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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理事长 孙咸泽同志讲党课 
 

6 月 5 日下午，中国药学会 24 届理事会

党委第 14 次会议在京召开，党委书记、理事

长孙咸泽同志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给 25 位科技工作者代表回信精神，传达学

习全国“两会”精神，并讲专题党课。学会理

事会党委委员、秘书处党支部党员、秘书处和

实体机构职工近百人在线上听取专题党课。 
孙咸泽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赢扶贫攻坚

战、加大复工复产力度、国防和军队改革、健

全公共卫生体系、新中国首部民法典诞生、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等方面，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同时结合参

会感受及学习体会，对学会工作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要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引导广大会员

和药学工作者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突出为药学工作者服务

思想，不断扩大服务覆盖面，提升学会动员力

与领导力。二是要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弘扬中

医药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筑牢药学界思想

根基，引导广大会员和药学工作者勇攀科学高

峰。三是要牢记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

锐利武器，并落实到学会各项工作中，发挥学

会平台作用，吸引更多优秀药学人才进入科研

队伍，完善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集中

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科技为民 奋斗有我 中国药学会举办“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网络直播主题活动 
 

为落实中国科协有关“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活动要求，2020 年 5 月 30 日，中国药学会主

办的以“科技为民 奋斗有我”为主题的网络直

播活动在新华网顺利举办。中国药学会理事长

孙咸泽，中国药学会监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凯先，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中国药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丁丽霞，中国药学会副理事

长张晓东等领导与广大药学科技工作者和志愿

者共同庆祝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国

际药学联合会（FIP）多米尼克·乔丹主席专门

为本次活动发来视频讲话，表示祝贺。 
孙咸泽在致辞中表示，中国药学会作为药

学科技工作者的家园，将不断加强与科技工作

者的联系和服务，更加重视科技工作和人才队

伍建设，为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排忧解难，并

将推动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积极助力开展

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

及，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为

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多米尼克·乔丹主席祝贺中国药学会举办

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他表

示，中国药学会和 FIP 在共同推进全球药学发

展方面开展了良好的合作，为拥有中国药学会

这样的 FIP 会员而感到自豪。在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中，感谢中国药学会在合作制定

FIP 相关指南、支持全球药师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方面做出的贡献，感谢中国药学会

孙咸泽理事长率领的中国药学会团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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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P 将继续支持全球药学领域合作，更好的支

持药师发挥作用。 
丁丽霞作了中国药学会科技志愿服务工

作报告，总结了 2019 年学会在科技志愿服务

队伍建设、活动开展以及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

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号召广大药学科技工作

者、药学科技服务组织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

为，继续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积极参与到志愿者服务工作中来。 
监事长陈凯先院士，副理事长黄璐琦院

士，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张玉书

记，医院药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药剂科赵荣生主任，空军军医大学西京

医院药学部王婧雯主任，四川人民医院药学部

杨勇主任，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侯锐

钢主任等专家围绕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弘扬科学家精神作报告。药学科技志愿服

务队的代表分别围绕“奉献社会 支撑发展”

和“研当以报效国家为己任，学必以服务人民

为荣光”主题，结合实际开展情况，进行了志

愿者经验交流。主题活动上表扬了中国药学会

2020 年“优秀科技志愿服务队”和“优秀科

技志愿者”，展现了新时代药学科技工作者和

志愿者的责任、担当与风采。 

 
 
 

2020 年“智爱妈妈”安全用药科普促进行动项目发布会 
在光明网召开 

 
2020 年 5 月 31 日上午，中国药学会 2020

年“智爱妈妈”安全用药科普促进行动项目发

布会在光明网举办。“智爱妈妈”安全用药科

普促进行动项目,旨在联合广大药学科技工作

者和社会各界，深入研究和推广针对妇女的安

全用药科普技术和资源，组织开展适宜农村妇

女的健康科普活动，普及安全用药方面的知识

和技能，促进妇女科学素质和健康水平双提

升。2017 年～2019 年,中国药学会连续三年开

展“智爱妈妈”安全用药科普促进行动，在全

国组织 36所大学的 2900余名大学生组成科普

志愿者服务队，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深入

基层农村开展科普宣传活动，覆盖全国 1250
个村庄，直接惠及人群达 2.7 万余人；利用微

博微信等手段开展线上传播，覆盖公众逾

177.7 万人次，荣获国际药学联合会（FIP）2019
年健康促进奖提名。 

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丁丽霞表

示，2020 年中国药学会继续开展“智爱妈妈”

安全用药科普促进行动项目，进一步提高站

位，精心组织，为提高广大农村妇女健康水平

和科学素质而不懈努力，把“智爱妈妈”安全

用药科普促进项目做得更久、更广、更好。 
全国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药学会科学

传播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妇产医院药事部冯欣主任药师为观众们讲

解、发布中国妇女用药安全行为风险调查研究

报告，报告中提到：期望以 KAP 模型为基础，

开展农村妇女安全用药情况的现况研究，为药

品安全科普干预内容和方法的精准设置提供

依据，为评估科普宣传和教育对农村妇女对安

全用药影响效果提供技术支撑。 
会上，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峻主

任药师、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陈琳主任药师、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孙楠主任药师、首都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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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王爱华副主任药师、石家庄

市第四医院冯梅梅主任药师、广州市妇女儿童

医疗中心何艳玲主任药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妇产科医院郑彩虹主任药师、复旦大学附属

妇产科医院汤静主任药师、赤峰市医院王旭梅

主任药师、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金小越

主任药师等十位“智爱妈妈”安全用药科普促

进行动项目的药学专家联手发布了“备孕科学

补叶酸，健康好孕有保障”“孕期用药需谨慎，

合理选择是关键”“孕期呕吐别忽视，正确防

治保平安”“分娩疼痛莫恐慌，安全镇痛保健

康”“哺乳用药慎选择，母婴健康最重要”“药

物避孕勿盲目，科学使用才安全”“服用药物

调经期，谨慎选择勿随意”“理性应对更年期，

科学使用性激素”“子宫颈癌可预防，接种疫

苗筑防线”“难言之隐药治疗，处置得当解困

扰”妇女安全用药十大提示。中国药学会科技

开发中心副主任施阳发布了中国药学会 2020
年“智爱妈妈”暑期实践活动任务。  

 
 
 

“明医识药”科学辟谣试点项目专家交流工作会召开  
 
5 月 27 日，由中国科协指导，中华医学

会、中国药学会主办的“明医识药”科学辟谣

试点项目专家交流工作会在腾讯会议平台召

开。中国科协科普部信息化处副处长刘俊、中

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丁丽霞、中华医学

会科普部主任唐芹以及来自医药卫生领域的

20 名科学辟谣平台专家出席会议。中国药学

会科技开发中心副主任施阳主持了本次会议。 
刘俊指出，“明医识药”科学辟谣试点项

目实施以来，中华医学会和中国药学会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动员组织权威专家和骨干参与项

目；组织辟谣、识谣的科普创作；开展应急科

普的相关调查研究，为科学辟谣平台建设提供

了有力支撑。项目实施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

突然暴发，中国科协第一时间启动科协系统应

急科普响应和联动机制。中华医学会和中国药

学会积极参与，充分利用项目专家和科普资

源，引导公众科学应对疫情，展现了医药科技

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丁丽霞表示，希望广大医药科技工作者更

加积极地参与到科技传播、志愿服务、科学辟

谣等工作中来，用行动传播爱心，用智慧服务

社会。唐芹表示，项目对于每位参与者来说，

不只是工作和任务，更重要的是从中收获了对

于辟谣和应急科普的实践经验。希望项目将已

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深化和推广，将项目进一步

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推进。 
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新媒体事业部

部长白毅代表项目管理办公室，作“明医识药”

科学辟谣试点项目总结报告，介绍了项目的实

施组织及完成情况。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

所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张宇博士作“疫情

之下凸显科普工作重要性”主题报告，从武汉

抗疫一线的工作经历出发，阐述了自身对于医

药卫生应急科普的体会和思考。 
与会的 20 名科学辟谣平台专家就如何构

成应急科普体系、建设辟谣数据库、拓展传播

途径、联动理论研究、提高辟谣专业性等问题

进行热烈讨论，对项目的实施和应急科普工作

提出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明医识药”科学辟谣试点项目实施一

年来，共产出 140 条辟谣原创图文，组建了

230 人的科学辟谣专家团队，组织开展医药卫

生类应急科普调查研究。针对疫情期间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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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的突发谣言，项目组织创作了 18 条应

急科普图文和 130 条“疫”真相短篇辟谣图

文，及时通过科普中国等传播渠道发布，同

时开展“科学防疫 健康你我”知识自测问答，

帮助公众认清谣言真相，以科学声音助力“抗

疫阻击战”。 
 
 
 

《探秘》系列中药专业科普图书编写工作推进会在线召开 
 

2019 年，中国药学会联合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中药民族药检定所组织有关专家编写

并出版了《探秘三七》科普图书，为继承和发

扬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宣传和普及特色药材的

合理使用常识，2020 年继续组织有关专家编写

《探秘》系列科普图书，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

下午 14 点在腾讯会议召开了线上《探秘》系列

科普图书编写工作推进会。来自中国药学会、

中检院中药所以及参与编写工作的各位专家和

编写人员共计 4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推进会目的是为编写进展工作作阶

段性总结，明确计划安排，为下一步开展工作

打好基础。会议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

药民族药检定所所长马双成主持。马双成介绍

了项目启动的相关背景、参会领导及编写专家

团队，并表示将联合各位专家共同努力，积极

推进《探秘》系列科普图书工作，不断提升专

业科普水平。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丁

丽霞致辞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的传承发展，

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

施阳副主任介绍了《探秘》系列科普图书面向

的对象及开展科普图书工作的重要性。中国食

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药民族药检定所标本馆

负责人康帅汇报了编写工作进展及下一步的

计划安排。 
参与 29 个中药品种的各省市检验机构、

高校和企业的中医药专家参加会议，会上讨论

了图书中图片和视频的版权、参考文献数量、

地图使用等问题。各位专家集思广益，各抒己

见，为《探秘》系列科普图书的编写工作提出

了宝贵建议，并就图书定位、编写要求、编审

工作和出版时间规划等达成一致意见。 
 
 
 

中国药学会关于 《医疗机构胰岛素安全使用管理规范》 
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国药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

行）》有关规定，经中国药学会团体标准与技

术规范工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医

疗机构胰岛素安全使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项

目予以立项，标准计划编号 2020CPHARM 

A002。 
项目组将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１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09）
和《中国药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

有关要求，按照计划完成标准的编制工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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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行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规范紧密衔接，

以增强本标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联系人：杨春宁、朱凤昌 
联系电话：010-67095728、67095820 

邮    箱：kjpjb@cpa.org.cn 
中国药学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关于举办 2020 年第五批中组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系列学术
活动暨第二十期合理用药与持续改进-临床药学队伍建设与质量

提升项目 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提高医疗机构临床合理用药水平，充分

发挥临床药师在合理用药、医疗质量管理和服

务管理中的作用与价值，由中国药学会主办，

北京协和医院、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承办的

2020 年第五批中组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

藏系列学术活动暨第二十期合理用药与持续

改进-临床药学队伍建设与质量提升项目培训

班定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举办。本期培训班采

用线上直播形式开展，邀请北京协和医院、西

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等专家团队，通过互联网在

线直播形式为广大医药工作者授课。欢迎广大

药师及相关人员积极参与。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20 年 6 月 18 日，19:30-21:30 
二、培训地点 
线上直播培训，通过宣传海报二维码扫码

收看 

三、培训费用 
本次培训向广大医药工作者免费开放。 
四、培训内容 
本期培训以“协和-西藏药事管理”为主

题： 
1、国家谈判药品落地策略和管理 
2、国家集中采购药品实施一年的体会和

思考 
3、药事管理中的药学技术支持 
4、医院药事管理实施问题及对策（专题

讨论） 
5、援藏与受援工作收获及展望（专题讨论） 
五、报名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李杏翠：15810153746 
              郭海英：010-67095859 
              沈  晗：18862187643 

中国药学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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