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家姓名 职称/职务 单位

1 于  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2 于嘉林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3 王  磊 教授 南开大学泰达学院

4 王小宁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5 王国英 教授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6 元英进 教授 天津大学

7 孔德领 教授 南开大学

8 尼  燕 高级会计师 河南省人民医院

9 朱  融 注册内部审计师 上海事诚会计事务所

10 华子春 教授 南京大学

11 刘伟群 教授 河南农业大学

12 刘陈立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3 江正兵 教授 湖北大学

14 贡岳松 教授 南京中医药大学

15 李元广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

16 杨仲南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17 杨安钢 教授 第四军医大学

18 吴昌银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19 邱小波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20 宋  旭 教授 四川大学

21 张  毅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基础生物学组

评估专家组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22 段树民 院士 浙江大学医学部

23 夏宁邵 教授 厦门大学

24 翁杰敏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25 程备久 教授 安徽农业大学

26 鲁友明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27 曾园山 教授 中山大学

28 黎  家 教授 兰州大学

29 黎孟枫 教授 中山大学

30 滕脉坤 教授 中国科技大学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单位

1 马小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2 马峙英 教授 河北农业大学

3 王  凯 高级会计师 中国地质科学院

4 方  伟 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5 尹伟伦 院士 北京林业大学

6 朱有勇 院士 云南农业大学

7 向文胜 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

8 刘广玲 高级会计师 中国传媒大学

9 刘春明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10 孙润仓 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

11 李  寅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12 杨文钰 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

13 杨  青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14 吴永宁 研究员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农业科学组



15 宋宝安 院士 贵州大学

16 张大勇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17 张和平 教授 内蒙古农业大学

18 陈启军 教授 沈阳农业大学

19 陈剑平 院士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20 邵  兵 研究员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1 林  敏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22 金宁一 院士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

23 郝观玮 高级会计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4 饶广远 教授 北京大学

25 施季森 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

26 祝秋红 高级会计师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27 秦  松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28 郭天财 教授 河南农业大学

29 黄路生 院士 江西农业大学

30 薛长湖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序号 专家姓名 职称/职务 单位

1 马大龙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

2 王立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3 卢光琇 教授 中南大学

4 史庆华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 冯新华 教授 浙江大学

6 兰  平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7 乔  杰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基础医学组



8 刘  冲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

9 汤其群 教授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10 孙志伟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1 苏  冰 研究员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

12 李  晟 教授 北京大学

13 李  蓬 教授 清华大学

14 李  巍 教授 北京儿童医院

15 李明景 高级经理 北京匡正会计师事务所

16 李勋浩 副主任会计师 北京匡正会计师事务所

17 李德新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
制所

18 杨焕明 院士 华大基因研究院

19 吴  际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20 吴玉章 教授 第三军医大学

21 张澍田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22 陆  林 教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3 陈  薇 研究员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24 陈志南 院士 第四军医大学

25 罗振革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26 金  奇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27 贺俊崎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

28 高天明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

29 郭明洲 研究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30 曹  亚 教授 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31 程黎明 教授 上海市同济医院



32 裴端卿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

序号 专家姓名 职称/职务 单位

1 马宝环 高级会计师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2 王义明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3 王凤云 副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4 王松灵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

5 王福生 院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

6 叶文才 教授 暨南大学

7 叶蓉英 会计师 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

8 毕开顺 教授 沈阳药科大学

9 吕有勇 教授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10 向  荣 教授 南开大学

11 刘  刚 教授 清华大学

12 刘  勇 教授 武汉大学

13 刘占兵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 刘明耀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15 孙  林 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6 孙兴怀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17 孙晓波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18 孙铁英 教授 北京医院

19 李文歌 主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

20 李玉杰 高级会计师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21 杨正林 教授 四川省人民医院

22 沈中阳 院长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临床医学与药学组



23 张志愿 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24 张国安 教授 北京积水潭医院

25 张福利 研究员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26 陈义汉 院士 同济大学

27 陈惠鹏 研究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
工程研究所

28 武阳丰 教授 北京大学

29 袁正宏 研究员 复旦大学

30 袁其朋 教授 北京化工大学

31 常俊标 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

32 韩  英 教授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33 程  翔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4 谢  维 教授 东南大学

35 赖良学 教授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

36 窦玉林 总会计师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37 蔡  雁 高级会计师 中国科学院北京综合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