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华医学事务年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二届中华医学事务年会将于2017年04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随着医学及医药行业巨变，2016年CMAC年会及系列医学事务专题研讨会均得到医学事务同仁及行业高度关注与积
极响应，关键词“火爆”和“精准”非常贴切，感谢大家支持与关爱。2017年大会主题“智慧医学，制胜全局”，
其寓意：跨界新技术发展助力医学进步，医学事务创新赢取未来，医学正在努力成为公司战略及决策部门。2017年
CMAC真正意义上医学事务“全行业”盛大学术研讨会；所有跨国药企医学负责人与国内大企业医学负责人，齐聚
一堂，共谋行业发展；本次年会将新增“医学信息”和“药物经济学”两个专题研讨会；同时，继续联合全球知名
咨询公司麦肯锡持续关注中国医学事务发展最新数据和趋势，通过多种渠道将调研报告分享给全球，传递中国医学
事务最强音，势必推动行业的发展。

本次会议主题：“智慧医学,制胜全局”。会议将围绕会议主题，分为Data Generation：高效数据挖掘;Insight
Generation：精准定位KOL学术需求;Data Communication：多渠道医学沟通;MSL：新环境、新使命、新模式等
Session及会前三个专题研讨会(医学联络官最佳实践分享、医学信息和药物经济学)组成，从多个角度展开学术研
讨，会议内容丰富多彩，引领新思维。诚挚邀请医学事务、市场、销售、政府事务等同仁积极参加。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谷成明 贺李镜

大会副主席：郎志慧 郑以漫 康志清 张方直
大会秘书长：李景成
大会学术及组织委员会（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杜晓霞 谷成明 关健明  葛蓝  康志清 贺李镜  贺舒览 胡海迪 戢溥 季东 郎志慧 李景成    
李萍 李青 李智 林勍翃 骆天红 毛京梅 毛吉敏 马敬东 钱洪宇 邱歆海 芮清 舒俭德 孙丽梅
谭文忠 童玉 王春花 王莉 谢抒 闫慧 姚强  于建秀 于淼 张方直 张嘉 张莹 郑以漫 张云  
Avery Ince  Wim

 

会议信息会议信息

时间安排：2017年04月6-8日；    时间安排：2017年04月6-8日；    

会议地点：北京（会议地点：北京（酒店酒店另行通知）另行通知）

4月6日4月6日

MSL 实战演练高级研讨会MSL 实战演练高级研讨会

2017-04-062017-04-06

13:00-15:00 [MSL实战演练组] MSL 实战演练高级研讨会Session113:00-15:00 [MSL实战演练组] MSL 实战演练高级研讨会Session1

主持: 谭文忠  施贵宝 , 张云  武田主持: 谭文忠  施贵宝 , 张云  武田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241768246.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241768246.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1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编号编号 时间时间 类型类型 题目题目 讲者讲者 单位单位

1 13:00-13:30 [特邀发言] MSL新时期发展理念、策略及价值最大化探索 顾振东 默克公司

2 13:30-14:00 [特邀发言] MSL在新产品上市中价值与实践 范宇丰 罗氏制药

3 14:00-14:30 [特邀发言] MSL在成熟产品创新实践中助力业务发展 曹峻洋 辉瑞制药

4 14:30-15:00 [特邀发言] MSL数字化团队管理与人才发展 夏华城 武田制药

15:00-15:2015:00-15:20  [MSL实战演练组][MSL实战演练组]  茶歇茶歇

15:20-18:00 [MSL实战演练组] MSL 实战演练高级研讨会Session215:20-18:00 [MSL实战演练组] MSL 实战演练高级研讨会Session2

主持: 谭文忠  施贵宝 , 张云  武田主持: 谭文忠  施贵宝 , 张云  武田

编编
号号

时间时间 类型类型 题目题目 讲者讲者 单位单位

1
15:20-
15:50

[特邀
发言]

Insourcing MSL为医学事
务发展增添新动力

李景成 石成医学

2
15:50-
16:50

[特邀
发言]

MSL优秀案例分享与评选 于巍 辉瑞制药

3
15:50-
16:50

讨论与互动
顾振东 默克公司 , 范宇丰 罗氏制药 , 曹峻洋 辉瑞制药 , 夏华城 武田
制药 , 于巍 辉瑞制药 , 肖华 拜耳 , 李一 雅培

4
17:50-
18:00

[特邀
发言]

2017年度 MSL发展期许—
关键词评选揭幕

芮清 安斯泰来

5
17:50-
18:00

[特邀
发言]

2017年度 MSL发展期许—
关键词评选揭幕

童玉 诺和诺德

药物经济学高级研讨会药物经济学高级研讨会

2017-04-062017-04-06

13:30-15:30 [药物经济学组] 药物经济学Session113:30-15:30 [药物经济学组] 药物经济学Session1

主持: 董鹏  辉瑞主持: 董鹏  辉瑞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3:30-14:10 [特邀发言] 药物经济学基本概念和方法 杨莉 北京大学医学部

2 14:10-14:50 [特邀发言] 药物经济学与观察性研究研究 唐智柳 施贵宝



3 14:50-15:30 [特邀发言] 药物经济学和医学研究如何支持市场准入 宣建伟 中山大学药学院

15:30-15:4515:30-15:45  [药物经济学组][药物经济学组]  茶歇茶歇

15:45-17:45 [药物经济学组] 药物经济学Session215:45-17:45 [药物经济学组] 药物经济学Session2

主持: 董鹏  辉瑞主持: 董鹏  辉瑞

编
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5:45-
16:20

[特邀发
言]

真实世界证据与决策支
持

张延军 勃林格殷格翰

2
16:20-
17:00

[特邀发
言]

医疗大数据与精准药物
经济学

董鹏 辉瑞

3
17:00-
17:45

药物经济学
杨莉 北京大学医学部 , 宣建伟 中山大学药学院 , 唐智柳 施贵宝 , 张
延军 勃林格殷格翰

4月7日4月7日

主会场主会场

2017-04-072017-04-07

08:30-08:40 [全体参会人员] 开场视频（2016年Medical Affairs行业发展大事记）08:30-08:40 [全体参会人员] 开场视频（2016年Medical Affairs行业发展大事记）

主席: 郎志慧  拜耳 , 康志清  阿斯利康主席: 郎志慧  拜耳 , 康志清  阿斯利康

主持: 郎志慧  拜耳 , 孙丽梅  益普生主持: 郎志慧  拜耳 , 孙丽梅  益普生

08:40-11:00 [全体参会人员] 智慧医学，制胜全局08:40-11:00 [全体参会人员] 智慧医学，制胜全局

主持: 郎志慧  拜耳 , 孙丽梅  益普生主持: 郎志慧  拜耳 , 孙丽梅  益普生

编号编号 时间时间 类型类型 题目题目 讲者讲者 单位单位

1 08:40-09:05 [特邀发言] 智慧医学为医学事务未来发展带来机遇 谷成明 辉瑞

2 09:05-09:30 [特邀发言] 合规环境下医学价值最大化体现 贺李镜 诺华

3 09:30-09:55 [特邀发言] 管理层从商业角度如何看待医学驱动？ 已邀请 默克

4 09:55-10:20 [特邀发言] 培养跨界医学人才：医学部"转型与发展"决定因素 康志清 阿斯利康

5 10:20-10:45 [特邀发言] 2016年& 2015年医学事务基线数据预判未来 张芳宁 麦肯锡

10:45-11:0010:45-11:00  [全体参会人员][全体参会人员]  茶歇茶歇

11:00-13:00 [全体参会人员] Data Generation： 高效数据挖掘11:00-13:00 [全体参会人员] Data Generation： 高效数据挖掘

主持: 郎志慧  拜耳 , 孙丽梅  益普生主持: 郎志慧  拜耳 , 孙丽梅  益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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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1:00-
11:25

[特邀发
言]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中RWE如何快速、高效
挖掘数据

李瑶 拜耳

2
11:25-
11:50

[特邀发
言]

大数据在医学事务领域最佳实践 徐美林 辉瑞

3
11:50-
12:15

[特邀发
言]

信息整合变废为宝---二手数据挖掘 邹双飞 西安杨森

4
12:15-
13:00

 讨论与互动
李瑶 拜耳 , 邹双飞 西安杨森 , 徐美林 辉瑞 ,
王珂 礼来

 

14:00-15:40 [全体参会人员] Insight Generation：精准定位KOL学术需求Session114:00-15:40 [全体参会人员] Insight Generation：精准定位KOL学术需求Session1

主持: 康志清  阿斯利康 , 毛京梅  默克主持: 康志清  阿斯利康 , 毛京梅  默克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4:00-14:25 [特邀发言] 重塑Insight Generation（客户洞察）医学价值 邱歆海 艾伯维

2 14:25-14:50 [特邀发言] MSL在Insight Generation中的角色与价值 金健军 礼来

3 14:50-15:15 [特邀发言] 专家顾问会：KOL Insight挖掘最有效方式 毛京梅 默克

4 15:15-15:40 [特邀发言] 如何通过移动终端实现KOL Insight 准确获取？ 已邀请 待定

15:40-16:0015:40-16:00  [全体参会人员][全体参会人员]  茶歇茶歇

16:00-17:50 [全体参会人员] Insight Generation：精准定位KOL学术需求Seeion216:00-17:50 [全体参会人员] Insight Generation：精准定位KOL学术需求Seeion2

主持: 康志清  阿斯利康 , 毛京梅  默克主持: 康志清  阿斯利康 , 毛京梅  默克

编
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6:00-
16:25

[特邀发
言]

KOL Insight指引下精准医学活动
实施

陈杰 施贵宝

2
16:25-
16:50

[特邀发
言]

KOL Insight ：上市后临床研究关
键成功要素

李继刚 西安杨森

3
16:50-
17:50

 讨论与互动
邱歆海 艾伯维 , 金健军 礼来 , 陈杰 施贵宝 , 李继刚 西安
杨森 , 杜晓霞 参天



17:50-18:00 [全体参会人员] 第一天会议总结17:50-18:00 [全体参会人员] 第一天会议总结

主持: 郎志慧  拜耳 , 康志清  阿斯利康主持: 郎志慧  拜耳 , 康志清  阿斯利康

4月8日4月8日

2017-04-082017-04-08

08:30-09:45 [全体参会人员] MSL: 新环境，新使命，新模式Session108:30-09:45 [全体参会人员] MSL: 新环境，新使命，新模式Session1

主席: 郑以漫  默沙东 , 张方直  罗氏主席: 郑以漫  默沙东 , 张方直  罗氏

主持: 郑以漫  默沙东 , 王莉  礼来主持: 郑以漫  默沙东 , 王莉  礼来

编号编号 时间时间 类型类型 题目题目 讲者讲者 单位单位

1 08:30-08:55 [特邀发言] Good MSL Practice-RDPAC医学事务工作组白皮书 谭文忠 施贵宝

2 08:55-09:20 [特邀发言] 客户导向MSL能力模型与能力建设 李智 勃林格

3 09:20-09:45 [特邀发言] MSL如何成为可信赖的业务伙伴 盛健 阿斯利康

09:45-10:0009:45-10:00  [全体参会人员][全体参会人员]  茶歇茶歇

10:00-12:00 [全体参会人员] MSL: 新环境，新使命，新模式Session210:00-12:00 [全体参会人员] MSL: 新环境，新使命，新模式Session2

主持: 郑以漫  默沙东 , 王莉  礼来主持: 郑以漫  默沙东 , 王莉  礼来

编号编号 时间时间 类型类型 题目题目 讲者讲者 单位单位

1 10:00-10:25 [特邀发言] MSL如何成为KOL管理"专家"？ 童玉 诺和诺德

2 10:25-10:45 [特邀发言] MSL 西方与中国发展模式对比 已邀请 待定

3 10:45-12:00  MSL 需不需要设定KPI  

 

13:00-13:25 [全体参会人员] Data Communication：多渠道医学沟通Session113:00-13:25 [全体参会人员] Data Communication：多渠道医学沟通Session1

主持: 张方直  罗氏 , 骆天红  赛诺菲 , Avery Ince  西安杨森主持: 张方直  罗氏 , 骆天红  赛诺菲 , Avery Ince  西安杨森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1 13:00-13:25 [特邀发言] 多渠道医学沟通策略先行 张方直 罗氏

2 13:25-13:50 [特邀发言] 微信平台与医学信息有效沟通-Case Study 乔丽云 默沙东

3 13:50-14:15 [特邀发言] 利用数字化平台进行创新学术交流 骆天红 赛诺菲

4 14:15-14:40 [特邀发言] 多媒体医学教育崭露医学价值 李青 西安杨森



5 14:40-15:05 [特邀发言] 去中心化趋势下第三终端医学教育新模式 杨少愚 辉瑞

15:05-15:20 [全体参会人员] 茶歇15:05-15:20 [全体参会人员] 茶歇

 

15:20-16:30 [全体参会人员] Data Communication：多渠道医学沟通Session215:20-16:30 [全体参会人员] Data Communication：多渠道医学沟通Session2

主持: 张方直  罗氏 , 骆天红  赛诺菲主持: 张方直  罗氏 , 骆天红  赛诺菲

编号编号 时间时间 类型类型 题目题目 讲者讲者 单位单位

1 15:20-15:45 [特邀发言] 新媒体患者教育实施及评估体系建立 周苏 益普生

2 15:45-16:10 [特邀发言] 药物经济学拓展了医学事务新职能及新价值 宁毅 葛兰素

3 16:10-16:30 [特邀发言] 多渠道医学沟通“工具”运用 已邀请 待定

 

16:30-17:20 [全体参会人员] “对话”患者教育新征程16:30-17:20 [全体参会人员] “对话”患者教育新征程

主持: 张方直  罗氏 , 骆天红  赛诺菲主持: 张方直  罗氏 , 骆天红  赛诺菲

编号编号 时间时间 类型类型 题目题目 讲者讲者 单位单位

1 16:30-16:35 [特邀发言] “对话”患者教育新征程 崔楠 优时比

2 16:35-16:40 [特邀发言] “对话”患者教育新征程 迟海东 礼来

3 16:40-16:45 [特邀发言] “对话”患者教育新征程 任婷婷 默克

4 16:45-16:50 [特邀发言] “对话”患者教育新征程 邵宁 辉瑞

5 16:50-17:20  讨论与互动  

 

17:20-17:25 [全体参会人员] 《智慧医学》新书发布及剪彩17:20-17:25 [全体参会人员] 《智慧医学》新书发布及剪彩

主持: 谷成明  辉瑞 , 贺李镜  诺华 , 闫慧  RDPAC , 房澍名  恒瑞主持: 谷成明  辉瑞 , 贺李镜  诺华 , 闫慧  RDPAC , 房澍名  恒瑞

17:25-17:30 [全体参会人员] 会议闭幕17:25-17:30 [全体参会人员] 会议闭幕

主持: 郑以漫  默沙东 , 张方直  罗氏主持: 郑以漫  默沙东 , 张方直  罗氏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研发公司参会须知

研发公司范畴说明：研发公司范畴说明：
只有来自于跨国或国内的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及医疗器械公司的业内人士可以享受到研发公司价格。您的公司
必须拥有已上市，或处于临床前和临床阶段的产品才符合申请条件。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61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15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59/


注册费用：注册费用：

类型类型  2017年3月19日前（含）—优惠价格 2017年3月19日前（含）—优惠价格  2017年3月20日后—标准价 2017年3月20日后—标准价格

 大会+会前研讨会价格（1人）  5500人民币  6000人民币

 大会+会前研讨会价格（2-4人）  5000人民币  6000人民币 

 大会+会前研讨会价格（5-9人）  4500人民币  6000人民币 

 大会+会前研讨会价格（10人以上）  3500人民币  6000人民币

 

非研发公司参会须知         非研发公司参会须知         

注册费用：注册费用：
如果您不属于研发公司的范畴，在您参会的过程中需要选择标准参会注册价格。
标准参会注册价格（大会+会前研讨会）：8000人民币8000人民币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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