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全球精准医疗（中国）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全球精准医疗（中国）峰会将于2016年12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5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中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精准医学计划”，精准医学迅速成为全球医学
界热议和关注的焦点。同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国家科技部和国家卫计委，成立中国精准医疗战略专家委员会。
随后，提出中国精准医疗计划，并将其列入国家“十三五”科技发展重大专项，上升为国家战略。政策上的利好消
息，极大地刺激了相关企业和医疗机构投入人力、财力来研发精准医疗。产业界、投资界、创业界均被精准医疗产
业的巨大成长空间想象所激发，产业创投活跃，商业模式和业务模式创新思维不断涌现。中国的精准医疗产业现状
和前景如何？国际精准医疗高创技术领域有哪些？如何把握利好政策下的增量市场，使精准医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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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由枫林集团、美枫林集团、美中医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上海万怡药开发协会(SAPA)、上海万怡会展会展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16全“2016全
球精准医疗（中国）峰会”球精准医疗（中国）峰会”将于12月3-4日12月3-4日在上海隆重召开，本届论坛以“全球视野洞见前沿，本土创新引领“全球视野洞见前沿，本土创新引领
未来”未来”为主题，放眼全球，打造聚焦精准医疗的全产业链盛会。大会将邀请1000+来自政府监管机构、行业协会、
医院、科研院校、医药公司、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公司、CRO企业、大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投资机构、律所、咨
询机构等高层代表就中美精准医疗市场前景与最新政策法规、大数据、前沿精准医疗科技创新应用与投融资机会、
生物样本库与人群队列研究、基因检测与体外诊断、肿瘤的个性化治疗、细胞治疗、新型抗体药物研发的创新合作
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的国际交流与探讨, 共同探讨精准医疗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及产学研创新发展。通过组委会精心安
排的主题演讲、案例分析、大咖头脑风暴、产品展演与客户互动体验、一对一商务洽谈、投融资项目路演，VIP晚宴
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内容，您将有机会聆听中美相关政府领导解读精准医疗最新政策法规，知名院士分析产业现状与
机遇挑战，与科研技术大牛们共论前沿科技发展趋势与创新应用，与临床医师们探讨肿瘤个性化治疗的最佳临床实
践，与投资机构大咖们探寻投融资合作机会！

“2016全球精准医疗（中国）峰会”将成为连接产业与资本，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政府引导与市场竞争、创新与
产业化密切融合的交流平台。在这里获取最前沿的专业技术，找到最合适的合作伙伴，结识最专业的客户群体，走
近权威专家，聆听巨匠声音，共同研讨精准医疗产业的发展前景与挑战。除了中国大陆，大会将邀请来自美国、欧
洲、以色列、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代表，近千人的国际智慧激荡碰撞。 全产业链超豪华
演讲嘉宾阵容、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会、会后美国精准医疗海外商务考察是本届论坛的三大亮点。组委会诚挚地邀
请您拨冗出席，相聚申城，共襄盛会！

 

大会组委会：         大会组委会：                                                                                                                           

指导单位：指导单位：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上海枫林生命健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上海万怡会展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

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上海医疗质量研究中心;

火石创造

推荐单位：推荐单位：

欧洲放疗学与肿瘤学协会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欧洲个体化医学联盟；

美中抗癌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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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生物医药协会；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精准医疗分会；

中国精准医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家肿瘤微创治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大会特色：                                                                    大会特色：                                                                    

1000+1000+ 专业高层参会代表；

500+ 500+ 科研院校高层代表，医疗机构管理者，肿瘤相关临床科室主任医生；

100+100+ 一对一商务洽谈；

80+80+ 国际知名演讲嘉宾；

5050家 顶尖厂商技术产品展演与客户互动体验；

55场学术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生物样本库与人群对列研究、基因检测与体外诊断、肿瘤的个性化临床治疗、细胞
治疗、抗体药物研发的创新合作；

11场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会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媒体合作伙伴媒体合作伙伴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大会议程框架：                                                                  大会议程框架：                                                                  

第一天 12月3日上午 全体大会：中美精准医疗市场分析与政策解读第一天 12月3日上午 全体大会：中美精准医疗市场分析与政策解读

我国精准医疗“十三五”规划及生物医药产业最新政策解读

为精准医疗的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美国精准医疗计划（PMI）进展及FDA最新出台的精准医疗指导草案解读

全球抗体药物开发：中国的角色，政府的观点

21世纪迈向精准医疗：新挑战、新趋势、新机遇展望

创新与合作：把握精准医疗产业发展新契机

我国生命健康产业的发展前景展望

第一天 12月3日下午 全体大会：大数据、前沿科技与投融资机会第一天 12月3日下午 全体大会：大数据、前沿科技与投融资机会

肿瘤生物医疗大数据科研平台的创新建设

科技，重启新生 --- 沃森肿瘤专家助力高效规范肿瘤治疗



大数据分析工具在精准医学科研和临床中的创新应用

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医疗产业革命

基于云的基因组分析创新解决方案

加速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精准医疗中的整合

全球精准医疗创新创业图谱

圆桌互动讨论I: “互联网+大数据”将给精准医疗产业带来哪些变革？

圆桌互动讨论II：风口上的精准医疗与投资策略

第二天 12月4日 平行分论坛   第二天 12月4日 平行分论坛   

平行分论坛I:

基因检测与体外诊断

平行分论坛II:

临床肿瘤的个性化治疗

平行分论坛III:

抗体药物研发的创新合作

平行分论坛IV:

生物样本库与人群对列研究

平行分论坛V:

细胞治疗

平行分论坛VI:

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会

 

12月3日上午12月3日上午

全体大会: 中美精准医疗市场分析与政策解读

主持人：戴卫国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总会主席

 

08:00~09:00 来宾签到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30 我国精准医疗“十三五”规划及生物医药产业最新政策解读吴浈副局长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

 

09:30~10:00 为精准医疗的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陈传宏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10:00~10:30 美国精准医疗计划（PMI）进展及 FDA 最新出台的精准医疗指导草案解读

Francis Collins 博士主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10:30~11:00 全球抗体药物开发：中国的角色，政府的观点

Leigh Verbois 博士驻华办公室主任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11:00~11:30 茶歇（参观展览及一对一商务洽谈）11:00~11:30 茶歇（参观展览及一对一商务洽谈）

 

11:30~12:00 21 世纪迈向精准医疗：新挑战、新趋势、新机遇展望

詹启敏 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

 

12:00~12:30 发言题目待定吴寅飞董事长枫林集团

 

12:30~13:30 午宴（参观展览及一对一商务洽谈）12:30~13:30 午宴（参观展览及一对一商务洽谈）

 

12 月 3 日下午12 月 3 日下午

全体大会: 大数据、前沿科技与投融资机会

主持人：田源 元明资本创始合伙人、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席

 

13:30~14:00 创新与合作：把握精准医疗产业发展新契机

尹烨 CEO

华大基因

 

14:00~14:30 大数据分析工具在精准医学科研和临床中的创新应用

 

14:30~15:00 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医疗产业革命

陈润生 院士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15:00~15:30 基于云的基因组分析创新解决方案

 

5:30~16:00 茶歇、点心 （参观展览及一对一商务洽谈）5:30~16:00 茶歇、点心 （参观展览及一对一商务洽谈）

 

6:00-17:00 圆桌互动讨论 I: “互联网+大数据”将给精准医疗产业带来哪些变革？

主持嘉宾：李亦学主任 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讨论嘉宾：

樊嘉 院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372/


王平 教授 天津市肿瘤医院院长、肿瘤精准医学大数据中心主任

陈润生院士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俞毅 博士 亚太区总经理 英特尔医疗与生命科学事业部

金刚 博士 合伙人兼总裁 云健康医疗科技集团

 

17:00-18:00 圆桌互动讨论 II：风口上的精准医疗与投资策略

主持嘉宾：田源 元明资本创始合伙人、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席

讨论嘉宾：

刘道志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山蓝资本

陆勤超 中国基金合伙人 红杉资本

陈浩  董事总经理兼总裁 君联资本

梁颖宇 主管合伙人 启明创投

陈杰 创始合伙人 元生创投

 

18:30-20:00 VIP 晚宴

 

12 月 4 日   上午12 月 4 日   上午

平行分论坛 I：基因检测与体外诊断

主持人：Edward Abrahams 博士

个性化医学联盟(PMC) 总裁

08:3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20 新兴生物芯片技术的创新应用

程京 院士

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任

 

09:20~09:40 独立医学实验室的诊断一体化模式探讨

David King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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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Corp 公司

 

09:40~10:00 全球体外诊断市场分析及中国机遇

黄柏兴

CEO

罗氏诊断大中华区

 

10:00~10:20 高通量测序在肿瘤精准医疗方面的应用

助  商

演 讲 机 会

 

10:20~10:40 茶歇（参观展览及一对一商务洽谈）

 

10:40~11:00 生物样本库在精准医学中的应用

刘雷 教授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11:00~11:20 下一代基因测序技术的最新发展及临床应用

David Smith 教授

梅奥医疗集团 医药与病理实验室

 

11:20~11:40 癌症液体活检技术的最新进展

助  商



演 讲 机 会

 

11:40~12:00 癌症免疫疗法的诊断策略

Andy Williams

癌症免疫疗法伴随诊断负责人

Genentech

 

12:00~12:20 生物标志在肿瘤诊断与预后的应用

宋启赋

肿瘤中心主任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2;20~12:40 基因编辑新技术 NgAgo-gDNA 应用前景展望

韩春雨 副教授

河北科技大学

 

12:40~14:00 午宴

 

平行分论坛 II：抗体药物研发的创新合作

主持人：夏明德 博士

美国强生集团亚太创新中心 资深总监

08:3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20 精准医疗时代的全球抗体药物研发趋势



张明强

全球研发副总裁

Amgen 公司

 

09:20~09:40 全球抗体药物研发进展对中国的启示

张连山博士

全球研发总裁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09:40~10:00 单克隆抗体研发和产业化——现状及趋势

郭亚军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肿瘤中心主任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

上海抗体工程技术中心主任

 

10:00~10:20 精准医疗与个性化抗肿瘤药物的开发

耿美玉

党委书记、副所长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0:20~10:40 茶歇（参观展览及一对一商务洽谈）

 

10:40~11:00 如何有效应对抗体药物的临床前研发挑战？



赞  助  商

演 讲 机 会

 

11:00~11:20 单抗药物强制降解实验设计注意事项及相关

 11:20~11:40 肿瘤转移的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治疗

申报要求

陈钢

主任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室

 

11:20~11:40 肺癌等亚洲高发癌症的精准医疗

MaceRothenberg 博士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医学官

辉瑞肿瘤临床开发和医疗事务

 

11:40~12:00 在亚洲开展肿瘤临床试验的成功要素

助  商

演 讲 机 会

 

12:00-12:20 欧美药品法规新条例对创新的影响

Emmanuelle Voisin Lestringant

创始人

Voision 生命科学顾问公司



 

12;20-12:40 外部创新合作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平行分论坛 III：肿瘤的个性化临床治疗

主持人：王红阳 院士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副院长

08:3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20 肿瘤免疫治疗转化研究与临床应用进展

季加孚 院长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09:20~09:40 医院如何拥抱精准医疗前沿科技

李为民 院长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40~10:00 肿瘤异质性与个性化治疗

王红阳 院士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

 

10:00~10:20 基因组学，大数据及靶向治疗

 

10:20~10:40 茶歇（参观展览及一对一商务洽谈）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41/


10:40~11:00 肿瘤免疫治疗的个体化临床思考

刘宝瑞

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1:00~11:20 精准癌症治疗中的大数据挖掘

梁晗 副教授

美国德州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

 

11:00~11:20 单抗药物强制降解实验设计注意事项及相关 

 

11:20~11:40 肿瘤转移的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治疗

杨安钢 主任

第四军医大学分子医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11:40~12:00 蛋白质组变异在肿瘤精准预测、预防、诊断、

治疗和评估中的应用

詹显全 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卫生部肿瘤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12:00~12:20 多学科合作构建肿瘤个性化治疗的新技术

徐进

平安普德医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http://www.bioon.com/z/2016multi-omics/guests.shtml#a13


国家肿瘤微创治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产业部部长

 

12:20~12:40 精准癌症诊疗的临床实践

曾骥孟教授/执行主任

厦门大学药学院转化医学中心(TMRC)

暨厦门市肿瘤细胞诊疗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CTCTCT)

 

12:40~14:00 午宴

 

12 月 4 日 第二天下午12 月 4 日 第二天下午

 

14:00~17:30 精选 6 个项目，20 分钟/场 + 互动问答14:00~17:30 精选 6 个项目，20 分钟/场 + 互动问答

本次为期半天的闭门式项目路演对接会聚焦基因测序、基因芯片、PCR、液体活检、抗体药物、细胞免疫治疗等精
准医疗细分领域，旨在为创新项目投融资双方提供优秀的项目与资本对接平台，开拓精准医疗产业投融资合作之
道。路演活动汇聚来自全国近百位医疗健康投资界大咖，百余项精准医疗科技创新项目尽显出无限的商业爆发力!

如何参加？如何参加？

第一步：发送拟定的 BP 商业计划书

（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

第二步：组委会进行项目甄选（2016 年 11 月 1 日-18 日）

第三步：通知入围优秀路演企业，签订 FA 协议（2016 年11 月 25 日前）

第四步：确定最终路演企业及参会投资机构名单（2016 年11 月 30 日前）

第五步：会前路演辅导、现场路演发言、会后意向投资机

构考察对接（2016 年 12 月）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Dr. Jim Vaught
前主席
ISBER  

韩为东
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分…

教授  

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

院士  

Boris Pasche
维克森林大学浸信会医疗中…

主任

郭弘妍
副研究员

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 

肖世富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老年精神疾病诊治中心主任… 

李亚东
亚太区总经理

英特尔公司医疗和生命科学… 

王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院长

赵瑞林
大中华区总经理

Illumina  

黄菊芳
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党委书记  

陈鹏辉
合伙人

红杉资本  

张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

教授

王海蛟
执行合伙人

深圳高特佳投资集团  

邵黎明
主任

复旦大学上海药物创制产业… 

梁晗
副教授

美国德州大学 MD 安德森… 

赵俊
江苏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詹显全
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卫生部肿… 

刘雷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教授  

夏明德
资深总监

美国强生集团亚太创新中心 

刘宝瑞
副院长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张连山
全球研发总裁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杨志
百奥维达中国基金

创始人  

戴卫国
美国全球强生制药集团公司…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总… 

David Smith
医药与病理实验室

梅奥医疗集团

曾骥孟
厦门大学药学院转化医学中…

执行主任  

周新华
嘉和生物药业公司

首席执行官  

时占祥
全球医生组织

北京代表处负责人  

钱其军
上海细胞治疗研究所

院长

时玉舫
苏州大学

教授  

傅大煦
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

党总支书记、副主任  

吴一多
创新事业部首席技术官

IBM沃森健康大中华区负责… 

吕晖
上海交大生物信息与生物统…
上海交大-耶鲁大学生物统…

陈琦
赛默飞科技

资深临床应用顾问  

李缨
葛兰素史克中国

医学总监  

钱江
诺华肿瘤
执行总监  

单国洪
辉瑞创新医疗
中国区总经理

陆茜
上海凌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于伟霞
亚商资本
合伙人  

杨红飞
火石创造

创始人&CEO  

阮亮亮
上海生物样本库工程技术研…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样本…



甘荣兴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主任  

王彭
首都医科大学

临床资源样本库管理办公室… 

凌少平
志诺维思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CEO  

张伟
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
转化医学全国市场经理

Gianluca Pettiti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President  

徐国彤
同济大学医学院

教授  

汪晓燕
上海金浦医疗健康股权投资…

董事总经理/创始合伙人  

吴寅飞
上海枫林生命健康产业 发…

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张微
美中抗癌协会

主席  

张勘
上海市卫生局医学科技教育…

处长  

吴永忠
重庆市肿瘤医院

院长  

Yung-Jue Bang
韩国首尔大学医院

教授

樊代明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张亚飞
凯杰（苏州）转化医学研究…

总经理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大会观摩票大会观摩票

人民币 480 元/人

全体大会、专题分会场、产品展示会    

医院标准价：医院标准价：【优惠价：1800元】【优惠价：1800元】

人民币 2800 元/人     

全体大会、专题分会场、产品展示会、VIP欢迎晚宴、大会限定精美礼品、会刊、午餐、茶歇点心  

 



企业标准价：企业标准价：  【优惠价：1800元】【优惠价：1800元】

人民币 4800元/人      

全体大会、专题分会场、产品展示会、VIP欢迎晚宴、大会限定精美礼品、会刊、午餐、茶歇点心

大会注册的取消及退款规则大会注册的取消及退款规则

会议注册的取消和退款申请需要在2016年11月3日前以书面形式提出（Email）

退款规则如下：退款规则如下：

11月3日前（含）取消，原注册参会人员需向主办方支付参会总费用的50%；11月3日前（含）取消，原注册参会人员需向主办方支付参会总费用的50%；

11月3日后取消，不予退款；11月3日后取消，不予退款；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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