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会议议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席

7 月

13 日

07:00-08:00 注册报到

第二届临床药物治疗大会

08:00-08:30 “以临床需求为始为终”企业成果展览剪彩

08:30-09:00 开幕式

08:30-09:00 致辞

孙咸泽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药学会理事长

胡 欣

梁 洪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北京药学会理事长

李大魁
《临床药物治疗杂志》主编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 教授

主任药师

娄 渝 武田（中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裁

共同追求适宜的药物治疗

09:00-12:00 主题报告会

09:00-09:35 脑心同治 共同维护血管健康 赵继宗
中国科学院院士 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院院长 主任

医师

王拥军

周玉杰

崔一民

赵荣生

09:35-10:10 医改及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建设 梁万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司长

10:10-10:45 首都医改的持续创新力 雷海潮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 主任

10:45-11:10
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划背景及任

务举措
郑焕敏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1:10-11:35 智慧药学 药无伤害 赵国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 教授 主任医师

11:35-12:00 如何少学习和不学习 翟所迪
《临床药物治疗杂志》主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 教

授 主任药师

午餐卫星会

12:00-13:00 午餐卫星会（一）卵巢癌创新药物-PAPR 抑制剂的崛起

12:10-12:30 卵巢癌国际最新进展 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李国辉

12:30-12:50 新药研发历程 徐 宁 再鼎医药（上海）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12:00-13:00 午餐卫星会（二）

12:10-12:30 不一样的 EPO 陈 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临床药学中心 主管

药师 待定

12:30-12:50 万古霉素的合理化使用 梅 丹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 教授 主任药师

12:00-13:00 午餐卫星会（三）

新医改下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

14:30-17:30 院长圆桌会（闭门会）

14:30-17:30

1．医院领导体系的转变——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2．创新源于思想——可持续发展的医院管理

3．科技为本 文化为魂——医院文化的体现

4．关键和有效手段——绩效考核指标

5．医改中的创新举措——4+7 带量采购

互动讨论
梁万年

史炳忠

脑心同治 共同维护血管健康

13:00-16:20 基层用药分论坛

13:00-13:10 开幕式致辞 王 晨
北京市社区卫生协会会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

院原院长 教授 主任医师
王 晨

赵迎新

马 力

杨 莉

13:10-13:40 北京市基层合理用药的现状与持续改进 岳小林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13:40-14:10 我国血管疾病流行趋势和基层干预措施 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 教授 主任

医师



日期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席

14:10-14:40 基层高血压患者药物治疗进展 周玉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 教授 主任医师

14:40-15:00 脑心共患疾病与药学监测 赵志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主任 教授 主任

药师

15:00-15:20 临床文献导读及数据分析 江晨恩 台北荣民总医院临床研究中心 主任医师

15:20-16:20 基层合理用药实践知识竞答 全科医生

药物治疗的新思想分会场

13:00-15:00 创新驱动的药物治疗

13:00-13:30 创新药助力中国早日消除丙型肝炎 赵 平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原 302 医院）国际肝病诊

疗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 胡 欣

钟 武

刘丽宏

13:30-14:00 以精准用药为目标的科学研究 刘丽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药事部 教授 主任药师

14:00-14:30 新型口服抗凝药物的发展评价与选用 柳 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 博士

14:30-15:00 小剂量阿司匹林的探索 刘梅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内科 主任医师

15:30-17:40 指南发布与解读

15:30-16:00 指南报告规范——从理论到实践 杨克虎 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主任 教授

翟所迪

王育琴

杨 丽

16:00-16:30 《严重过敏反应急救指南》解读 翟所迪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 教授 主任药师

16:30-16:50 《α1 受体激动剂围术期应用专家共识》解读 王天龙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16:50-17:10 2018 欧洲血运重建指南再解读抗血小板策略 丛洪良 天津市胸科医院心脏科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17:10-17:30
药物目录如何制定——以《常用药物目录》为例

的方法学探索
徐晓涵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 主管药师

17:30-17:40 指南和共识奠定药物的临床价值 薛 钰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13:00-15:00 药物个体化治疗

13:00-13:30 儿童临床研究与个体化治疗 赵 维 山东大学临床药学系主任 教授

张相林

冯婉玉

13:30-14:00 药物微生物组学与个体化治疗 张 伟 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14:00-14:30
器官移植术后 TDM 实践分享（检测、模型、干

预）

王晓星

王晓雪

陈文倩

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 主管药师

14:30-14:45 适应新发展时期 悦康循证发展之路 付永辉 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4:45-15:00 讨论

15:30-17:30 智慧药学

15:30-16:00 基于医疗大数据的药物使用风险管理和研究 郭代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药剂科 教授 主任药

师

赵荣生

闫素英

16:00-16:30 人工智能技术在个体化药物治疗的应用与实践 赵荣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主任 教授 主任药师

16:30-17:00 智慧药房标准的构建与实践 刘琳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任药师

17:00-17:30 大数据下具有实验可重复性的学习方法 郑泽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17:30-17:45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医药行业的应用 唐德凯 绿叶生命科学集团数字医疗部副总裁

论道药物新进展分会场

13:30-17:00 中国仿制药的当下与未来高峰论坛

13:30-14:00 中国医药创新的政策思考 李 青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大魁

金少鸿

14:00-14:30 国内外仿制药政策及现状 钟 武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研究员

14:30-15:00
典型国家仿制药企业转型升级路径及对中国的启

示
颜建周 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研究中心 研究员

15:00-15:30 仿制药开发中的药物制剂技术创新 高春生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研究员

15:30-16:00 美国仿制药行业概况及机会分析 赵 重
美国 Synergen Lab 公司董事 总经理 前美国药典国际

事务副总裁



日期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席

16:00-17:00 中国仿制药的发展道路主题讨论

13:00-17:00 生物制剂

13:00-13:45 生物抗体药物新技术研究进展 冯健男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研究员

梅 丹

甄健存

周辛波

13:45-14:30 抗体药物质量研究进展 王 兰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生物制品检定所单抗室 研究员

14:30-15:15 生物制剂临床选择的考虑要素 崔一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主任 教授 主任药师

15:15-15:35 讨论

15:35-15:50 新型降脂药 PCSK9 新进展 陈 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15:50-16:05 从抗体特征解密抗 PD-1 单抗整体性能 郭振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药学部主任 副教授 主

任药师

16:05-17:00 讨论

13:00-15:00 新药发布会

13:00-13:15 全球首个 5qSMA 治疗药物—诺西那生 常杏芝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副教授 主任医师

崔一民

赵志刚

王晓玲

郭代红

13:15-13:30 度拉糖肽的药学特性 梅 丹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 教授 主任药师

13:30-13:45 待定 翟所迪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 教授 主任药师

13:45-14:00 依洛尤单抗临床价值 张 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心血管内科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14:00-14:15 RVO 继发黄斑水肿与抗炎治疗 陈有信 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14:15-14:30 乙肝治疗最新进展（TAF 丙酚替诺福韦） 战寒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 主任药师

14:30-15:00 点评及讨论

15:30-17:50 天然药物与中药

15:30-15:50 天然药物与中药研究新进展 陈万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药学部主任 教授

曹俊岭

叶 敏

王丽霞

华国栋

15:50-16:10 剂型与合理用药 袁海龙 空军总医院药学部主任 主任药师

16:10-16:30 药物不良反应与安全性探讨 荆志伟 中国中医科学院副处长 主任医师

16:30-16:50 中药药学门诊经验交流 唐洪梅 广州中医药大学主任 主任药师

16:50-17:10 中药评价模式与方法 李学林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药师

17:10-17:30 中药质量-从源头抓 姚 毅 江苏省中医院药学部主任 主任药师

17:30-17:50 再谈何首乌的肝毒性 王伽伯 解放军 302 医院/全军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

17:30-18:30 晚餐

敏思笃行·青编讲堂

18:30-20:40 科研 服务 案例 分享

18:30-18:50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不良反应及处理方案 梁 良 北京医院药学部 主管药师

张 弨

金鹏飞

张 威

朱 曼

18:50-19:10 MDT 抗凝门诊实践与探索 白 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 主管药师

19:10-19:30 慢病患者药学服务管理模式研究 李全志 北京积水潭医院药学部 主管药师

19:30-19:50 凝血因子 FVIII 的药代动力学与个体化给药 邹羽真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 主管药师

19:50-20:10 医院安全（不良）事件管理体系构建分享 任晓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剂科 主管药师

20:10-20:30 浅谈医院药学日常实践中蕴藏的科研机会 周 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药剂科 主任药师

20:30-20:40 玻璃体内缓释给药研究进展 金鹏飞 北京医院药学部 主任药师

4+7–引发医药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18:30-20:30 药学专家圆桌会（闭门会）

18:30-18:40 落实国家药品集中采购经验分享 沈 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主任 副教授 主

任药师
赵荣生

林 阳

封宇飞

刘 桦

18:40-18:50 待定 吕迁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主任 主任药师

18:50-19:00
如何运用信息化落实 4+7 带量采购及中标产品

的不良反应监测
赖伟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 主任药师



日期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席

19:00-19:10 4+7 药品使用管理工作实践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药学部主任 主任药师

19:10-20:30 交流讨论

7 月

14 日

知心科普

09:00-11:30 洞见直播间

09:00-10:00 五时刻用药安全
毛乾泰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药剂科顾问 主任药师 台湾执业药师 段京莉

艾 超于 峰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脏内科 教授 主任医师

10:30-11:30 关注“痴呆”
彭丹涛 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内科 教授 主任医师 闫素英

陈世财周爱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CMM 中国声音分会场

08:30-12:00 糖尿病的药物治疗

08:30-09:00 待定 王 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教授 主

任医师

胡 欣

封宇飞

09:00-09:30 1+1>2——如何选择复方口福降糖药优化治疗 邹大进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教授 主任医师

09:30-10:00 讨论

10:00-10:30 药学角度看最新降糖药物的机制和特点 林 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主任 教授 主任

药师

10:30-11:00 DPP-4 抑制剂的特点与合理应用 李 妍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药学部 副主任药师

11:00-12:00 讨论

08:30-12:00 呼吸系统疾病的药物治疗

08:30-09:00 慢阻肺稳定期药物治疗 孙永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医师

赵荣生

孙永昌

09:00-09:30 慢阻肺的早期诊断 张荣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医师

09:30-10:00 弥漫性肺部疾病的诊治原则 王浩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科主任 教授 主任

医师

10:00-10:30 基于 MT 理念的 COPD 处方审核要素 朱 曼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药学部 主任药师

10:30-11:00 如何面对碳青霉烯耐药的挑战 常 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医师

11:00-11:30 待定 许文兵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 主任医师

11:30-12:00 慢阻肺质治疗新选择 艾 超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办主任 药剂科主任 副主任药师

08:30-12:00 抗凝药物治疗

08:30-09:10 抗血栓药物的研发 崔一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主任 教授 主任药师

崔一民

郑英丽

09:10-09:40 新型口服抗凝药物临床应用——治疗与管理 蒋 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 教授 主任医师

09:40-10:10 抗血栓药物药效学评价及个体化治疗 向 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 副教授 主任药师

10:10-10:30 心血管事件二级预防的新革命—PCSK9 抑制剂 李建军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 教授 主任医师

10:30-11:00 妊娠期抗凝：如何选择与监测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药学部 副教授 主任药师

11:00-11:20 临床药师参与抗凝治疗的成本效果分析 崔向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 副教授 主任药

师

11:20-11:50 抗凝药学服务实践 袁冬冬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药学部 副主任药师

11:50-12:00 讨论

08:30-12:00 儿童疾病的药物治疗

08:30-09:00 儿童抑酸药的合理应用 钟雪梅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医师

杨 健

张建民

09:00-09:30 儿童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辨证论治 李 敏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 副教授 主任

医师

09:30-10:00 讨论

10:00-10:30 药物基因组学与儿童安全用药 袁 艺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医师

10:30-11:00 临床导向的儿童药物研究 张建民 北京首儿药厂副总经理



日期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席

11:00-12:00 讨论

08:30-12:00 鼻病的药物治疗

08:30-09:00 大环内酯类药物在慢性鼻窦炎中的应用 王成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鼻科副主任 教授 主任

医师

张 弨

王成硕

09:00-09:30 糖皮质激素在慢性鼻窦炎中的应用及思考 杨钦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教授 主任

医师

09:30-10:00 经鼻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在慢性鼻窦炎中的应用 娄鸿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副教

授 副主任医师

10:00-10:30 过敏性鼻炎药物治疗策略 程 雷 江苏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10:30-11:00 鼻病治疗中超说明书用药探讨 张 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副教授

副主任药师

11:00-11:30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在过敏性鼻炎治疗中的作用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药学部党支部书

记 副主任

11:30-11:45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区别与合理应用 郑亚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 主任医师

11:45-12:00 讨论

08:30-12:00 肿瘤的药物治疗

08:30-09:00 ASCO 最新的临床研究进展 斯 璐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肾癌黑色素瘤内科 副教授 主任医师

石远凯

李国辉

张艳华

09:00-09:30 PD-1 在肿瘤治疗中的学术价值 胡兴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主任医师

09:30-09:45
肿瘤免疫治疗（I-O）的医疗价值——对该类药

物的评估与准入的思考
陶立波 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政策与技术评估中心 研究员

09:45-10:05 讨论

10:05-10:35 肺癌免疫治疗病例分享 关 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肿瘤科 副主任医师

10:35-10:55 1 例免疫治疗相关性心肌炎患者的药学监护 杨 珺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药剂科 副主任药师

10:55-11:15 PD-1 治疗相关肺毒性的病例讨论 马 旭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药剂科 主管药师

11:15-11:30 PD-1 基础研究 冯 辉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运营

官

11:30-12:00 讨论

08:30-12:00 罕见病的药物治疗

08:30-09:00 中国罕见病诊疗的现状 丁 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教授 主任医师

丁 洁

王晓玲

09:00-09:30 从药品社会属性看孤儿药 崔一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主任 教授 主任药师

09:30-10:00 花小钱也治的罕见病 杨艳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教授 主任医师

10:00-10:20 讨论

10:20-10:50 罕见病药物的 HTA 思考 赵 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政策与技术

评估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10:50-11:20 新药物改变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格局 吴润晖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

肿瘤中心 教授 主任医师

11:20-12:00 讨论

12:00-13:30 午餐

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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