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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环境与健康学术会议 

（中国·沈阳） 

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医学与健康分会、中国毒理学会工业

毒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毒理学会生化与分子毒理专业委员

会、辽宁省环境科学学会/辽宁省预防医学会/辽宁省核与辐射

安全防护协会环境与健康分会、辽宁省预防医学会卫生毒理学

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年会 

（第三轮通知） 

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医学与健康分会、中国毒理学会工业毒理学专业委

员会、中国毒理学会生化与分子毒理专业委员会、辽宁省环境科学学会/辽宁省

预防医学会/辽宁省核与辐射安全防护协会环境与健康分会、辽宁省预防医学会

卫生毒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辽宁省环境与健

康研究所和沈阳医学院共同承办的“2018年环境与健康学术会议（中国·沈阳）”

定于 2018 年 8月 13-16 日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 

会议官方网站： 

http://2018hjjk.meeting.yihui999.com 

 本届会议主题 

精准环境健康：跨学科合作的挑战 

会议时间： 

 2018年 8月 13日 12:00-22:00  报到、注册 

 2018年 8月 14日-2018年 8月 16日 正式会议、离会 

会议地点： 

辽宁省沈阳北约客维景国际大酒店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同泽北街 35号（太原街新世界商场北侧） 

电话：024-89305555 

 会议组织机构 

会议主席： 

郑玉新、郭新彪、陈雯、朱京海 

会议执行主席： 

皮静波、肖纯凌、邓芙蓉、肖勇梅、戴宇飞、闫灵均 

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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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苑苑、肖勇梅、邓芙蓉、戴宇飞、王溪原、逯晓波、肖纯凌、皮静波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曹佳、陈杰、陈雯、戴宇飞、邓芙蓉、董光辉、段志文、高彦辉、 郭新彪、

郝卫东、蒋义国、金亚平、金永堂、阚海东、李娟、刘起展、刘扬、鲁文清、骆

文静、那仁满都拉、彭双清、皮静波、屈卫东、申河清、舒为群、孙殿军、孙鲜

策、孙志伟、汤乃军、田英、王爱平、王福俤、吴卫东、席淑华、肖纯凌、徐顺

清、闫灵均、杨杏芬、杨佐森、尹立红、张爱华、赵秀兰、郑玉新、朱京海、朱

彤 

会议秘书长 

徐苑苑 

秘书组成员（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邓宇、段化伟、富景奇、宫慧芝、贺淼、姜泓、靳翠红、李昕、李莹、李永

芳、刘芳炜、刘盛男、宋维军、孙琦、王高阳、王惠惠、王素新、吴辉、巫生文、

徐斌、杨天瑶、杨敬华、杨一龙、于飞、于文 

 会议征文内容 

 环境污染物的健康效应与机制； 

 环境污染物暴露与风险评估； 

 环境区域、公共场所、室内环境污染与健康安全； 

 污染物监测与检测新技术； 

 环境流行病学研究和方法创新； 

 环境安全策略与健康风险管理； 

 新技术应用等。 

 会议征文要求 

1.研究内容符合会议主题。 

2.征文为摘要形式，Word 排版，字数不超过 800 字，详细格式要求见附件

1（附件 1 会议摘要基本要求与摘要模板）。 

3.征文提交形式：本次大会只接受电子文稿。文稿请发送至会议指定邮箱：

ehc_sy2018@163.com，邮件主题为“2018 年环境与健康学术会议征文-单位-姓

名”。 

4.会议摘要提交截止时间：2018 年 6 月 15 日。 

5.会议将统一打印参会墙报，墙报展示详细格式及要求见附件 2（附件 2 墙

报模板）。墙报提交截止时间：2018 年 7 月 30 日。 

 会议交流形式 

mailto:ehc_sy2018@163.com，邮件主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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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将设大会报告、分会主旨报告、口头报告、展板报告以及青年科学

家论坛。同时将设立青年优秀口头报告和优秀墙报奖。 

此次会议将邀请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就环境与健康领域做前沿的专题报告，汇

集环境健康、毒理学、环境科学、慢性病、城市规划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学术思想

和研究方法，促进学科间融汇与相互交流，共同推动环境与公共健康领域的学术

水平。 

特邀主旨报告（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Masayuki Yamamoto（教授，日本东北大学医学研究院） 

Yoshito Kumagai（教授，日本筑波大学医学系） 

陈春英（研究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顾东风（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国科学院院士） 

蒋义国（教授，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孙志伟（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张寅平（教授，清华大学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研究所，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未完待续） 

特邀会议报告（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Chiharu Tohyama（教授，日本东京大学） 

陈超（副研究员，清华大学） 

陈仁杰（副教授，复旦大学） 

陈瑞（教授，东南大学，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陈涛（副教授，苏州大学） 

陈雯（教授，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陈志杰（教授，台湾大学） 

戴宇飞（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邓芙蓉（教授，北京大学） 

邓启红（教授，中南大学） 

丁文军（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命科学院） 

董光辉（教授，中山大学） 

高彦辉（研究员，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地氟

病防治研究所） 

贺天锋 （主任医师，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晨（教授，上海理工大学） 

黄振烈（教授，南方医科大学/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胡立文（副教授，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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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雪（副教授，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 

姜岩（副教授，苏州大学） 

金春元（助理教授，美国纽约大学环境医学系） 

靳翠红（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金亚平（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冷曙光（教授，青岛大学，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李国星（教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李海斌（副教授，新乡医学院） 

李煌元（教授，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李君文（研究员，军事医学科学院四所） 

李娜（副教授，海南医学院） 

李睿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 

李晓波（副教授，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李雪（教授，暨南大学） 

刘起展（教授，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刘思金（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 

刘涛（主任医师，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跃伟（主任医师，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逯晓波（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骆文静（教授，空军军医大学预防医学院，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马萍（教授，湖北科技学院） 

马文军（教授/主任医师，广东公共卫生研究院） 

那仁满都拉（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 

聂继盛（教授，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潘国伟（主任医师，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皮静波（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屈卫东（教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孙鲜策（教授，大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汤乃军（教授，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王福俤（教授，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韦艳宏（教授，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吴少伟（研究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武阳（副教授，湖北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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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彦恺（教授，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肖纯凌（教授，沈阳医学院） 

邢立国（教授级高工，沈阳化工研究院安评中心） 

徐斌（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徐德祥（教授，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徐苑苑（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杨爱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 

要茂盛（教授，北京大学） 

俞捷（教授，遵义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曾强（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曾祥（副教授，新乡医学院） 

张爱华（教授，贵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张慧东（教授，陆军军医大学） 

张荣（教授，河北医科大学） 

张炫（高级工程师，沈阳化工研究院安评中心） 

张蕴晖（教授，复旦大学） 

周建伟（教授，南京医科大学） 

邹云锋（教授，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未完待续） 

 会议注册 

如有意向参加本次会议，请认真填写附件 3 注册回执表并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

前将回执表发送到指定会议邮箱：ehc_sy2018@163.com。 

注册费： 

缴费时间 缴费标准（元） 

非会员 会员 学生 

2018.6.30 前 1200 1000 800 

2018.7.1-8.12 1400 1200 900 

会议现场注册 1600 1400 1000 

说明：会议注册费用（含会议场地、会务、资料，餐费、茶歇等，不包含交通、

住宿费用）。会员指具有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毒理学会、辽宁省环境科学学

会、辽宁省预防医学会所颁发会员证之一的参会者，请在注册汇款时提供所属学

会及会员号。学生请在注册汇款时提供单位及学号。会议现场注册时，会员请出

示会员证，学生请出示学生证件。未经会议主办方同意，公司或企业代表不得利

mailto:ehc_sy2018@163.com


6 
 

用会议进行相关宣传。 

注册汇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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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汇款时请附言注明：会员：“注册人姓名-注册人所属学会及会员号-会议注

册费”；非会员：“注册人姓名-注册人单位-会议注册费”；学生注册：“注册人姓

名-注册人单位及学号-会议注册费”字样，转账或汇款后请将汇款或转账电子版

凭证发到会务组指定邮箱（ehc_sy2018@163.com）以便确认核实。 

会议发票 

本次会务接待工作由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辽宁省环境与健康研究所

和沈阳医学院共同承办。会议发票为中国毒理学会开具的电子发票（请在填写会

议回执时提供单位纳税人识别号码，如需增值税专用发票请注明），将发送至参

会者会议回执填写的电子邮箱。 

温馨提示 

凡已交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于2018年6月30日之前向会议提出申

请，将全额退款。2018年7月1日及之后将不再退款。凡已开据会议发票的，将不

能办理退费手续。 

 会议赞助事宜 

详见附件 4 大会参展/赞助商邀请函。 

热忱欢迎和期待各位同仁 2018 年 8 月相聚在美丽凉爽的沈阳！ 

 

欢迎有意参会的各位同仁登录会议官方网站：

http://2018hjjk.meeting.yihui999.com，下载所需附件和相关信息。 

 

附件 1 会议摘要模板 

附件 2 墙报模板 

附件 3 注册回执表 

附件 4 大会参展/赞助商邀请函 

 

 

mailto:ehc_sy2018@163.com
http://2018hjjk.meeting.yihui99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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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告知 

会议酒店住宿选择 

沈阳北约客维景国际大酒店：标准间450元/夜（含双早）；大床房400元/夜（含

单早） 

为保证留房，减少现场注册等待时间，欢迎参会代表在会议官网提前进行会议酒

店房间预定。会议酒店满额后会务组有权安排附近其它备选酒店；会议酒店周边

各类等级酒店很多，代表也可根据自己需要自行预定。 

备选酒店：沈阳香格里拉今旅酒店(原商贸饭店，距离会议酒店步行约3分钟)。 

会议酒店交通 

 

沈阳北约客维景国际大酒店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同泽北街 35 号（近太原街新世

界商场，一号线地铁太原街站西北方向步行 320米） 

备选酒店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68号，沈阳站出口东侧，1号线太原街地铁

站B出口/沈阳站D出口。参考价格同沈阳北约客维景国际大酒店。 

 

飞机： 

1号线地铁
太原街站B出口

备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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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仙机场-沈阳北约客维景国际大酒店 

（1）出租车，约27公里，约用时45分钟，费用65元； 

（2）机场大巴2号线，在马路湾站下车（距酒店1公里），步行或转103路公交车，

乘车1站在中华路南京街站下车，步行320米，费用16.5元。 

 

火车： 

沈阳站（推荐，近会场）-沈阳北约客维景国际大酒店 

（1）地铁，从沈阳站东广场乘坐地铁1号线（黎明广场方向）→太远街站下车B

出口步行320米即到，用时约12分钟，票价2元。 

（2）步行，约660米，用时约9分钟。沈阳站东广场出，沿中华路向东南方向直

行500米，自中华路北侧左转进入同泽北街走110米，右转进入泰安路，直行50米

抵达酒店。 

 

沈阳北站-沈阳北约客维景国际大酒店 

（1）出租车，约4.6公里，用时约19分钟，费用约11元； 

（2）地铁，从沈阳北站南广场乘坐地铁2号线（全运路方向）→青年大街站下车

→转地铁1号线（十三号街方向）→太远街站下车B出口步行320米即到，用时约

23分钟，票价2元。 

 

会议组联系人： 

逯晓波 13324058617xblu@cmu.edu.cn（酒店与会场） 

王惠惠    18900911053    hhwang@cmu.edu.cn（注册与摘要提交） 

贺 淼    18900910032    mhe@cmu.edu.cn（会议报告） 

mailto:xblu@cmu.edu.cn
mailto:hhwang@cmu.edu.cn
mailto:mhe@c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