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药大品种联盟与研究型中医
医院联盟联合高峰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中药大品种联盟与研究型中医医院联盟联合高峰论坛将于2016年11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党和国家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正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对医药产业发展和医疗体制改革提出了
新要求。

中华中医药学会发起成立的中药大品种联盟与研究型中医医院联盟，逐步成为推进“医研企”协同创新发展的新型
组织。为了加强中医医疗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中药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合作，强化中医临床医学研究，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体现中医原创理论与临床优势的中药大品种，拟定于2016年11月2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
开“中药大品种联盟与研究型中医医院联盟联合高峰论坛”，邀请医药大咖共话健康中国。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发起成立的“中药大品种联盟”与“研究型中医医院联盟”，拟定于2016年11月在北京举办“中
药大品种联盟与研究型中医医院联盟联合论坛”，届时将邀请研究型中医医院与和中药企业领军人物共同讨论“医
药战略转型期的中药大品种培育”。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华中医药学会

承办机构承办机构：中药大品种联盟、研究型中医医院联盟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西苑医院、众生药业、万方数据、米内网

论坛主题论坛主题：建设一个交流、合作、有营养的平台

论坛发布论坛发布

1.中医药科技信息交互平台发布

2.大品种科技竞争力报告发布

3.“十二五”研究型中医医院获奖、论文发表、专利申请、新药研发统计发布

论坛内容论坛内容

1.新形势下的医药政策解读

2.研究型中医院发展与中药大品种培育

3.中药临床精准用药与临床价值挖掘

4.转型期的中小型中药企业生存与发展

5.中药大品种成长分享汇

6.发布中药大品种科技竞争力报告

7.优势互补，合作攻关，以科研为纽带的院企合作案例分享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报到时间: 11月26日(周六) 1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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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周日) 08:00-08:30

报到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北广场19号门一层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北辰东路8号）

11月26日 会前会（中药大品种联盟）

药品生产工艺合规的策略与路径研讨会

13:30-16:30

参会人员：联合高峰论坛正式代表

（场地有限，请提前确认）

会议地址：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五洲大酒店二层五洲厅

沙龙报告：

中药工艺核对的思考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注册处原处长 邸峰

中药工艺核对的认识及应对

北大世佳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亚伟

基于证据的中药产品工艺变更研究策略

中药制药共性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苏瑞强

中药产品工艺变更补充申请实践

江西汉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少军

特邀嘉宾：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刘淑芝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李  慧

中药大品种联盟工作总结会

19:30-21:30

参会人员：大品种联盟成员单位代表

会议地址：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三层307会议室

会议日程：

学会领导讲话

中药大品种联盟工作报告   联盟秘书处

大品种联盟会费审计报告   联盟成员代表

联盟理事长讲话           

联盟工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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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会前会（研究型中医医院联盟）

中药临床研究质量管理标准启动会

18:30-19:30
参会人员：课题组成员

会议地址：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三层303会议室

研究型中医医院联盟工作总结会

20:00-21:00
参会人员：研究型中医医院联盟单位代表

会议地址：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三层303会议室

 

11月27日 双盟联合高峰论坛

时间：8:30-17:30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二层第二会议厅

主题：“医研企”协同创新发展

开幕式

8：30－9：00

 

领导讲话

中药大品种知识产权联盟揭牌、颁证

中医药信息交互平台上线

中药大品种科技竞争力报告发布

嘉宾演讲

9：10-12：10

风咳与苏黄止咳胶囊

——原创理论与临床实践造就中药大品种

    国医大师、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内科首席专家 晁恩祥

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研究型中医医院在中药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与作为

——以国家级研究平台彰显中药临床价值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首席研究员、博导 唐旭东

临床评价与大品种培育

——衡量中药临床价值的新方法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导 高颖

中药标准与质量控制

——标准引领中药品质提升

 国家药典委员会首席科学家 钱忠直

中药现代化与国际化进展

——呼唤中药研究新突破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孙晓波



经典名方六味地黄丸的系统研究

——经典名方二次开发案例

    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博导 周文霞

基于大数据的中药大品种科技竞争力分析

——大品种：中药科技进步的主力军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秀梅

12：10—13：20  午餐

13：30-14：30

 

“医研企”

协同创新对话

 

王  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原院长    

唐旭东：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

陈永红：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艳和：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嘉宾演讲

14：30-17：30

中药大品种核心价值挖掘与品牌构建

——以科技提品质、塑品牌、育品种

 天津药物研究院中药室主任  研究员  张铁军

复方中药现代评价新模式及组方规律研究在复方血栓通胶囊中的应用

——中药复方科学内涵研究新模式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  苏薇薇

中药大品种培育模型应用实践

——以大品种牵引企业发展

 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朱继忠

品质·品牌：造就经典辉煌

——中药老字号的价值传承

 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田瑞华

中药大品种与中医药文化建设思考

——企业在中医药文化传承中的担当

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聪

中成药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观格局、寻机会

 CFDA南方所米内网首席研究员、总经理 张步泳

医药转型期的中药大品种培育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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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趋势、培育模型、典型案例

中药大品种联盟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杨洪军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序
号

姓名 单位／职务 报告题目

1
晁恩
祥

国医大师、博导

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内科首席专家

风咳与苏黄止咳胶囊

——原创理论与临床实践造就中药大品种

2
唐旭
东

首席研究员、博导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

 

《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研究型中医医院在中药科技创新中的
作用与作为》

——以国家级研究平台彰显中药临床价值

3
高
 颖

主任医师、博导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

临床评价与大品种培育

——衡量中药临床价值的新方法

4
钱忠
直

首席科学家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药标准与质量控制（暂定）

——标准引领中药品质提升

5
孙晓
波

研究员、博导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

中药现代化与国际化进展

——呼唤中药研究新突破

6
周文
霞

研究员、博导

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主任

经典名方六味地黄丸的系统研究

——经典名方二次开发案例

7
张秀
梅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基于大数据的中药大品种科技竞争力分析

——大品种：中药科技进步的主力军

 

医研
企

对话

（1）王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原院长    

（2）唐旭东：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

（3）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

（4）陈永红：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5）林艳和：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
张铁
军

研究员

天津药物研究院中药室主任

中药大品种核心价值挖掘与品牌构建

——以科技提品质、塑品牌、育品种

2
苏薇
薇

教授、博导
复方中药现代评价新模式及组方规律研究在复方血栓通胶囊中的
应用



2
薇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中药复方科学内涵研究新模式

3
朱继
忠

执行总经理

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药大品种培育模型应用实践

——以大品种牵引企业发展

4
田瑞
华

总工程师

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品质·品牌：造就经典辉煌

——中药老字号的价值传承

5
张
 聪

总经理

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药大品种与中医药文化建设思考

——企业在中医药文化传承中的担当

6
张步
泳

首席研究员、总经理

CFDA南方所米内网

中成药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观格局、寻机会

7
杨洪
军

研究员、博导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药大
品种联盟

医药转型期的中药大品种培育

——政策趋势、培育模型、典型案例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务费：会务费：1300元/人。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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