和高向东教授等出席

会议，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各院部领导以及部分实验室成员列席会

议。 

5．12 月 23 日，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现场检查专

家组一行 5 人来到中国药科大学江宁校区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工

作。省教育厅检查专家组、学校副校长陆涛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各学院分管实验室工作领导、师生代表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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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月 20 日，中国药科大学与赣南医学院、江西省赣州市章

贡区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陆涛及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教授代表等出席，国家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颜江

瑛到场见证签约仪式。根据协议，赣南医学院、章贡区政府将与中

国药科大学在人才引育、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签约三方将通过战略合作，充分发挥各自在医学、药学等领域的独

特优势，进一步促进老区医药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 

7．12 月 17 日，中国药科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江苏

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洪流，江苏省教育厅研究生处处长杨树兵，江

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吕爱锋、总监李令杰，校领导、职

能部门和各研究生培养学院负责人，研究生导师以及各学院主管研

究生教育的副院长、副书记、教学秘书、研究生代表共 460 余人参

加会议。 

 

南京医科大学  

1．12 月 31 日，南京医科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会议。江苏省教

育厅一级巡视员洪流、校领导王长青、沈洪兵、鲁翔、李建清、马

水清、徐珊、胡志斌、季勇参加会议，学校各职能部门、各学院、

附属医院负责人、导师代表、教育督导专家和研究生代表参加会议。 

2．12 月 25—26 日，南京医科大学承办江苏省医学会医学教育

分会第一次学术会议暨新医科建设发展研讨会。江苏省医学会会长

王咏红、中国医科大学原副校长孙宝志、徐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夏

有兵、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乔学斌、苏州大学医学部副主任龚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桑爱民等嘉宾出席会议。南京医科大学党

委书记王长青，党委常委、第一附属医院院长赵俊，副校长胡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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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 

3．12 月 22—24 日，南京医科大学举办 2020 年第三届金陵脑

科学与药学前沿高峰论坛。会议旨在瞄准国家脑科学发展战略和药

学前沿，形成多学科融合，创建有特色、高水平的创新、交流学术

平台。学校副校长季勇，科技处、药学院负责人及国内知名院校脑

科学专家及校内外师生 500 余人参加了论坛。 

4．12 月 23 日，包头医学院阿古拉校长一行、昆明医科大学李

松校长一行分别来到南京医科大学交流访问。包头医学院与南京医

科大学署了南京医科大学对包头医学院的对口支援协议；昆明医科

大学与南京医科大学围绕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改革创新、临床教学

基地标准化建设、附属医院校院融合发展、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改

革、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等主题，以及如何在“十四五”期间共同谋

求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密切交流。南京医

科大学领导沈洪兵、丁强等参与接待。 

5．12 月 20 日，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团队在首届全国

高等学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全国总决赛上获得大学英语组全国

一等奖，是江苏省大学英语组进入全国决赛的唯一代表。 

6．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印发《关于 2019 年度省属高校部门决

算工作情况的通报》，南京医科大学被评为 “2019 年度省属高校部

门决算先进单位” 。 

7．12 月 19 日，在 2020 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论坛上，

南京医科大学项目《完善江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对策

研究》荣获“年度优秀成果”奖。 

8．12 月 18 日，2020 年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公布了中国学术

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CI）。南京医科大学主办的期刊《生物医学

研究杂志》（Journal of Biomedical Research，简称 JBR）再次入选

“2020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TOP 5%）。这是 JBR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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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以来连续第六次获此荣誉。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

（CI）出自《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该报告报道了我国学

术期刊被国际期刊引用的他引总被引频次（TC）、他引影响因子（IF）

和影响力指数（CI）等重要期刊评价指标，从中遴选出 CI 排名前 5%

的期刊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