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中国医学事务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中国医学事务峰会将于2017年06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中国医学事务领域最佳交流平台中国医学事务领域最佳交流平台

中国医学事务峰会是此行业内首屈一指的国际交流平台，会议为医学事务高层管理者们创造会面交流及分享在这个
高速发展领域中各自宝贵经验的机会。

此次会议将成为2017年度医学事务领域最高水平的盛会，所有层次的管理者们将彼此会面并交流经验，更好的理解
及推动中国医学事务行业的发展。

为什么您需要参加本次为什么您需要参加本次2017 中国医学事务中国医学事务会议？会议？

专业针对医学事务管理者的会议议题专业针对医学事务管理者的会议议题

我们进行数百小时的行业调研，向数百名来自知名制药公司及生物技术公司中的各个部门的医学事务负责人们获取
宝贵意见。从中国医学事务会议内容中您会发现所有的主题都是关于您当前工作中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和挑战。

演讲嘉宾和参会者层次演讲嘉宾和参会者层次

2017中国医学事务峰会拥有行业中目前最顶尖的演讲嘉宾，几乎包括了所有在中国进行医学事务工作的最有经验的
高级医学事务管理者。会议的参会者大部分来自活跃在中国市场和关注中国市场的跨国制药公司及生物技术公司。

全新的商务社交机会全新的商务社交机会

鉴于本次中国医学事务会议是中国医学事务领域第一次最要的聚会，您将有幸与几乎所有中国制药公司及生物技术
公司中的同行们会面，交流彼此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并建立新的联系。

最具价值的参会经历最具价值的参会经历

在2017中国医学事务峰会参会的两天时间内，您将听取顶尖医学事务专家的宝贵经验，同时与数百名来自制药企业
及生物技术公司中的同行们会面和交流想法。您通过参会所获取的前沿信息将直接影响到您之后的日常工作。.

最值得信赖的会议主办方最值得信赖的会议主办方

中国医学事务峰会由Lychee Group主办，同时也是中国最成功、举办时间最长的ChinaTrials临床年会的创办者。我
们创立和组办很多中国最顶级的医疗健康行业会议，包括中国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会议及中国医疗器械高峰论坛等。

2017年中国医学事务峰会亮点年中国医学事务峰会亮点!

1.    “MSL Society 培训日培训日”

作为知名的非盈利机构，The MSL Society专门致力于全球MSL的职业发展。今年协会将借助（CMA）中国医学事
务峰会峰会举办的契机，开设全天的培训研讨班，为资深和新晋的MSL带来极具互动性的培 训活动，以及全球最佳
案例的深度解析和经验分享。 



2.    首次聚焦治疗领域首次聚焦治疗领域/药物类别药物类别!

肿瘤免疫: 医学和临床研究成果以及对于医学事务团队的影响 

中国肿瘤免疫领域临床试验研发与全球的对比
免疫治疗手段与传统治疗的对比
从医学事务的角度设计满足医务人员需求的肿瘤治疗创新战略
如何利用医学事务团队的专业知识来区分和认识不同的癌症治疗（例如免疫治疗领域）
生物仿制药: 是否需要医学事务的支持?

医学事务对于生物仿制药有哪些价值？
如何为生物仿制药制定医学战略？
如何管理生物仿制药的off-label使用？
中国生物仿制药发展会照抄国际还是走自己的路？

3.   知名知名KOL现场采访互动现场采访互动

数位知名KOL将莅临会议，在行业专家的主持下通过生动的现场采访讨论形式，为参会者详 解KOL的思维方式以及
他们对于同医学事务团队合作的真知灼见。中国医学事务峰会将为参会者提供充足 的互动时间，借此您将有机会邀
请KOL现场为您答疑解惑。 

4.    内部沟通协作市政厅讨论内部沟通协作市政厅讨论

如今中国医学事务是否能更早地加入研发过程已经越发重要。在今年新的市政厅讨论环节中，来自转化医学、临床
研究、商业部门、市场准入、法律法规及病患支持领域的专家们将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如何
与医学事务部门协调合作。

5.    临床相关培训临床相关培训: “非统计专家的统计原则：干预性临床试验及非干预性研究的设计和分析非统计专家的统计原则：干预性临床试验及非干预性研究的设计和分析”

在去年中国医学事务峰会广受好评的内容基础上做了大量的更新，将为医学事务团队带来更具价值的内容！

临床试验设计-理性 & 理念
临床试验统计原则
非干预性研究的设计 & 分析 

会议答疑会议答疑

哪些人需要参加中国医学事务峰会（China Medical Affairs Summit）?

医学事务全行业的管理者们，包括医学总监、医学负责人、医学顾问、医学沟通顾问等。
与医学事务直接联系的商业部门的管理者们，包括销售和市场总监等。

中国医学事务峰会的演讲语言是中文还是英语？
所有演讲嘉宾均会被推荐优先使用普通话。有一些不懂中文的外籍高层管理人员的演讲将会使用英文。主会议所有
的演讲内容都将提供中英双语同传服务（不包括茶歇及会前培训）。

演讲嘉宾的演讲稿文件会提供给参会者吗？
是的，所有注册参会者报到时候会收到含有下载网址、用户名和密码的材料，会后1周后可以登陆其网站下载PDF格
式的演讲PPT。

中国医学事务峰会会议对着装有要求吗？
参会者着装为商务休闲或正式商务装。

会议会包含鸡尾酒会或其他形式的社交活动吗？
是的，会议包括鸡尾酒会及其他社交茶歇。请参考会议日程以便获得更多详细信息。



会议注册费用包含什么？
您的注册费用包含参加所有会议主题讨论，现场会议资料，早晨点心、社交茶歇、午餐及社交鸡尾酒会。

日程概况日程概况























6月月21日日

中国医学事务峰会第一天：星期三，6月21日，2017

“THE MSL SOCIETY 培训日”

the medical science liaison society 是世界知名的非营利机构，专门致力于推动全球MSL职业和专业发展。

8:00 am -8:55 am     会议签到注册

8:55 am -9:00 am    开幕致辞

9:00 am -9:30 am    主旨演讲：纵观MSL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及演变

                                Samuel dyer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主席，THE MSL SOCIETY

9:30 am -10:30 am  全球透视讨论

                                全球MSL领导动力

                                 本环节将邀请来自美国、欧洲、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MSL领域权威专家，分别介绍在各自国家
中MSL所扮演的具体角色，并从法规角度分析不同国家MSL之间的异同点，这将是您全面了解全球MSL发展状况的
绝佳机会。

                                主持人：

                                Samuel dyer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主席，THE MSL SOCIETY

                                演讲嘉宾：

                                 Avery ince，副总裁，医学事务，西安杨森制药

                                 Michael Milane，首席医学官，BIOFRONTERA

10:30 am -11:00 am 社交茶歇

11:00 am -11:30 am 新晋MSL适职的挑战

                                 伴随MSL适职所带来的现阶段挑战

                                 确保MSL团队获得有效的适职培训

                                 On-label vs. off-label

                                 确保团队熟练掌握KOL 沟通所需的硬技术及软技能



                                 演讲嘉宾：

                                 张虹，首席医疗官，昆泰艾美仕

                                 谢丽，区域医学支持团队经理，中国医学事务部，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

                                 罗敬秀，医学事务高级经理，医学及科学运营，萌蒂制药

11:30 am -12:30 pm MSL在产品上市准备中的职能

                                 产品生命周期中MSL所扮演的角色

                                 保证MSL团队为产品上市做好充分准备

                                 药品和器械产品上市的关键不同点

                                 主持人：

                                 谢丽，区域医学支持团队经理，中国医学事务部，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

12:30 pm -1:30 pm  社交午餐

1:30 pm-3:00 pm     培训分会 Ⅰ

                                 培训会 1：

                                 通过有效的积极倾听技巧来增强KOL管理

                                 如何成为出色的聆听者

                                 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出积极地倾听态度

                                 通过架构、明确地意图及关注创造倾听的思维模式

                                 理解KOL沟通模式

                                 提问的有效方式，信息的探寻及复述的技巧

                                 通过人脉的建立来获得真正的沟通经验

                                 明确普遍的倾听问题和解决方案

                                 培训会 2：卓越MSL的定义与确立MSL支持计划

                                 定义卓越MSL

                                 确立MSL卓越中心及全球标准

                                 为MSLs建立基础支持系统

                                 投资MSL团队

                                 MSL导师的作用和角色

                                 发展有效的MSL导师计划

                                 从MSL向MSL导师过渡

                                 通过导师制度支持新晋MSL

                                 分会嘉宾 ：

                                 罗敬秀，医学事务高级经理，医学及科学运营，萌蒂制药

3:00 pm -3:30 pm    社交茶歇

3:30 pm -5:00 pm    培训分会 Ⅱ



                                 培训会 3：

                                 领会KOL的需求

                                 领会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尤其关于KOL ，围绕着哪些方面需求？

                                 如何定义KOL，如何鉴于“领会”KOL需求来接近KOL？

                                 需要哪些技巧来更好地领会KOL的需求，特别是你的KOL需求？

                                 培训会 4：

                                 评估社交及演讲能力

                                 社交和演讲技巧对于MSL的重要性

                                 面向医生和内部利益相关者进行演讲报告

                                 提高软技能获得高效的社交

                                 表现的更像一名治疗领域专家

                                 通过练习提高社交和演讲能力

                                 分会嘉宾：

                                 范帆，医药领域资深顾问

                                 xiaodong Sun，医学经理，优时比（已邀请）

                                 Ruihua Wang，卓越MSL负责人，赛诺菲（已邀请）

5:00 pm                    会议第一天结束

5:00 pm -6:15 pm    鸡尾酒社交招待会

6月月22日日

中国医学事务峰会第二天：星期四，6月22日，2017

8:15 am -8:20 am     大会开幕致辞

                                 Victoria Elegant，副总裁，医学部负责人，安进公司

                                 张云，大中华区医学事物负责人，全球医学副总裁，武田制药

8:20 am -8:50 am     主旨演讲

                                 医学事务2.0时代：纵贯产品生命周期

8:50 am -9:30 am     主旨演讲

                                 医学和研究伦理学的卓越和创新

                                 Amrit Ray，首席医疗官&全球医学机构负责人，强生公司杨森制药

9:30 am - 10:30 am 主旨讨论

                                 “贯穿生命周期”：从药物研发与临床前研究再到上市后研究与生命周期管理

                                 医学事务领域的副总裁和负责人们将齐聚一堂，从全球总部的角度表达如何看待将医学事务更早
涉入药物开发过程，甚至“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重要性及趋势。

                                 演讲嘉宾：

                                 Maarten Hendriks，副总裁，TCM医学，勃林格殷格翰



                                 康志清，副总裁，医学事务，阿斯利康（已邀请）

                                 郎志惠，副总裁，医学部总监，拜耳医药

                                 骆天红，医学事务负责人，赛诺菲（已邀请）

                                 邱歆海，医学总监，艾伯维制药

                                 张云，大中华区医学事务负责人，全球医学副总裁，武田制药

10:30 am -11:30 am 社交茶歇

11:00 am -12:00 pm 市政厅论坛

                                 “内部合作”市政厅讨论

                                 在这个令人兴奋的市政厅讨论环节中，来自转化医学、临床研究、商业、市场准入以及法律法规
部门的行业专家们将同台亮相，生动的探讨在贯穿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与医学事务团队合作所获得的实际收益和
遇到的挑战。

                                 同时论坛将为观众提供充足的现场问答时间。

                                 主持人：

                                 Victoria Elegant，副总裁，医学部负责人，安进公司

                                 演讲嘉宾：

                                 陈鹏亘，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部负责人，武田制药

                                 邓阅昕，总监，中国区政府事务及市场准入，安进公司

                                 刘颐，医学及药物开发总经理，第一三共

                                 申华琼，中国临床研发总负责，副总裁，杨森制药

12:00 pm - 1:00 pm 医学及科学进步成果聚焦

                                 肿瘤及免疫治疗：医学和临床研究进步成果及对医学事务团队的影响

                                 中国肿瘤免疫领域临床试验研发与全球的对比

                                 免疫治疗手段与传统治疗的对比

                                 从医学事物的角度设计满足医疗人员需求的肿瘤治疗创新战略

                                 如何利用医学事务团队的专业知识来区分和认识不同的癌症治疗手段（比如免疫治疗领域）

1:00 pm -2:00 pm    社交午餐

2:00 pm -3:00 pm    现场辩论

                                 临床试验五年内会不会消失？真实世界证据 vs.随机对照试验

                                 随着真实世界证据热度的不断攀升，有些专家甚至预言5年内临床试验将会消失。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辩论环节，专家试图通过揭示临床试验的未来和相关发展，为真实世界证据
的“过热”来降温！

                                 主持人：
                                 郎志惠，副总裁，医学部总监，拜耳医药

                                 支持真实世界数据方：

                                 郭彤，生物统计负责人，南非及亚太，昆泰艾美仕

                                 Eddy Wu，执行总监，中国医学事务，艾尔建



                                 支持随机对照试验方：

                                 Masisa Defilippo，总监，数据生成，阿斯利康

                                 张丹，董事长，方恩医药

                                 3:00 pm -5:30 pm 临床知识研讨会

                                 伴随着医学事务指责逐渐趋向“全能选手”，对传统医学知识之外的技能提高变得越发重要。研讨
会所涵盖的主题内容将拓展您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的知识和技能。

                                 研讨会 1

                                 非统计专家的统计原则：干预性临床试验及非干预性研究的设计和分析

                                 1. 临床试验设计-理性&理念
                                 2  临床试验统计原则
                                 3. 非干预性研究的设计&分析

                                 主持人:

                                 郭彤，生物统计负责人，南非及亚太，昆泰艾美仕

                                 狄佳宁，总监，中国统计及决策科学负责人，杨森研发中心

5:30 pm                    第二天会议闭幕

6月月23日日

中国医学事务峰会第三天：星期五，6月23日，2017

8:45 am -9:00 am    开幕致辞及前日回顾

9:00 am -9:30 am    医学和研究伦理学的卓越和创新

                                 Jijo James，首席医疗官，医疗器械，强生公司

9:30 am -10::45 am  市政府论坛

                                 “Meet the KOLs”市政厅讨论

                                 建立和维护同KOL及病人支持机构的合作是医学事务团队面临的最重要盒最具挑战性的指责之
一。相对于行业专家分享他们与KOL联系的案例来说，没有什么比直接通过KOL本人的阐述更有价值。

                                 在这个令人激动的讨论环节，我们将邀请2名行业知名KOL盒两家病人支持机构。在专家的主持
下直接向KOL发问，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以及如何看待与医学事务团队的合作。

                                 同时论坛将为观众提供充足的现场问答时间。

                                 主持人：

                                 Avery Ince ，副总裁，医学事务，西安杨森制药（已邀请）

                                 李华飞，医学沟通与项目管理总监，罗氏制药（已邀请）

                                 KOLs：

                                 黄如方，创始人兼主任，罕见病发展中心（CRD）

10:45 am -11:00 am 社交茶歇

11:00 am -12:10 pm 小组讨论

                                 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更有效地管理KOLs/HCPs？

                                 目前主要公司正在运用哪些最新的的数字化战略？



                                 如何评估数字化战略的成功？

                                 我们可以提高哪些数字化服务来更好地联系医务工作者？

                                 通过数据生成的真实世界证据和患者管理

                                 主持人：

                                 李青，高级总监，医学事务和医学教育，强生公司

                                 演讲嘉宾：
                                 Dannis Chang，战略项目总监，商业创新及战略，美国基因泰克公司

                                 李大勇，首席运营官，思派公司

                                 倪渊，资深研究员，IBM

                                 He Shan，首席商务官，零氪科技

                                 张遇生，首席执行官，杏树林

12::10 pm -1:00 现场辩论

                                 生物仿制药：是否需要医学事务的支持？

                                 医学事务对于生物仿制药的价值

                                 我们如何为生物仿制药制定策略？

                                 如何管理off-label使用？

                                 中国的生物仿制药发展会 照抄国际模式还是走自己的路？

                                 主持人：
                                 Stephen Doyle，专科产品事业部副总裁，勃林格殷格翰

                                 演讲嘉宾：

                                 范帆，医药领域资深顾问

                                 Jacqueline Huang，医学研发总监，安进公司（已邀请）

1:00 pm -2:00 pm    社交午餐

2:00 pm -4:00 pm “ASK THE EXPERTS”互动分会

                                 在这个完全创新的社交/学习模式中，我们将在会场分割4个独立的“专家组”，每个小组由2-3位专
家领导不同的热点主题，每个小组限定25名参与者。我们的专家将简要的阐述其对本主题的观点，并立刻接受参与
者的问题。每个环节将持续45分钟，之后每个小组将替换新一批参与者，如此轮换可以使参会者最大可能地就自己
相关领域与特定专家近距离交流！

                                 专家组 #1

                                 如何为医学事务建立以患者为中心模型？

                                 专家：
                                 黄如方，创始人兼主任，罕见病发展中心（CORD）

                                 Dannis Chang，战略项目总监，商业创新及战略，美国基因泰克公司

                                 专家组 #2

                                 大数据 & 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和预测分析：带给数据分析的影响

                                 专家：
                                 倪渊，资深研究员，IBM



                                 He Shan，首席商务官，零氪科技

                                 专家组 #3

                                 指标和关键绩效指标（KPIs）： 验证价值

                                 关键主题
                                 KPIs是内部机构最好的证实员工价值的解决方案吗？

                                 专家：
                                 宋思仪，医学卓越总监，阿斯利康

                                 专家组 #4

                                 创新医学教育 & 多渠道管理（MCM）

                                 关键主题
                                 医学事务和政府事务团队如何通过最好的合作来沟通价值及加强医院准入？
                                 我们如何发展整合营销传播/约见计划接触广泛的利益相关者集团？
                                 目前有哪些创新的“现场的”和“数字化”教育平台？
                                 如何为所有渠道建立统一的战略？
                                 我们如何评估多渠道管理战略的成功？

                                 专家：
                                 Xuan He，拜耳医药

                                 李青，高级总监，医学事务和医学教育，强生公司

                                 专家组 #5

                                 医学专家们的自我提升：如何规划职业发展？

                                 关键主题
                                 在获得医学领域工作经验后职业发展有哪些机会和可能？

                                 专家：
                                 Victoria Elegant，副总裁，医学部负责人，安进公司

4:00pm                     全体会议闭幕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注册参会费用类别注册参会费用类别

MSL Society Day + CMA Summit 参会者注册费用参会者注册费用

6,800人民币/999美金（5月1日后费用增至7,500人民币/1,150美金）

*选此费用将可以参加6月21日-23日所有会议活动。

“The MSL Society Day”全天培训费用全天培训费用

2,500人民币/365美金

*选此费用只限参加6月21日举办的The MSL Society Day全天培训。  

“CMA Summit”峰会注册费用峰会注册费用

5,500人民币/800美金（5月1日以后费用增至6,000人民币/900美金）

*选此费用只限参加6月22日-23日峰会主会



团体注册优惠价格团体注册优惠价格

*如果您和您的团队成员想一同参加The MSL Society Day + CMA Summit，即可获得团体注册特别优惠价格！

团体费用团体费用A（（2-4人）人）

5,000人民币/750美金

团体费用团体费用B（（5-9人）人）

4,250人民币/575美金

团体费用团体费用C（（10人以上）人以上）

3,600人民币/500美金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