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第四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
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第四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将于2017年09月在贵阳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7· 第四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将于2017年9月14日-16日在贵州省贵阳市隆重举办，此次峰会以“科学：事实
与虚构的博弈（Science-Fact and Fiction)”为主题，届时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0余位中外院士，100余位权威专
家，500多家投资机构、上市公司、企业齐聚一堂，着眼国际医学前沿课题，共同探讨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交融
和互鉴，以大视野畅谈大健康，共同推动中国和世界医学事业的发展。

我们诚挚地邀请相关领域各界人士参加本次盛会，相信这将是一次高水平、跨领域和创新性的研究交流盛会。诺贝
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欢迎您的到来。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简介：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是“诺贝尔奖得主国际科学交流协会”在中国举办的年度国际医学峰会。诺贝尔奖得主国际
科学交流协会，由1993年诺贝尔奖医学生理学奖得主理查•罗伯茨(Richard J. Roberts)爵士与2009年诺贝尔奖医学
生理学奖得主杰克•绍斯塔克(Jack W. Szostak)教授共同发起。旨在汇集各国诺奖得主、中外科学院院士、知名大学
教授、学者，搭建世界顶尖人才与各国科学家的学术交流平台，发现并推荐科技创新发明，激发青年科学家科学研
究的激情与使命，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技术创新和健康产业发展，将国际前沿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与生
产力，福祉全人类。
 

诺贝尔奖得主国际科学交流协会自2014年起，在中组部、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中
华中医药学会等大力支持下，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新垣、美籍华裔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吴炯博士、伯仕利生物科技董
事长张炬合力推动下，已经在中国成功举办了三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先后有15 位诺贝尔奖得主、30 位中
美院士、300 多名国内知名医学专家、4000 多名医生、学者参会交流。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王国
强局长历任三届大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束为、中国科协副主席
沈岩，天津市副市长曹小红，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等出席大会并致辞。近四年来，除
举办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外，还开展了“诺奖之星”评选、“诺奖中国行”、“诺奖大师公开课”等一系列活动。惠及
数万医学科研工作者、医务人员、青年学者、贫困儿童等人群，获得社会广泛美誉度和影响力。
 

目前，由诺贝尔奖得主国际科学交流协会主办的系列活动不仅得到了诺贝尔奖众多领域获得者的支持与响应，同时
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社团组织、国际权威机构的密切关注。协会将继续推动中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展开
前瞻性研究，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技术合作和信息化平台建设，扶持和帮助中国优秀的科研人才走向世界!传承
前三届的品牌特色，着眼国际医学前沿课题，以精准医学为切入点，重点关注精准医学在医学领域重点学科尤其
是肿瘤方面的学术探讨及技术应用。通过峰会强大的品牌凝聚力，为国内外医疗领域顶尖人才的深度对话构建交流
平台，为举荐中国科研精英走向国际而不余遗力，为中国疾病防治的科技创新提供智慧源泉，为医学科学界各领域
的合作与挑战提供更多选择，为促进我国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和科学水平的提高添砖加瓦。协会除了关注医学领
域，还将不断延伸扩大至科学、文化、教育等更多领域。峰会同期还将举办“科学发现的机缘”大师公开课(ISSCNL

TALK)，萃集代表世界的智慧，传播影响世界的声音。诺奖得主、各领域佼佼者、创新领袖将分享他们对技术、社
会和人类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创新的思想汇聚在此，相互碰撞，让知识的化学反应自由发生。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经历了2014的诞生年，2015的发展年，2016的创新年，2017·第四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
峰会将于2017年9月11-16日在成都和贵阳举办。今年的大会将以“科学：事实与虚构的博弈”为主题，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的时代大背景下，萃集世界顶级智慧，以巅峰对话、诺奖大师公开课等形式，发声卓越远见， 影响意见



领袖;着眼国际医学前沿课题，搭建国内外医疗领域顶尖人才的深度对话平台， 促进思想的交流，培育创新性思维，
共同探讨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交融和互鉴，为医学科学界各领域的合作与挑战提供更多选择，为疾病防治的科技
创新提供智慧源泉，为优化促进健康医学服务政策夯实基础，为促进我国医学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
量。

医学峰会主题论坛：医学峰会主题论坛：

1、国际精准医学高峰论坛
围绕政产研学用，就精准医学最新进展、发展模式、产业化及临床应用前景等重点领域进行深入探讨，为精准医学
的更快更好发展提供高端交流平台。
2、世界青年创新论坛
为国内外优秀青年学者、中青年科学家、科技创新型企业人才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之间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思想交流
平台，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独立思考，激发科学热情。
3、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依托贵阳丰富的中医药资源，推动中医药尤其是苗医苗药的海外发展。同时结合贵阳休闲养生、滋补养生、温泉养
生三大业态，重点探讨养生与健康产业的国际趋势、剖析旅游养老产业发展的痛点与难点、如何应地制宜创新发展
旅游经济等重要话题。
4、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论坛
精选国内外技术领先、产业化成熟度高的优秀项目及产业项目参与路演，引导布局生物医药、精准医学、中医药
材、苗医苗药、医疗大数据等产业链，促成落户国内园区，打造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新模式。

医学峰会活动亮点：医学峰会活动亮点：

1、高峰对话：科学-事实与虚构的博弈（Science: Fact and Fiction）
对话诺贝尔奖获得者，揭示目前全球所忽略的重大问题的事实真相，包括气候变化、转基因生物以及与各种能源
（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核能源）相关联的风险等。
2、“诺奖之星”评选活动
选拔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青年骨干专家，向其提供代表全球顶尖科研成就的数个诺奖得主实验
室的学术交流机会，以期在医疗科研领域唤起前辈奖掖后学，后生博采互鉴，薪火相传，众志创新的新鲜学术气
息。
3、“诺奖中国行”系列活动
2017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面向贵阳市各园区、科研机构、医院、医学教育单位、企业、中小学，组织以诺奖得
主、国内学术专家、国际产业专家为主的“诺奖中国行”系列活动。

诺奖得主寄语诺奖得主寄语

I wouldn’t call it the summit. It was a meeting to talk about the economics of biotechnology which is the subject that

has not really been addressed in a meeting previously. We had 3 Nobel laureates who have connection with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and we had 2 economists who have done a little bit of research into that area. I thought the

meeting as judged by what the scientists had to say, the Nobel laureates that is, was extremely good. There were

one or two other people who spoke, also who addressed the topic of biotechnology who were very good.

　　我不会把它叫做一次峰会，它是一次讨论生物科技的经济学的会议，这个命题从前被解决过。我们有三位跟生
物科技产业相关的诺奖得主，以及两位在此领域有所研究的经济学家。我认为评价一场会议的好坏，与会科学家演
讲内容很重要。诺奖得主是非常优秀的演讲嘉宾人选。
　　I think what the meeting of the sought what it does was to introduce the topic to a number of people who

probable never thought about it before. There is a great focus in this country in particular on how to make money

and how to make more and more money all the time. I think that’s often unhealthy. What was nice about the

meeting was one talked not just about make money but also about the science that was going along with it. I got

the impression from seeing the audience’s reactions to what was going on that， many of them probably thought

this was a good meeting ，some would want to hear it more off and hopefully it stimulated them to think about how

they themselves might participate in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我认为会议最重要的是能向广大民众展示他们从前从未想到过的议题。在中国，人们时时刻刻 都在关注怎样赚
钱，怎样赚更多的钱。我认为这通常不是很健康。我想本次峰会最好的一点就是不只讨论如何赚钱，同时也关注如
何把科学和盈利很好的结合在一 起。观众的反应让我印象深刻，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这还是一届不错的会议，
很希望从中听取到更多的信息，而且我希望会议能激励他们亲自参与到生物科技产业中去。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9 月月14 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08:00-20:00 大会注册（签到）

9 月月15 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08:30-09:45 开幕式

09:45-11:00 高峰对话：科学- 事实与虚构的博弈

11:00-12:00 2017“诺奖之星”发布盛典

12:00-13:00 午餐

13:30-17:30 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论坛

14:00-18:00 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14:00-18:00 国际精准医学高峰论坛

14:00-18:00 世界青年创新论坛

14:00-18:00 国信证券对接会

18:30-20:00 诺奖文化之夜

19:30-21:30 项目路演沙龙

9 月月16 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

08:00-12:00 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08:00-12:00 国际精准医学高峰论坛

08:00-12:00 世界青年创新论坛

09:00-12:00 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论坛

09:00-12:00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创新创业大赛

08:00-10:00 分论坛：教育的本质——真实与虚幻的对话论坛

08:00-12:00 分论坛：2017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质谱技术与临床医学主题论坛



08:00-12:00 分论坛：2017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国际生命科学前沿成果第四次学术报告大会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论坛及大会闭幕式

13:00-15:00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创新创业大赛

14:00-17:00 贵阳高新区观摩考察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参会嘉宾：参会嘉宾：

大会主席

王国强王国强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局长

束束  为为

中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

詹启敏詹启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

Richard Roberts

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获得者，英国皇家科学院
院士

拟邀专家

理查德·罗伯茨 （Richard J. Roberts）

199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朱棣文（Steven Chu）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第12任能源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巴里·马歇尔（Barry J. Marshall）

200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美国医学研究院研究员

罗伯特• 默顿 (Robert C. Merton )

199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现代金融学开创者之一

兰迪·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细胞生物学家

史蒂夫·卡伊（Steve A. Kay）

南加州大学人文艺术科学学院院长, 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所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洪明奇

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副校长、乳腺癌肿瘤基础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高级科学促进会（AAAS) 院士、台湾中研
院院士



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

伊斯特布什创新中心新任CEO，兼Roslin 生物中心CEO 

詹启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药物化学家，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樊代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肿瘤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首批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

王存玉

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吴以岭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中医心血管病专家，中医络病学学科创立者和学科带头人，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
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络病重点研究室主任

张学敏

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张伯礼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学科带头人

张大宁

国家第二批“国医大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会长，中医肾病学的奠基人

陈士林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药研究所所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中心主任,中药全球化联盟副主席，
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负责人

黄晓军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韩为东

分子免疫学专家，解放军总医院分子免疫学研究室主任

刘尚义

国医大师, 贵州省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牟巨伟

国家癌症中心，医科院肿瘤医院胸外科副主任

秦钧

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主任，分子研究与通路发现中心主任

熊继柏

国医大师，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

刑力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徐兵河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及乳腺病诊治中心副主任，国家新药临床研究基地临床药
理室负责人

杨柱

贵阳中医学院院长

周彩存

同济大学医学院肿瘤研究所所长，肿瘤学系主任

再帕尔·阿不力孜

分析化学、药物分析及代谢组学领域专家，药物研究院副院长

张霆

首都儿科研究所研究员，儿童发育营养组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路霞

北京大学医院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注册费：注册费：

报名类型报名类型         
常规注册常规注册

2017年6月6日 —2017年9月16日

个人报名 □ RMB 800

团队报名 □ RMB 480

学生报名 □ RMB 480



注：

1. 团队报名，需满足10 人及以上;

2. 学生报名，需提供有效学生证明;

3. 报名费用包含：会议资料、会议期间午餐;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