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发展中山论坛
组委会
吴阶平医学奖颁奖大会
邀请函
尊敬的 ：
由中山市人民政府、吴阶平医学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十四届
健康与发展中山论坛、2019 年吴阶平医学奖颁奖大会定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共建国际化创新型健康湾
区”
。论坛将同期举办中国泌尿外科国际化与大湾区泌尿外科发展之路论
坛、新时代核医学分子影像发展论坛、医药创新与投资论坛、粤港生物
医疗创新合作论坛和粤港澳大湾区职业健康服务高峰论坛。
“健康与发展中山论坛”
（下简称“中山论坛”
）自 2006 年开始举办，
以“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为宗旨。自 2009 年开始，中山论坛与吴阶
平医学奖颁奖大会联合举办。
组委会现诚挚邀请您出席本届中山论坛和颁奖大会。

健康与发展中山论坛
吴阶平医学奖颁奖大会

组委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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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会简介
由中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健康与发展中山论坛”
（以下简称“中
山论坛”）已成功举办了十三届，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 2009 年开始，中山论坛与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开展了战略合作。
作为双方合作的内容之一，吴阶平医学奖颁奖大会（以下简称“颁
奖大会”）由北京人民大会堂转移到中山举办，开创了“中山论坛”
与“颁奖大会”同时举办的新局面，并在连续十届的中山论坛与颁
奖大会活动中取得了圆满成功。
第十四届健康与发展中山论坛、2019 年吴阶平医学奖颁奖大
会紧抓粤港澳大湾区新一轮发展契机以及正在实施的“健康中国”战略，
通过主题演讲、高端对话、学术研讨等活动，围绕健康产业发展趋势、
湾区城市创新动能、合作契机等话题，探讨与港澳广深等湾区城市优势
互补的发展之路，加速形成创新势能，大力开展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的
技术创新，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卫生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
主办单位：
中山市人民政府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承办单位：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中山翠亨新区管理委员会
中山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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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
时间： 2019 年 12 月 1-2 日
地点：广东省中山利和希尔顿酒店
12 月 1 日
09:00-09:05 主持人介绍参会领导和嘉宾
09:05-09:20 领导致辞
09:20-09:25 吴阶平院士纪念片展播
09:25-09:35 吴阶平医药创新奖颁奖仪式
09:35-09:40 吴阶平医学奖获奖者视频展播
09:40-10:00 吴阶平医学奖颁奖仪式
10:00-10:05 吴阶平医学奖颁奖大会永久会址落户中山签约仪式
10:05-10:35

主旨演讲—共建国际化创新型健康湾区（拟）

10:35-12:15 高端对话
12:15-13:30 自助餐
14:00-18:00

中国泌尿外科国际化与大湾区泌尿外科发展之路论坛
新时代核医学分子影像发展论坛
医药创新与投资论坛
粤港生物医疗创新合作论坛
粤港澳大湾区职业健康服务高峰论坛

12 月 2 日
08:30-16:00

医药创新与投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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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分论坛二：新时代核医学分子影像发展论坛
时间：12 月 1 日 14:00—12 月 1 日 16:00
地点：中山希尔顿酒店宴会厅（酒店 4 楼）

时间

日程
第一部分

成立大会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核医学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

13:30-13:50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核医学专项基金成立大会
领导及委员合影留念
13:50-14:00

茶

歇
第二部分

12
月
1
日

持： 汪

学术论坛

14:00-14:10

主

静、安锐

14:10-14:40

中国核医学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14:40-15:10

PET 药物临床转化及发展

15:10-15:40

氟 18-FDG 在 PET/CT 的临床应用及进展

15:40-16:10

核素治疗现状及发展趋势

16:10-16:40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课题申报流程

16:40-16:55

共建中国核医学发展生态链

16:55-17:10

志同道“核”，厚积薄发

17:10-17:25

分子影像技术进展与展望

17:25-17:40

全时智能 PET/CT

17:40-17:55

大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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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三：医药创新与投资论坛
时间：12 月 1 日 14:00—12 月 2 日 16:00
地点：中山希尔顿酒店宴会厅（酒店 4 楼）
主题：新形势、新技术、新策略---迎接生物医药创新发展 2020

时间

日程
主题：中国传统药企转型升级发展
开幕式

14:00-14:05

中山市领导致辞并推介中山健康产业投资环境
合作单位致辞

14:05-14:40

14:40-15:15

15:15-15:50

15:50-16:05
12
月
1
日

16:05-16:40

·顺应医保导向，发展性价比高的药、慢病药
·参与国际竞争
·细分领域深耕细作
张自然：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会长，兼政策法规专委
会主任和上市公司专委会主任
2020 药企创新发展路在何方？
·世界制药发展动态
·全球医药研发进展
·药企创新发展思考
俞雄：中国药学会制药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中国
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副院长（待定）
化学药物研发策略的进展与展望
·化学药物研发面临的挑战
·化学小分子药物与生物药物对比的优势和劣势
·化学药物研发的传统策略
·近年来肿瘤药物研发靶标、方法策略的变化
·生物技术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
·AI 在药物研发领域的成功和巨大潜力
丁克，暨南大学药学院院长
新版《药品管理法》与《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后的药
品研发立项
傅苗青：山东金城医药集团副总经理、广东金城金素董事
长、济南大学教授
写意对话：临床需要什么样的药
·临床未满足的需求与新药开发的方向
·医院如何看待和使用仿制药替代原研进口药
·西医开中成药在医院是如何管理的
主持：程增江，同写意论坛发起人、科贝源（北京）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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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7:10
17:10-17:30

17:30-18:15

18:15-20:00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医药发展中心首批顾问、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药物研发创新工作委员会主任
拟邀请嘉宾：
中山市人民医院院长袁勇
中山市中医院院长李亮
珠海市人民医院刘军卫书记
为什么说到美国市场卖药其实很难
孟八一，同写意 FDA 特约评论员
医药企业数据治理与数据体系建设
杨红飞，火石创造 CEO
对话：中国传统药企转型升级的方向与路径
·创新药的机会与仿制药的前途
·转型发展的路径
·中药的春天是否来临
·2020 一致性评价的机会与关注点
主持：程增江
嘉宾：
陆文岐，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会长，健康元药业
董事长特别助理
张英俊，东阳光药业研究院院长
李金华，广药集团研发体系办主任，
胡淼，香港澳美制药副总裁
谢斌，珠海润都制药研发总监
徐坚，一品红药业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龙超峰，众生药业副总裁
陈振阳，国药致君副总经理
王德刚，珠海联邦制药厂副厂长
魏林华，中润医药董事长
叶伟平， 莱佛士制药董事长兼 CEO、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晚餐

主题：粤港澳大湾区的生物医药创新与投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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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9:00

写意访谈：全球新药物发现及成果转化
陈庚辉博士，广东中昊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待定）

09:00-09:35

新药的发现：从实验室到 FDA
朱依谆，澳门科技大学药学院院长

09:35-10:10

写意对话：抗体药物开发，2020 年的关注热点
访谈：程增江，同写意论坛发起人
嘉宾：田文志，宜明昂科董事长兼总经理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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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45

10:45-11:20

11:20-11:55

11:55-12:30

12:30-14:00
14:00-14:35

14:35-15:00

15:00-15:35

15:35-16:15

前药技术和策略-新药和改良型新药案例
张健存，恒诺康医药董事长
写意对话：细胞治疗药物开发会如何突破
访谈：程增江，同写意论坛发起人
嘉宾：张 宇：颐昂生物总裁兼 CEO，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
部理事
2019 年生物医药创新与投融资回顾及 2020 年展望
李靖，药渡董事长，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副理事长
圆桌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生物医药创新与投资机遇
主持：黄反之，分享资本合伙人
嘉宾：
周伊，深创投医疗基金合伙人
罗飞，松禾资本合伙人（待定）
刘牧龙，仙瞳资本合伙人（待定）
午餐
写意对话：药物制剂创新可以做些什么
访谈：程增江，同写意论坛发起人
嘉宾：吴传斌，广州新济药业创始人
中小微科技公司痛点——特殊物品及供应链进出口问题解
析
孙晓勐，苏州百拓生物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写意对话：溶瘤病毒药物开发之路
访谈：程增江，同写意论坛发起人
嘉宾：周国瑛，深圳市亦诺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
席执行官
如何加速粤港澳大湾区生物技术公司创新发展
主持：王霆，恒诺康医药副总经理
张绪穆，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医药研究院院长
莫凌霄，默克中国创新中心副总监
施纯辉，香港科技园生物医药群组副总监
朱依谆，澳门科技大学药学院院长
钱海波，先声药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集团副
总裁

16：15-16：30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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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四：粤港生物医疗创新合作论坛
时间：12 月 1 日 14:30-17:40
地点：利和希尔顿酒店宴会厅
主题：湾区技术协同发展-成果转化

时间

日程

14:00-14:05

开场（主持人介绍领导和嘉宾）
主持人：中山电视台主持骐玮

14:05-14:15

中山市领导致辞

14:15-14:25

港方代表致辞
嘉宾：香港浸会大学校领导
主题演讲一：高校合作

14:25-14:45

主题演讲：广药大-港大创新平台介绍
嘉宾：香港大学技术转移处处长 余梓山

14:45-15:05

主题演讲：香港浸会大学科技发明成果介绍
嘉宾：香港浸会大学技术转移处处长 陈庆忠
主题演讲二：政策引导

12
月

15:05-15:20

主题演讲：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人才支持政策介绍
嘉宾：中山市科技局领导

15:25-15:45

主题演讲：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解读
嘉宾：广东省药监局注册处处长 方维

15:45-16:05

主题演讲：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实施经验及案例分享医疗
器械注册人制度解读
嘉宾：迈瑞法规部高层或奥咨达总经理钟志辉

1
日

主题演讲三：孵化体系
16:05-16:25

主题演讲：广东医工协同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嘉宾：广东省人民医院医副院长 李欣（拟）
主题演讲四：金融助力

16:25-16:50

主题演讲：金融助力科技成果在中山转化
嘉宾：中山市金融局

16:50-17: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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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5

签订健康基地-迅翔-浸会大学三方合作框架协议

17:05-17:35

主题沙龙：围绕生物医疗创新成果转化范例，从技术创新、
政策、服务、金融多方位探讨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和模式。
主持人：秦云博士 珠海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投融资总监，
嘉宾 6-8 位。

17:35-17:40

闭幕、合影

分论坛五：粤港澳大湾区职业健康服务高峰论坛
时间：2019 年 12 月 1 日下午 14:30—18:00
地点：中山京华世纪酒店
主题：推动职业健康发展，共建健康大湾区。

时间

日程

14:30-14:35

开场（主持人介绍参会领导和嘉宾）

14:35-14:50

中山市领导致辞

14:50-15:10

主题演讲：我国职业健康服务模式和趋势
嘉宾：孙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所长）

15:10-15:30

主题演讲：香港职业健康服务介绍
嘉宾：梁伟光（香港职业安全卫生协会，理事长）

15:30-15:50

主题演讲：澳门职业健康服务介绍
嘉宾：黄晖明（澳门建筑安全协会，理事长）

15:50-16:10

主题演讲：广东省职业健康现状与未来展望
嘉宾：瞿鸿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

1

16:10-16:30

主题演讲： 职业健康检测服务业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嘉宾：陈新文（广东利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日

16:30-16:40

茶歇

12
月

16:40-17:40

17:40-18:00

访谈：如何在中山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打造服务广东省的职业健
康服务业
主持人：王致博士
嘉宾：
1.孙新
2.梁伟光
3.黄晖明 4.瞿红鹰
5.刘移民 6.刘新霞
闭幕、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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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务信息
（1）酒店信息
酒店：中山市利和希尔顿酒店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中山三路 16 号（0760-88888888）
（2）交通信息
A.珠海机场—中山(大巴)
联系电话：
1. 0760-88616836（地址：西区益华富业百货广场国生车站）
2. 0756-8111333（地址：珠海机场候机楼一楼到达大厅汽车客运站）
始发站
发车时间
终点站
珠海机场
08:20-22:00
中山富业广场
中山富业广场
06:00-19:00
珠海机场
B. 广州白云机场—中山（大巴）
联系电话：
1. 白云机场: (+86)020-96158
2. 中山候机楼：0760-88880777（中山市西区翠峰路 6 号首层）
中山-广州白云机场
始发站
发车时间
终点站
广州白云机
08:20-23:40
中山城市候机
场
楼
中山候机楼
05:00-18:30
广州白云机场

C. 深圳机场—中山
联系电话：
1.深圳机场：0755-88895000
2.中山候机楼：0760-88880777（中山市西区翠峰路 6 号首层）
3.中山港码头：86-0760-85596350（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路 1 号）
4.深圳机场码头：0755-23455300
始发站
发车时间
终点站
深圳机场
09:10-20:30
中山候机楼
中山候机楼
06:00-17:30
深圳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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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港码头 07:30 9:20 11:30 14:00 15:30 18:00 20:00 深圳机场码头
深圳机场
码头

08:00 09:30 12:00 13:30 16:00 17：30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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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港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