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 2021 年度 

申报项目答辩评审专家名单 

 

评审一组：1.1.1 骨退行性病变中医药治疗方案的优选及

临床评价研究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1 田元祥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2 项颗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3 赵咏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4 鞠大宏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5 孙兰 中国医学科学院 

6 严春艳 广东药科大学 

7 邹军 上海体育学院 

8 胡镜清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9 房繄恭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10 向楠 湖北中医药大学 

11 范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2 樊均明 成都医学院 

13 刘建平 北京中医药大学 

14 张俊华 天津中医药大学 

15 朱涛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16 王秀江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17 黄少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评审二组：1.2.1 有潜在临床优势的儿童精神障碍中医新

治法、新方药、新技术的临床探索性研究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1 肖臻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2 虞坚尔 上海市中医医院 

3 李瑛 成都中医药大学 

4 彭伟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5 李力燕 昆明医科大学 

6 周仲瑜 湖北省中医院 

7 程永现 深圳大学 

8 吴晓俊 上海中医药大学 

9 钟森 湖北医药学院 

10 彭玉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1 万英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中医研究所 

12 郑稳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13 孙勤国 武汉市第三医院 

14 陈乃宏 中国医学科学院 

 



 
评审三组：1.3.1 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关键技术及经典名

方作用解析研究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1 李灿东 福建中医药大学 

2 程海波 南京中医药大学 

3 冯卫生 河南中医药大学 

4 张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5 方泓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6 王晓岩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7 王新华 广州医科大学 

8 邓鑫 广西中医药大学 

9 毛兵 四川大学 

10 张洪春 中日友好医院 

11 徐峻 中山大学 

12 于雪峰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3 邱模炎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14 卢秉久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5 贺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16 齐军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17 李小凤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绿色生物制造”重点专项 2021 年度申报项目 

答辩评审专家名单 

 

评审一组： 

1.1 工业多酶催化体系构建与机制研究 

1.2 可规模化应用的新型工业酶固定化技术 

1.3 新型化学—酶偶联催化技术创建与应用 

1.4 新型饲料工业用酶创制 

2.1 医用微生物多糖生物制造产业化示范 

序号 专家姓名 所在单位 

1 刘亮伟 河南农业大学 

2 叶龙武 厦门大学 

3 胡宏岗 上海大学 

4 刘建福 天津商业大学 

5 信成夫 山东绿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6 彭谦 南开大学 

7 赵宗保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8 迟乃玉 大连大学 

9 姚强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10 刘斌 福建农林大学 

11 李良智 苏州科技大学 

12 陈朝银 昆明理工大学 

13 孙达锋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 



序号 专家姓名 所在单位 

14 艾连中 上海理工大学 

15 魏远安 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16 黄鹤 北京鼎中诸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7 杨红卫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18 冯国良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评审二组： 

3.1 工业菌种高通量选育技术及装备 

3.2 高附加值生物制品分离关键材料设计、制造及应用 

4.1 一碳化合物生物转化制备燃料与化学品技术 

5.1 塑料生物解聚关键技术 

5.2 先进航空燃料生物制造技术 

序号 专家姓名 所在单位 

1 许勤虎 天津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 

2 张宏伟 天津工业大学 

3 买文宁 郑州大学 

4 蔡禄 内蒙古科技大学 

5 王忠铭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6 邓利 厦门北化生物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7 汪印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序号 专家姓名 所在单位 

8 汤兆宾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9 程池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10 连宾 南京师范大学 

11 靳健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12 胡常伟 四川大学 

13 刘于民 中国包装总公司 

14 洪建国 南京林业大学 

15 黄永康 天津市正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16 涂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评审三组： 

6.1 低廉生物质资源高值化炼制关键技术与产业示范 

6.2 药用多肽绿色生物制造技术与产业示范 

6.3 纺织生物技术及产业示范 

序号 专家姓名 所在单位 

1 庞浩 广西科学院 

2 魏东芝 华东理工大学 

3 郑庚修 济南大学 

4 梁吉艳 沈阳工业大学 

5 金明杰 南京理工大学 

6 郑之明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序号 专家姓名 所在单位 

7 陈红歌 河南农业大学 

8 丁少军 南京林业大学 

9 尹浩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10 王晨光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11 黄红英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12 新华·那比 新疆医科大学 

13 刘鲁民 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14 王辉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15 谭丽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16 葛仙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7 时建华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评审四组： 

青年科学家项目 

序号 专家姓名 所在单位 

1 刘忠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王华明 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3 朱泰承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4 杨江科 武汉轻工大学 



5 储消和 浙江工业大学 

6 于海 扬州大学 

7 褚华强 同济大学 

8 周永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9 顾晓利 南京林业大学 

10 郑立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11 曾润颖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12 袁海生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13 向文洲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14 乔凯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油化工研究

院 

15 纪淑兰 北京工业大学 

16 吉春红 蓝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