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全国医院药学信息化建设专题学术研讨会暨 2020华夏药学·创新论坛
日程拟定

时间 报告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拟定）

开幕式

8:30 - 8:35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领导致辞 赵自林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会长

赵荣生

8:35 - 8:40 中国药师协会领导致辞 张耀华 中国药师协会会长

8:40 - 8:45 大会主席致辞 翟所迪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药房装备与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教授

8:45 - 8:50 大会主席致辞 王家伟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药学信息化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药师协会药学服务创新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大会报告   

8:50 - 9:20 信息证据利用的级别 翟所迪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教授

林阳
信燕

9:20 - 9:50 跨越“周期“——学科发展的思考 王家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总药师

9:50 - 10:20 芯片技术--信息化社会的基石 李铁夫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0:20 - 10:50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疗新生态 辛利军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健康 CEO

10:50 - 11:20 互联网时代的医生如何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龙珑 南方健康联合创始人

11:20 - 11:50 卫星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管理 陈亚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科研伦理综合办公室主任

颜耀东

9月18日下午 分论坛报告会

药房装备分论坛

大会主席：
包健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房部主任

张蓉
曹庆恒 

徐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

13:30 - 13:40 开场致辞

13:40 - 14:20 人工智能装备－药学服务得力助手 沈爱宗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剂科副主任

14:20 - 15:00 医药商业布局对未来药学服务的需求相关话题 童威 华润安徽医药有限公司信息总监

15:00 - 15:40 配液机器人的应用发展以及使用体会 王伊文 解放军第五医学中心临床药学部药学部主管药师

15:40 - 16:20 智慧型精准药学服务体系构建 宋燕青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主任

16:20 - 16:30 会议总结

智慧药学分论坛 

大会主席：
赵荣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姜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30 - 14:00 开场致辞

13:30 - 14:00 强化药学服务信息化 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龚志成 湘雅医院副院长
闫俊峰
葛卫红

14:00 - 14:30 澳门智慧药学的发展和实践 朱依谆 澳门科技大学药学院院长

14:30 - 15:00 智慧药房助力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 缪丽燕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孙   艳
沈爱宗

15:00 - 15:30 基于慢病患者的智慧药学服务 卢晓阳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主任

15:30 - 16:00 基于智慧药学的互联网诊疗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张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主任 王志良

16:00 - 16:30 互动讨论
王志良
姜   玲

16:30 - 16:35 会议总结

互联网药学论坛

大会主席：
刘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药学部主任

张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药学部主任



时间 报告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拟定）

13:30 - 13:40 开场致辞

池理群
吕有标
闫素英
李   达

13:40 - 14:10 药事之钥匙--医药服务新变局 廖家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党委副书记

14:10 - 14:35 电子病历评审助力互联网药学服务延伸 何艳玲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药学部副主任

14:35 - 15:00 5G时代，如何给“后浪”们讲好医学科普 李志玲 上海市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15:00 - 15:25 互联网药学下的生物制药 刘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药学部主任

15:25 - 15:50 互联网+药学服务区域发展模式 许大庆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

15:50 - 16:15 从答案出发 冯端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体检中心主任

16:15 - 16:35

互动讨论

互动嘉宾

刘皈阳 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教授

付秀娟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主任

左笑丛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药学部主任

陈楠 郑州人民医院药学部/发展规划部主任

医药健康科普分论坛

大会主席：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药剂科主任

张晓乐
颜耀东
冀连梅

刘皈阳 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教授

13:30 - 14:00 开场致辞

13:30 - 14:00 以科研促科普的实践与展望 施阳 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副主任

14:00 - 14:30 医学科普之浅见 郎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

14:30 - 15:00 做好科普，突破健康产业融合瓶颈 冯雪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

15:00 - 15:30 儿童药物科普二三点 孙燕燕 天津市儿童医院药剂科主任  

15:30 - 16:00 眼健康科普之路初探 赵亮 深圳市瑞霖医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16:00 - 16:30 质量为本  创新为魂  产品持续升级
—科伦多室袋技术的发展历程

朱仲强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多室袋车间主任

16:30 - 16:50

互动讨论

互动嘉宾

苏乐群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药剂科主任  

宋洪涛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药剂科主任

武新安 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副院长

免疫治疗的合理用药专题分论坛

14:00 - 14:10 开场致辞

14:10 - 14:40 肿瘤免疫治疗热点说 待定 待定
沈素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药剂科主任、主任

药师）

14:40 - 15:10 从结构PK看PD-1抑制剂的异同 周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15:10 - 15:40 免疫治疗在特殊人群的应用原则 艾超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药剂科主任

15:40 - 16:00

互动讨论

讨论话题1：
不同的PD-1抑制剂因结构不同导致在疗效和安全性有很大的差异 ，

为提高用药安全性，应如何进行更好的管理 ？

安卓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药事部副主任

张相林    中日友好医
院（教授，中日友好
医院临床试验机构副

主任）

张海英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剂科副主任

黄际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药学部主任

钱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杨嘉永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剂科主任

杨珺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主任药师

方罗 浙江省肿瘤医院药学部主任

16:00 - 16:20
讨论话题2

肿瘤药物超适应症用药比例很高 ，应如何优化用药方案的选择 ，提
高合理用药水平？

封卫毅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主任

黄品芳    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剂

科部主任



时间 报告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拟定）

16:00 - 16:20
讨论话题2

肿瘤药物超适应症用药比例很高 ，应如何优化用药方案的选择 ，提
高合理用药水平？

王若伦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主任药师

黄品芳    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剂

科部主任

林芸竹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药学部主任

王媛媛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教研室副主任

张敬一 北部战区总医院临床药学科主任

郝志英 山西省肿瘤医院药学部主任

简晓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16:20 16:30 会议总结 刘韬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药学部主任

9月19日上午 创新大赛

第五届中国药学服务创新大赛总决赛

8:30 - 9:00 开幕式

赵宁

9:00 - 9:10
基于短视频二维码技术在门诊用药交代的应用
-“药”你“码”上知道

张子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9:10 - 9:20 腹透患者智慧医疗体系的构建 钱晨月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9:20 - 9:30 基于增强现实（AR）技术构建结肠镜患者全程式服务平台 郭恒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9:30 - 9:40 基于PICOS的智能文献筛选管理系统 ——EBM AI-Reviewer 宋再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9:40 - 9:50
【 安全用药信息中心】---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一站式合理用药信息
共享平台

邓昂 北京冀药师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9:50 - 10:00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肿瘤药学亚专科服务实践
陈琳

马晶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0 - 10:10 安全领先的个体化药学服务 ——3D打印医院药品分剂量 潘裕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

10:10 - 10:20
孰（输）先孰（输）后——基于用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人工智能输
液顺序调控系统

刘云洁 合肥市滨湖医院

10:20 - 10:30 基于信息化知识图谱的审方案例培训平台构建 彭海莹 广东省药学会药物治疗学专委会

10:30 - 10:40 新型麻醉手术药箱
陈彬
万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0:40 - 11:00 点评互动

2020华夏药学·创新论坛|药物治疗临床服务创新研究项目发布会

刘皈阳

11:00 - 11:05 药物治疗临床服务创新研究项目介绍 刘皈阳 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教授

11:05 - 11:15 乳腺疾病相关报告 袁  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1:15 - 11:30 互动嘉宾

赵荣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袁  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待定

11:30 - 12:00 公布结果并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