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五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将于2016年10月在成都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中医药是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为人类健康和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政府长期致
力于推动中医药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在成功举办前四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委和四川省
人民政府决定，定于2016年10月24-25日2016年10月24-25日在四川成都四川成都举办“第五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第五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

本届大会将以“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大“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大健康产业健康产业””为主题，立足传统医学，面向科学前沿，打造这一中医
药和生物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多角度深入探讨交流中医药的继承、创新、发展和应用领域进展。
大会组委会热忱邀请世界各国（地区）政府、国际组织、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大学、企业的官员、学者、企
业家等参加此次盛会，共商中医药发展大计，共同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更好地服务人类健康。

组织结构组织结构

大会主席：大会主席：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领导、四川省领导担任

大会组织委员会：大会组织委员会：

由主办单位有关负责人组成，下设办公室

大会学术委员会：大会学术委员会：

中方主席： 张伯礼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

外方主席：传统医药领域国际著名专家（待定）

副主席：副主席：略

委   员：略

秘书长：秘书长：黄璐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彭  成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

会议名称：第五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第五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

会议时间：2016年10月24-25日2016年10月24-25日

会议地点：四川成都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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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大会简要日程大会简要日程

第五届中医药现代国际科技大会第五届中医药现代国际科技大会

地址：成都市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日期：2016年10月24日-25日

时间/日期时间/日期 会议安排会议安排

2016年10月23日 9:00-18:00报到注册

2016年10月24日
9:00-12:00开幕式 大会报告

14:00-18:00主题分会 专题活动

2016年10月25日
9:00-12:00主题分会 专题活动

14:00-18:00主题分会

开幕式/大会报告/开幕式开幕式/大会报告/开幕式

2016年10月23日

9:00-18:00 主题：报到注册

2016年10月24日

9:00-12:00 主题：开幕式 大会报告

14:00-18:00 主题：主题分会 专题活动

2016年10月25日

9:00-12:00 主题：主题分会 专题活动

14:00-18:00 主题：主题分会

分 会分 会

分会一 政府论坛分会一 政府论坛

内容内容
1.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与“一带一路”；
2.中医药国际标准体系构建；
3.中药国际注册法规协调。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科技标准司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分会二 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与应用分会二 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与应用
内容内容
1.中医藏象、气血理论及应用研究；



2.中医四诊客观化、规范化与标准化研究；
3.中医治则治法与方剂理论及应用研究；
4.中医经典传承与应用研究；
5.中药药性理论与应用研究
6.中医药与现代生物学技术。

主席主席
吴以岭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长
马跃荣  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Gerd Ohmstede 德国传统针灸中医学会（AGTCM）主席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成都中医药大学
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
德国传统针灸中医学会（AGTCM）

秘书长秘书长
高永翔  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教授
魏  聪  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教授

分会三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分会三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
内容内容
1.中药资源普查与资源动态监测；
2.道地药材与多维评价；
3.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精准扶贫。

主席主席
刘昌孝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药物研究院名誉院长
黄璐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彭 成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
Bruce Milthorpse 悉尼科技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教授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道地药材多维评价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秘书长
孙丽英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中药科技处处长
傅超美 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教授
张小波 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办公室副主任

分会四 中药质量保障与提升分会四 中药质量保障与提升
内容内容
1.中药质量检测分析方法及技术；
2.中药质量标准及提升；
3.中药安全性及品质溯源。

主席主席
陈士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
袴塚高志 日本厚生労働省国立医薬品食品衛生研究所生薬部部长
王一涛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院长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澳门大学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秘书长秘书长
易进海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药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赵海誉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科研教育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分会五 中药新药创制与大品种二次开发分会五 中药新药创制与大品种二次开发
内容内容
1.中药新药创制的新思路、新策略与研发方向；
2.新技术在中药新药研发中的应用；
3.中药新药研发中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4.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技术及评价体系；
5.中药新药创制及产业化；
6.经典名方的开发。

主席主席
高秀梅   天津中医药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代中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赵军宁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Frederick Valeriote 美国亨利福特医院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天津中医药大学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秘书长秘书长
张俊华 天津中医药大学博士
徐超群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

分会六 针灸理论传承与疗效提高分会六 针灸理论传承与疗效提高
内容内容
1.针灸理论传承与发展；
2.针灸经穴效应研究；
3.针灸临床研究与循证评价；
4.针灸诊疗仪器设备研发；
5.针灸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6.针灸现代化发展与协同创新；
7.针灸国际交流与合作。

主席主席
石学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名誉院长
梁繁荣 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
Li-Xing LAO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教授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成都中医药大学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

秘书长秘书长
李  瑛  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院长、教授
金荣疆  成都中医药大学养生康复学院院长、教授

分会七 中医药创新发展中的伦理审查与临床评价分会七 中医药创新发展中的伦理审查与临床评价
内容内容
1.中医药研究伦理审查的特色与对策；
2.中医药研究伦理审查体系建设与认证；
3.中医药临床研究中的受试者保护与伦理审查；
4.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及方法学；
5.中医药临床协同创新与转化医学；
6.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临床评价。

主席主席
张伯礼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Marjorie A.Speers 美国人体研究保护项目认证协会前主席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伦理审查委员会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四川省中医院
四川中医药区域伦理审查委员会

秘书长秘书长
邱 岳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中医处副处长
龙 婉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人教处处长
胡镜清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
何成诗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分会八 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分会八 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
内容内容
1、中医药健康服务技术；
2、中医药健康服务模式；
3、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环境；
4、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及案例分享；
5、中医临床研究（中医治未病、中医急症、糖尿病、糖尿病基地建设等）；
6、亚健康创业机会与产业战略；
7、中医养生文化传播及科普；
8、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的制定与推广；
9、中医养生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

主席主席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
马烈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会长、教授
陆  华      四川省中医院院长、研究员
DianaPaun  罗马尼亚卫生部高级顾问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四川省中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秘书长秘书长
彭顺林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科研部部长、教授
万 鹏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事办公室主任

分会九 分会九 互联网互联网与中医药与中医药大数据大数据
内容内容
1.移动互联+中医云健康；
2.中药+物联网对行业转型升级的促进；
3.中医药大数据管理；
4.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经验交流；
5.移动医疗创业案例。

主席主席
刘保延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大数据中心主任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国中医药信息化研究会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省卫生信息学会

秘书长秘书长
温川飙 成都中医药大学数字医药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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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十 民族医药特色传承与创新发展分会十 民族医药特色传承与创新发展
内容内容
1.民族医药的政策与法规研究；
2.民族医药古籍（经验）的发掘、整理、保护与传承研究；
3.“一带一路”民族地区特色医药论坛；
4.“大数据”下的民族医药研究；
5.产学研相结合下民族医药企业的创新与发展；
6.民族医药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主席主席
李大鹏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康莱特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 明 西南民族大学校长、教授
T.-C.He 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主任、教授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民族医药协会

秘书长秘书长
顾 健 西南民族大学药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 丽 中国民族医药协会

分会十一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临床研究国际化协作分会十一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临床研究国际化协作
内容内容
1.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疾病研究思路；
2.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进展及研究成果展示；
3.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疾病管理模式及研究模式探讨；
4.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疾病临床研究。

主席主席
李振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魏于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教授
Bruce Hendry 英国国王学院教授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四川省中医院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基地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秘书长秘书长
王思成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中医处处长
尹 莉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处副处长
谢春光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夏 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

分会十二 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分会十二 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
内容内容
1.生物医药创新平台建设与共享；
2.生物医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生物制药关键技术突破；
4.转化医学与临床研究；
5.生物药物与生物治疗法规与监管。

主席主席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
陈志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军志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院长
魏于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教授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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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秘书长秘书长
杨胜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杨金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专 题专 题

1.中医药与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创业1.中医药与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创业

内容

围绕深入推进中医药与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邀请创新创业者、企业家、创投机构、高校科研院所代
表等开展科技创新创业交流、项目对接洽谈。

承办单位：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国家中医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四川
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2.中国中药现代化20年及“十三五”中医药科技规划发布会暨展示2.中国中药现代化20年及“十三五”中医药科技规划发布会暨展示

内容

围绕中国中药现代化20年发布、中医药走向世界成果发布、“十三五”中医药科技规划进行发布。

承办单位：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国家中医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创新联盟、中
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3.林源中药资源培育及利用3.林源中药资源培育及利用

内容

承办单位：国家林业局科技司、中国林业学会、四川省林业厅

4. 中医药4. 中医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六十年发展论坛六十年发展论坛

内容

承办单位：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成都中医药大学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陈士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所长  

魏于全
四川大学
副校长  

陈凯先
上海市科协

主席  

黄璐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资源中心主任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15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2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308/


高秀梅
天津中医药大学

常务副校长  

李大鹏
浙江康莱特药业有限…

董事长  

吴以岭
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长  

王军志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院长

李振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副主席兼秘书长  

曾明
西南民族大学

校长  

陆华
四川省中医院

院长  

马烈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长

梁繁荣
成都中医药大学

校长  

石学敏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

名誉院长  

刘保延
中国中医科学院

院长  

赵军宁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院长

马跃荣
成都中医药大学

党委书记  

彭成
成都中医药大学

副校长  

陈志南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刘昌孝
天津药物研究院

名誉院长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注册费用注册费用

2016年7月31日前

境内1500元人民币/人（境外250美元/人）

2016年7月31日后

境内1800元人民币/人（境外300美元/人）



在校学生凭学生证注册优惠50%，境内20人（境外8人）以上团体注册优惠20%（两项优惠不同时使
用）。

注册费用包括：参加开幕式、大会报告、主题分会、专题活动、领取会议资料、会期午餐（24日、25
日）。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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