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北京医药健康产业投融资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北京医药健康产业投融资大会 将于2016年11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一、大会背景一、大会背景

随着医改的深入，医保控费、药品采购价格降低成为常态化趋势，医药行业整体增速放缓。“营改增”、“两票
制”等新政的出台，对医药企业传统经营模式造成冲击。但是，2016年医疗健康领域VC/PE融资持续呈现良好增长
态势，融资金额连续4年增长，15年融资金额增长尤为明显，完美逆袭称冠；医药上市公司加大了非制药领域的投
资和并购，包括IVD、POCT、基因诊断、移动医疗、大健康、养老产业等领域，并购市场与融资市场遥相呼应，并
购金额和并购案例数量表现持续向好。

 

为此，医药投资交易联盟第37期「前途汇」医药投融资高峰论坛及融资路演大会将于2016年11月22-23日（周二、
周三）在北京举行。本次大会邀请国内外专注于医药健康项目投资的顶级投资人及行业领军人物做相关专题演讲及
交流对话，邀请了全国200余家医药健康项目融资方进行路演（主会场+分会场+展台一对一），包括制药、医疗器
械、IVD、互联网医疗等，欢迎医药健康领域相关企业董事长及投资精英齐聚北京，共同推动全球医药健康事业的
发展。

 

二、大会信息二、大会信息

大会时间：大会时间：2016年11月22-23日

大会地点：大会地点：北京.亦庄.丰大国际大酒店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医药投资交易联盟

                北京博爱旺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医药前途汇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捷通集团

 

三、大会活动三、大会活动

路演项目：路演项目：

制药企业、创新药、新药证书、大健康项目、医疗器械项目、国际项目、互联网+医药项目、精准医疗、体外诊断
试剂。

路演流程：路演流程：

企业申请并提交项目资料→项目初筛→专家辅导（可选）→网站路演（可选）→微信路演（可选）→线下路演（根
据项目类型、进度分配不同的会场进行路演）→对接推荐→跟踪对接。为项目持续寻找合作机会。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727706060.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727706060.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1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37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5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路演要求：路演要求：

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发总监、市场总监主讲。

►  项目概述：（项目介绍、市场痛点）

►  项目介绍：（产品介绍、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等）

►  竞争优势：（竞品状况、核心竞争力，如技术/资源/渠道等）

►  核心团队：（创始人、核心团队）

►  运营状态：（运营阶段、客户量、区域分布、销售收入、利润等）

►  融资说明：（融资金额、出让股权比例、资金使用计划）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大会日程安排大会日程安排

11月21日  星期一11月21日  星期一

08:00-22:00 会议注册

14:00-22:00 展板搭建、资料装册

18:00-20:00 欢迎晚宴

11月22日  星期二11月22日  星期二

07:30-18:00 会议注册

09:00-18:00 全天展位交流

09:00-12:00 大会论坛

 

主持人致辞

中国医药健康行业政策分析

2016年上半年中国医药行业并购分析

中国医药行业海外并购趋势分析

中国医药行业新三板发展趋势报告

12:00-13:30 午餐

医药论坛及项目路演（上）

1.如何打造特色化制药企业？

2.如何唤醒沉睡中的药品？

3.路演项目（12个，15min/个）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81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373/


13:30-17:30

IVD论坛及项目路演（上）

1.二代基因测序的研发进展

2.POCT技术的研发进展

3.路演项目（12个，15min/个）

医疗器械论坛及项目路演（上）

1.家用医疗器械的发展趋势

2.器械国际化合作趋势和模式

3.路演项目（12个，15min/个）

互联网医疗论坛及项目路演（上）

1.互联网+如何与传统行业对接？

2.互联网医疗的大数据应用

3. 路演项目（12个，15min/个）

医疗医院高峰论坛及项目路演（上）

1.新形势下如何建设管理好民营医院

2.精准医疗下的新型医院建设

3.路演项目（9个，20min/个）

18:00-20:00 晚宴（特邀嘉宾）

11月23日  星期三

09:00-18:00 全天展位交流

医药论坛及项目路演（下）

1.制药企业如何布局民营医院

2.如何布局健康养老产业

3.路演项目（8个，15min/个）

IVD论坛及项目路演（下）

1.分子诊断技术的研发进展

2.肿瘤免疫治疗技术研发进展

3.路演项目（8个，15min/个）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6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325/


09:00-12:00

医疗器械论坛及项目路演（下）

1.医疗器械与养老产业的融合

2.创新医疗器械的政策支持

3.路演项目（8个，15min/个）

互联网医疗论坛及项目路演（下）

1.分享经济下的互联网医疗

2.投资风口下的互联网医疗

3.路演项目（8个，15min/个）

医疗医院高峰论坛及项目路演（下）

1.现代化医院管理与医疗大数据

2.医院管理集团公司的运营策略

3.路演项目（6个，20min/个）

12:00-13:30 午餐

13:30-17:30

医药新三板并购主题论坛
会员私密路演专场

（限会员和特邀嘉宾）

主题：医药新三板分层后企业应如何发展？ 主题：4场高利润企业私密路演

18:00-20:00 晚宴（特邀嘉宾）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请演讲嘉宾拟邀请演讲嘉宾

单位单位 职位职位 姓名姓名

亿群创投 创始合伙人 郭海涛

弘励投资 创始合伙人 徐天宏

中钰资本 创始合伙人 禹勃

北星资本 合伙人 唐先兵

秉鸿资本 合伙人 乐国强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66/


启明创投 主管合伙人 梁颖宇

群英资本 总裁 辛冬生

松柏投资 董事总经理 毛益斌

东兴证券 董事总经理 侯思贤

约印创投 首席执行官 郑玉芬

弘晖资本 副总裁 肖立

北拓投资 副总裁 吴仁敏

 

拟邀请参会企业拟邀请参会企业

沈阳光大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华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

葵花药业集团（襄阳）隆中有限公司

天津市汉康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盈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一品红药业有限公司

甘肃大得利制药有限公司

华益药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湖北李时珍东方药业有限公司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卫信康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唯森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安汀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一心制药有限公司

重庆希尔安药业有限公司

威海诺达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00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153/


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禾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泰华堂制药有限公司

南京正科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安森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大华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楚明华医药有限公司

珠海亿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九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美享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蓝贝望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费森尤斯卡比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美华世通生物医药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浙江施比灵药业有限公司

珠海亿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深圳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辅仁药业集团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太阳石（唐山）药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三禾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仁寿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蜀龙投资有限公司

昆明积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博康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禾亿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朗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普瑞博思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平海康健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海默尼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洋浦京泰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普康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力邦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今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博联必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美济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绿叶宝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力凡胶囊有限公司

湖南千金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丽珠医药集团

云南盟生药业有限公司

福瑞邦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葫芦娃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帝奇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常州市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虹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中电善德（泰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万隆亿康医药有限公司

武汉钧安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沙星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美诺华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许昌恒生制药有限公司

国中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信泽鼎国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普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延安医药洋浦有限公司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武罗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海步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三信药业有限公司

深圳普元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意赛迪斯（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福建汇天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司邦得制药有限公司

亿群创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新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康美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悦兴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浩雅方大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科瑞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孔圣堂制药有限公司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46/


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项目项目 类型类型 价格价格 说明说明

大会门票

现场购票 2000元  

提前购票 1600元 2016年11月15日前付款

团体票 8折 同一公司2人以上参会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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