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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通知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四川省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林业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承办： 

四川省人民政府   

协办：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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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 

由科技部、四川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委、

农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

林业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以下

简称“大会”），将于 2016 年 10 月 24~25 日在素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

美誉的四川成都召开。 

本届大会是继 2002、2005、2010、2013 年在四川成都成功举办的第

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大会之后的又一届中医药国际盛会。大会

将围绕‚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大健康产业‛这一主题举办主题分会、专题活

动。主题分会设臵了‚政府论坛‛、‚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与应用‛、‚中药

资源可持续发展‛、‚中药质量保障与提升‛、‚中药新药创制与大品种二次

开发‛、‚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等十三个分会。专题活动设臵了“中

医药与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创业活动”等活动。 

大会旨在汇聚国内外各界名流，交流中医药领域研究成果，共谋传统

医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康之大业，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届时世界卫生

组织等有关国际组织官员，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泰国等有关国

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药业代表，以及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两院

院士将出席此次盛会。大会将为参会嘉宾和代表提供国内外传统医药发展

和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最新信息，搭建加强交流、增进了解、开

展合作的平台。 

大会组委会热忱邀请世界各国（地区）政府、国际组织、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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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高校、企业的医药领域官员、学者、企业家、投资家参加此次

中医药盛会。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相约成都，共享盛会。 

 

第五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 

组  委  会 

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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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会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   

 万  钢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王东明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任： 尹  力 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 

 徐南平 科技部副部长 

副主任： 杜占元 教育部副部长 

 刘  捷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冯  飞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李昌平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余欣荣 农业部副部长 

 刘  谦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孙大伟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 

 孙咸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彭有冬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 

 贺  化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张亚平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樊代明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沈  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王志勇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成    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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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吴远彬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 

 罗治平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刘  东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大会学术委员会 

中方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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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 

外方主席： Rudolf Bauer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 

国际传统药物学会主席 

副 主 席： 王永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 

名誉院长、教授 

 石学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院名誉院长、教授 

 李大鹏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康莱特药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教授 

 刘昌孝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药物研究院 

名誉院长、研究员 

 苏国辉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 

 吴以岭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

研究院院长、教授 

 黄璐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 

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魏于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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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振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王军志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院长 

 马跃荣 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刘保延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大数据中心主任、

教授 

 陈士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世界卫

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研究员 

 高秀梅 天津中医药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代中药协

同创新中心主任 

 梁繁荣 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 

 彭  成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 

 马烈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会长、

教授 

 陆  华 四川省中医院院长、研究员 

 曾  明 西南民族大学校长、教授 

 赵军宁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Diana Paun 罗马尼亚总统府公共卫生事务顾问 

Bruce Hendry 英国国王学院教授 

Bruce Milthorpse  悉尼科技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教授 

Frederick Valeriote 美国亨利福特医院约瑟夫福特癌症研究中

心、教授 

Gerd Ohmstede 德国传统针灸中医学会主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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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xing Lao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教授 

Marjorie A.Speers 美国人体研究保护项目认证协会前主席 

 袴塚高志 日本厚生労働省国立医薬品食品衛生研

究所生薬部部长 

 T.~C.He 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主任、教授 

 王一涛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院长、教授 

 王宁利 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同仁医院党委书记、教授 

 谢邦昌 台北医学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金  明 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 

中日友好医院教授 

 段俊国 成都中医药大学眼科学院/附属眼科医院

院长、书记、教授 

Ronald Danis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眼底读片中心教授 

秘书长： 黄璐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 

常务副院长 

 彭  成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 

委  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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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总体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10 月 23 日（星期日） 报到注册（8:30~22:30） 

10 月 24 日（星期一） 

8:30~12:00 

主题分会 

 

15:00~16:30 

开幕式 

16:40~18:00 

大会报告 

10 月 25 日（星期二） 

8:30~12:00 

主题分会 

专题活动 

       13:30~15:30 

主题分会、专题活动 

16:00~18:00 

闭幕式 

工作语言：中文和英文为本次大会的工作语言，开幕式、闭幕式、大会报告

和政府论坛（一分会）将安排同声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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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会日程 
 

时间 内容 地点 

10 月

23 日

周日 

8:30~ 

22:30 
注册、报到 

大会指定报到宾馆

“代表注册台” 

13:30~ 

18:00 
专题活动三 

中医药高等教育六十年发展论坛暨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第十三届

中医药高等教育校长论坛 

费尔顿凯莱大酒店 

10 月

24 日

周一

上午 

 

8:30~ 

12:00 
分会活动 

分会一  政府论坛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分会二  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与应

用 
金河宾馆 

分会三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 费尔顿凯莱大酒店 

分会四  中药质量保障与提升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分会五  中药新药创制与大品种二

次开发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分会六  针灸理论传承与疗效提高 费尔顿凯莱大酒店 

分会七  中医药创新发展中的伦理

审查与临床评价 
大成宾馆 

分会八  中医药养生健康服务业发

展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分会九  互联网与中医药大数据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分会十  民族医药特色传承与创新

发展 
成都空港大酒店 

分会十一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临

床研究国际化协作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分会十二  中医眼科创新与发展 新华宾馆 

分会十三  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

展 
天使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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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地点 

10

月

24

日

周

一

下

午 

15:00~ 

16:00 
开幕式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16:00~ 

16:10 
休息 

16:10~ 

18:00 
大会报告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10

月

25

日

周

二 

 

 

 

 

 

 

 

 

 

 

10

月

25

日

8:30~ 

15:30 
分会活动 

分会一 政府论坛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分会二 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与应用 金河宾馆 

分会三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 费尔顿凯莱大酒店 

分会四 中药质量保障与提升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分会五 中药新药创制与大品种二次

开发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分会六 针灸理论传承与疗效提高 费尔顿凯莱大酒店 

分会七 中医药创新发展中的伦理审

查与临床评价 
大成宾馆 

分会八 中医药养生健康服务业发展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分会九  互联网与中医药大数据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分会十 民族医药特色传承与创新发

展 
成都空港大酒店 

分会十一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临床

研究国际化协作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分会十二 中医眼科创新与发展 新华宾馆 

分会十三 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 天使宾馆 

8:30~ 

15:00 

专

题

活

中药现代

化 20 年和

“十三五”

中国中药现代化 20 年发布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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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二 

动

一 

中医药科

技创新专

项规划发

布 

“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发

布 

中医药与

生物医药

大健康产

业科技创

新创业活

动签约与

路演 

生物医药及现代中药科技创新项目发

布 

中医药与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项目现

场签约 

5 个典型性案例报告 

黄金 100 秒项目发布 

创客+医药产业创新创业项目路演 

金融专家点评项目 

参会嘉宾交流互动 

8:30~ 

18:00 
专题活动二 中国中药现代化 20 年重大成就展示 三楼、五楼公共区域 

16:00~ 

18:00 
闭幕式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备注：各分会具体活动安排详见分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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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题分会 

分会一  政府论坛 

内    容：1、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与‚一带一路‛；2、中医药

国际标准体系构建；3、中药国际注册法规协调。 

主    席：徐南平  科技部副部长 

          孙咸泽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 

          于文明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刘  捷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张  奇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药部主任 

承办单位：科技部社发司、国合司、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科标司、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合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会议地点：成都高新区世纪城路 208 号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洲际宴

会厅 

日程安排： 

 

日

期 

时间 政府论坛 

 

主持人 

 

 

 

 

 

 

 

 

 

8:45~9:00 

论坛开幕式 

1.通过论坛三个分议题会议的中外方主席（主持

人）推荐名单 

2.通过论坛三个分议题会议的报告议程安排 

3.四川省副省长刘捷先生致辞 

 

科技部 

社会发展

科技司领

导 

第一单元  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与一带一路（9:00~12:00） 

（每个报告后有 3-5min 提问讨论时间） 

Keynote  

speech 

9:00~9:45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领导  

报告题目或内容（待定） 

中方： 

中国工程

院院士、

中国中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合司司长王笑频 

《„一带一路‟中医药国际合作纲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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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 

上 

午 

WHO 传统医药部主任张奇   

建议题目《TCM ＆ TM 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发

展路径》 

科学院常

务副院长

黄璐琦 

 

 

外方： 

WHO 传统

医药部主

任张奇 

 

 

Exchange 

speech 

9:45~10:35 

 

美国药典委员会膳食补充剂与草药副总裁

Gabriel Giancaspro      

报告题目或内容（待定） 

印度传统药物管理局局长 Anil Ganeriwala    

建议题目《印度传统医药与中医药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 

新加坡卫生部传统补充医学和社区护理部主任

吴汉城 

建议题目《TCM 作为传统补充医药在新加坡的

发展》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顾

问吕红 

《“一带一路”策略下以澳门为桥梁推动传统医药文

化交流》 

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刘东 

《科技创新驱动与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

（暂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田兴军 

报告题目或内容（待定） 

         10:35~10:45 休息 

Panel 

discussion 

＆

comments 

10:45~12:00 集中讨论，主持人点评小节 

10 

月 

24 

日 

晚 

上 

19:00~21:00 

ISO/TC249 Workshop(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五

楼新都厅)。议题：①中药颗粒剂国际标准探

讨；②传统使用（traditional use）在中药安全性

和有效性证据体构建中的作用。 

1、上海市

药材有限

公司总经

理陈军力 

2、香港浸

会大学教

授吕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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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上 

午 

 

第二单元  中医药国际标准体系构建（9:00~12:00） 

（每个报告后有 3-5min 提问讨论时间） 

Keynote  

speech 

9:00~9:45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   

建议题目《推进国家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

中成药生产的技术规范与标准》 

中方： 

中国科学

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

教授、中

药现代化

研究中心

主任果德

安 

   

 

 

外方： 

ISO/TC249

主 席

DAVID 

GRAHAM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 中 医 药 技 术 委 员 会

（ISO/TC249）副主席沈远东    

《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现状分析与发展战略思

考》 

美国草药典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Roy Upton 

《美国草药典标准与中药准入》 

Exchange 

speech 

9:45~10:45 

 

深圳市卫计委副巡视员廖利平     

《<中药编码规则及编码>案例实践与 TCM

（GB/ISO）》 

澳大利亚针灸中医协会前任首席执行官朱迪 

《 The Development of TCM Standards in 

Australia》 

《澳大利亚中医药标准的发展》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学院院长吕爱平    

《中医临床实践标准思考》 

南非标准局 Amanda Gcabashe           

《发展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对非洲传统医药标准

发展的鼓舞》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领导 

《TCM 的立法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新动

向》 

香港医院管理局中医部主管谢达之 

中医药现代化、标准化及国际化-香港经验 

         10:45~10:55 休息 

Panel 

discussion 

＆

comments 

10:55~12:00 集中讨论，主持人点评小节 

 第三单元  中药国际注册法规协调（13: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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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下 

午 

（每个报告后有 3-5min 提问讨论时间） 

Keynote  

speech 
13:00~13:30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化注册司中药民族药

处处长王海南  

《中药注册管理的变革与中药创新》  

 

中方： 

国家食品

药品监管

总局科标

司领导   

 

 

 

外方： 

欧洲药监

局草药司

专家委员

会 主 席

Werner 

Knoss 

 

欧洲药监局草药司专家委员会主席 Werner 

Knoss 

《传统药的国际化—欧洲对传统中药的监管框

架》 

 

Exchange 

speech 

13:30~14:30 

 

中国药典委  

《关于<中国药典>2020 年版编制设想》  

德国药典生物学部主席 Gerhard Franz 将就中

药及中药材在欧盟的准入问题作报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唐健元  

《中药技术审评的关注点》 

 美国 FDA 驻华办事处主任古丽   

《美国植物药和膳食补充剂的监管》         

荷兰药监局草药司司长 Emiel van Galen   

建议题目《中药作为植物药在荷兰及欧盟的监

管》   

西 班 牙 欧 洲 中 医 基 金 会 主 席

Ramón Maria Calduch    

《中医药在欧盟的注册与作为食品补充剂》 

         14:30~14:40 休息 

Panel 

discussion 

＆

comments 

 

14:40~15:30 

 

集中讨论，主持人点评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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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二  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与应用 

内    容：1、中医藏象、气血理论及应用研究；2、中医四诊客观化、

规范化与标准化研究；3、中医法则治法与方剂理论及应用

研究；4、中医经典传承与应用研究；5、中药药性理论及

应用研究；6、中医药与现代生物学技术。 

主    席: 吴以岭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 

院长 

 马跃荣 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Gerd Ohmstede 德国传统针灸中医学会（AGTCM）主席 

承办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德国传

统针灸中医学会（AGTCM） 

会议地点：成都金河宾馆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10月24日 

第一单元  主题报告 

8:30~09:10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

长吴以岭 络病学说与创新中药及临床应用（暂定） 

9:10~09:50 
成都中医药大学 马跃荣 教授  固本化瘀通络法调

控糖尿病肾病足细胞自噬异常的研究（暂定） 

9:50~10:30 

Gerd Ohmstede, Chairman of AGTCM, Networking as 

growth principle of TCM. The TCM Kongress 

Rothenburg, Germany as an example in Europe 

10:30~11:10 

Claude Diolosa, Chairman of Avicenna TCM Academy, 

Italy, Mental disorders~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TCM 

11:10~11:50 
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 耿福能 总裁  动物类中药

药性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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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 

第二单元  中医藏象、气血理论及应用研究 

中医四诊客观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研究 

13:30~14:00 
成都中医药大学 沈涛 教授 中医药理论框架体系

研究 

14:00~14:30 
山西中医药大学 周然 教授  关于中西医结合回顾

与思考 

14:30~15:00 
香港大学 陈建平 教授 乳腺癌变的中医学认识以及

治疗启示 

15:00~15:30 
Tawat Buranatawonsom, Health Ministry of Thail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ailand 

15:30~16:00 
Yan Li, Prof.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Hepatopath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USA 

16:00~16:30 
Yi Wang, Prof. Canada Chilliwack Acupuncture Cent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anada 

16:30~17:00 

Guo~hui Liu, Prof. Orego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and spreading of TCM 

classics in USA 

17:00~17:30 
成都体育学院  蓝肇熙  教授  《黄帝内经》对世界

医学未来的影响 

 

 

 

 

10月25日 

第三单元  中医治则治法与方剂理论及应用研究 

中药药性理论研究 

8:30~08:50 
天津中医药大学 边育红  教授  中医“肾藏精”理论

在干细胞研究中的应用 

8:50~09:10 
广州中医药大学 宋健平 教授  中医治未病理论与

青蒿制剂防治疟疾的科摩罗模式探索 

9:10~09:30 

Birgit Ziegler AGTCM，Proton pump blockers: their 

effects, side effects according to CM and their 

replacement by Chinese herbs 

9:30~09:50 
成都中医药大学 高永翔 教授  温病卫气营血不同

阶段免疫应答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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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10:10 
成都中医药大学 杨宇 教授   透邪通络法对肝纤

维化大鼠模型影响的分子机制研究 

10:10~10:30 
Andreas Noll, Clinic for TCM Munich~Berlin, 

Constructing a database for TCM infertility treatment 

10:30~10:50 
成都中医药大学 贾波 教授   方剂用法在临床疗

效中的权重 

10:50~11:10 
成都中医药大学 张琦 教授   温阳消饮法对胸腔

积液模型大鼠肾肠组织基因表达的影响 

11:10~11:30 
成都中医药大学 冯全生 教授  重大传染病证侯生

物学研究与展望 

10月25日 

第四单元  中医药与现代生物学技术 

13:30~13:50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孙晓波  研究员  

中药网络药理学研究 

13:50~14:10 四川大学  邹方东  教授  美洲大蠊抗辐射研究 

14:10~14:30 
Michael Weber, AGTCM, The use of laser acupunc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4:30~14:50 
浙江大学  高建青  教授 中药动物药现代制剂研

究 

14:50~15:10 
Tom Verhaeghe, ETCMA, Acupuncture: from 

protoscience to science (221BC~2015) 

15:10~15:30 
温州医科大学  梁广 教授  康复新液治疗脓毒血

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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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三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 

内    容：1.中药资源普查与资源动态监测；2.道地药材与多维评价； 

3.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精准扶贫。 

名誉主席：王永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 

名誉院长、教授 

主    席：刘昌孝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药物研究院名誉院长 

黄璐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彭  成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 

Bruce Milthorpse   悉尼科技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教授 

承办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成都中医药大学、世界中

医药联合会道地药材多维评价专业委员会 

会议地点：成都市温江区文化路 111 号费尔顿凯莱大酒店  

日程安排： 

 

日

期 
时间 主要内容 主持人 

10

月

24

日 

第一单元  系统中药与道地药材多维评价 

9:00~9:20 

中国工程院 刘昌孝院士   

中药质量标志物(Q~Marker):中药产品质量控制

的新概念 

刘昌孝 

Bruce 

Milthorpe 

9:20~9:40 

悉尼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Bruce Milthorpe 教授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ies for monitoring 

herbal crops 

9:40~10:00 

英国伦敦学院 徐启河教授   

The quest for modernis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global view from Europe 

10:00~10:20 
成都中医药大学 彭成研究员   

系统中药与多维评价 

10:20~10:4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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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00 
香港浸会大学 赵中振教授  

报告题目或内容待定 

彭成 

Yenchit 

Techadamr

ongsin 

11:00~11:20 
伦敦大学药学院 Michael Heinrich 教授   

报告题目或内容待定 

11:20~11:40 

香港大学 沈剑刚教授   

Oxidative Stress and Antioxidant: 

What We Should Do for Brain Damage and Brain 

Repair and Implication  for Chinese Medicine in 

Stroke Treatment 

11:40~12:00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UK, 陈金泉

教授   

报告题目或内容待定 

12:00~12:2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程永现研究员   

寻找中药抗慢性肾病的分子证据 

第二单元  凌一揆学术思想传承与创新 

14:00~14:20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万德光教授 

中药品质理论 

赵中振 

张陆勇 

 

14:20~14:40 

杭州师范大学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中心 谢恬

教授   

基于凌一揆老师系统中药学及中西医药结合分

子配伍理论研发现代中药 

14:40~15:00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杜力军教授   

药物作用的表象与机制：以小檗碱为例 

15:00~15:20 
成都中医药大学 王建教授 

传承凌一揆思想助推中医药学术发展 

15:20~15:40 
成都中医药大学 傅超美教授 

中药制剂“毒与效”的整合分析 

15:40~16:00 休息 

16:00~18:00 国家理科中药学基础基地人才培养创新论坛 
谢恬 

杜力军 

 第三单元  中药资源普查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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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8:30~8:50 

中国中医科学院 黄璐琦院士   

高分辨卫星支持下的道地药材调优栽培研究及

应用示范 

黄璐琦 

Michael 

Heinrich 

8:50~9:10 

泰国 Huachiew TCM Hospital,  Yenchit 

Techadamrongsin 教授   

Researching experiences of geo~authentic drugs in 

Thailand 

9:10~9:30 

欧洲药典委员会中药委员会 Gerhard Franz 教

授  

欧洲药典中药质量标准技术要求 

9:30~9:50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 Rudolf Bauer 教授  

草药标准中的新技术方法 

9:50~10:10 
南方医科大学 余林中 

报告题目或内容待定 

10:10~10:30 休息 

10:30~10:50 
澳门大学 王一涛教授   

中药质量：关键环节与创新发展 

段金廒 

Gerhard 

Franz 

 

10:50~11:10 

泰医卫生部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 Vichai Chokevivat 

教授  

报告题目或内容待定  

11:10~11:3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2 医院 肖小河研究员   

中药现代化新坐标：精准创制，精准质控，精

准用药 

11:30~11:50 
中国医药大学（中国台湾） 张永熏教授   

报告题目或内容待定 

11:50~12:10 
香港中文大学 邵鹏柱教授   

报告题目或内容待定 

第四单元  中药资源利用与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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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3:50 
南京中医药大学 段金廒教授   

中药资源循环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肖小河 

Rudolf  

Bauer 

13:50~14:10 
广西民族大学 朱华教授   

壮瑶药发展的关键技术研究 

14:10~14:30 
香港大学 陈建萍博士 

话说鸡血藤 

14:30~14:50 
广西药用植物园 缪剑华研究员   

科学药用植物园的功能定位 

14:50~15:10 
北京师范大学 孟繁蕴教授 

报告题目或内容待定 

15:10~15:30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魏建和研究员   

中药农业现代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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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四  中药质量保障与提升 

内    容：1.中药质量检测分析方法及技术；2.中药质量标准及提升； 

3.中药安全性及品质溯源。 

主    席：陈士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世界卫生组织

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 

袴塚高志 日本厚生労働省国立医薬品食品衛生研究所生

薬部部长 

王一涛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院长 

承办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澳门大学、四川省中医药科

学院 

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路 208 号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三楼 

蜀汉厅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10 月 24 日 

第一单元  内容 

8:30~8:50 

陈士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   

中药质量保障策略 

8:50~9:10 

Gabriel  美国药典委员会副总裁    

报告题目或内容待定 

9:10~9:30 

袴塚高志  日本厚生労働省国立医薬品食品衛生研

究所生薬部部长 Systems for Quality Assurance of 

Kampo Medicines in Japan 

9:30~9:50 

Gerhard Franz  欧洲药典委员会中药专家组主席   

欧洲药典中药质量标准技术要求 

9:50~10:10 
王一涛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院长    

中药质量：关键环节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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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30 
Rudolf Bauer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国际传统药物

学会会长  草药标准中的新技术方法 

10:50~11:10 

赵军宁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院长   

微毒测试技术（microtox assay）用于中药注射剂质量

控制:原理与应用 

11:10~11:30 
Iklas Khan 美国国家天然产物研究中心副主任，密

西西比大学教授  植物药标准的安全性问题 

11:30~11:50 
钱忠直 国家药典委员会首席专家  道地中药材质量

与第三方评价 

10 月 25 日 

第二单元  内容 

9:00~9:20 
罗国安  清华大学教授   

精准医学对中药质量体系的启示 

9:20~9:40 
屠鹏飞  北京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药材质量标准与分析 

9:40~10:00 
刘友平  成都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处长    

中药陈药陈化机制与品质保障——以陈皮为例 

10:00~10:20 
果德安 上海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检测认证与中药国际化 

10:20~10:40 

邱峰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执行院长  

从中药化学的角度探讨多基源中药材的质量控制问

题 

11:00~11:20 
杨大坚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院长   

不同品种雷公藤类药材的品质等同性研究 

11:20~11:40 

伍丕娥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主任中药师，国

家药典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中药材（藏药材）质量标准及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制修订工作简介 

 11:40~12:00 
成金乐  国家中医管理局破壁饮片研究重点研究室 

破壁饮片质量追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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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五  中药新药创制与大品种二次开发 

内    容：1.中药新药创制的新思路、新策略与研发方向；2.新技术

在中药新药研发中的应用；3.中药新药研发中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4.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技术及评价体系；5.中

药新药创制及产业化；6.经典名方的开发。 

主   席： 高秀梅 天津中医药大学常务副校长 

天津现代中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赵军宁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Frederick Valeriote 美国亨利福特医院 

约瑟夫福特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承办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路 208 号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三楼 

蜀锦厅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  容 

10月 24日 

第一单元    

9:00~9:20 
报告人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王海南处长 

（待定） 

9:20~9:40 
报告人  美国 FDA 药物评审与研究中心植物药审核

小组  窦金辉教授  （待定） 

9:40~10:00 

报告人  Diapharm 产品开发部主管、公司合伙人

Rainer Kolkmann：“How to successfully register TCM 

products in Europe:  Full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or 

Registration as Traditional Herbal Product” 

10:00~10:20 
报告人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赵军宁研究员：姜黄

大品种全产业链系统研究与开发 

10:20~10:40 休息 

10:40~11:00 
报告人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唐健元研究员 （待定） 

http://baike.baidu.com/view/237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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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20 
报告人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欧洲药典委员会委员会

王梅：《系统生物学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 

11:20~11:40 报告人  中国药科大学  李萍教授 

11:40~12:00 待定 

10月 25日 

第二单元    

9:00~9:20 报告人  北京大学药学院  屠鹏飞教授 

9:20~9:40 报告人  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  覃刚健教授 

9:40~10:00 
报告人  第二军医大学张卫东教授：中药方剂的转化

研究 

10:00~10:20 
报告人  浙江大学药学院王毅教授：《基于系统工程

的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及研究实例》 

10:20~10:40 休息 

10:40~11:00 报告人  中国药科大学  余伯阳教授 

11:00~11:20 

报告人  美国亨利福特医院约瑟夫福特癌症研究中

心 Subhash C. Gautam: Role of Akt/NF~кB/mTOR 

signaling pathway in mediating the anticancer activity 

of natural compounds in pancreatic cancer 

11:20~11:40 报告人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刘雳总工 

11:40~12:00 待定 

第三单元   

13:30~13:50 
报告人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所  

杜冠华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3:50~14:10 报告人  天津中医药大学  高秀梅教授、常务副校长 

14:10~14:30 

美国亨利福特医院约瑟夫福特癌症研究中心  

Frederick Valeriote 教授：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Anticancer Agents from Natural Products 

14:30~14:50 报告人  天津中医药大学  朱炎教授 

14:50~15:10 报告人  山西大学  秦雪梅教授 

15:10~15:30 
报告人  成都普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夏柯副

总经理：分离纯化技术对中药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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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六  针灸理论传承与疗效提高 

内    容：1.针灸理论传承与发展；2.针灸经穴效应研究；3.针灸康

复临床研究与循证评价；4.针灸诊疗仪器设备研发；5.针

灸成果转化与产业化；6.针灸现代化发展与协同创新；7.

针灸国际交流与合作。 

主    席： 石学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名誉院长 

 梁繁荣 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 

   Lixing Lao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教授 

承办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 

会议地点：成都市温江区文化路 111 号费尔顿凯莱大酒店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主要内容 地点 

10 月 24 日

上午 

8:30~10:00 
分会开幕式暨成都中医药大学针

灸推拿学院建院 30 周年纪念活动 

温江费尔顿凯

莱酒店会议厅 

10:00~11:00 

分会开幕式特约报告一:石学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天

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院名誉院

长、教授——题目待定 

分会开幕式特约报告二:梁繁荣  

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

成都老官山出土文物中医外治法

研究 

11:00~12:00 杰出院友与青年学子交流 

8:30~12:00 “感触针灸”科普展 

14:00~17:30 
“针灸推拿服务人民健康”大型义

诊活动 
汪家拐校区 

 8:30~8:50 Lixing Lao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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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上午 

院长、教授——针灸的循证医学进

展 

 

 

 

 

 

 

 

 

 

 

温江费尔顿凯

莱酒店会议厅 

8:50~9:10 
朱  兵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

员——待定 

9:10~9:30 

Jian Kong  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

院精神科教授 ——Acupuncture, 

placebo and their interaction: 

findings from healthy subjects and 

chronic pain patients 

9:30~9:50 

吴焕淦  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

常务副所长、教授——针灸对克

罗恩病自噬免疫的调节及脑神经

响应特征研究 

9:50~10:10 

Christopher Zaslawski  悉尼科技

大学中医药系生命科学学院主

任、教授 

——The Tennis Elbow 

Acupuncture~International 

Study~China, Hong Kong, 

Australia, Italy (TEA~IS~CHAI):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10:10~10:30 

许能贵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

长、教授——针刺对吞咽功能障

碍作用机制的研究 

10:30~10:50 休息 

10:50~11:10 

Josef Hummelsberger 德国国际中

医协会副会长、教授——Overiew 

over current Acupuncture research 

in western countries 

温江费尔顿凯

莱酒店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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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30 

Hongguang Dong 瑞士日内瓦大学

医院教授——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stress : a  epigenetic contribution 

11:30~11:50 

吴滨江 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医学院

院长、教授——针刺手法学派及

传承之研究 

11:50~12:10 

陈德成 美国纽约执照中医师联合

会会长、教授——动筋针法治疗

软组织损伤 

12:10~12:30 
郝吉顺  美国神经针灸研究院院

长、教授——头针治疗脑瘫 

10 月 25 日 

下午 

14:00~15:10 会议交流 
温江费尔顿凯

莱酒店会议厅 

15:10~15:30 分会闭幕式 
温江费尔顿凯

莱酒店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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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七  中医药创新发展中的伦理审查与临床评价 

内    容：1.中医药研究伦理审查的特色与对策；2.中医药研究伦理

审查体系建设与认证；3.中医药临床研究中的受试者保护

与伦理审查；4.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及方法学；5.中医药

临床协同创新与转化医学；6.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临床评

价。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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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单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伦理审查委员会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院、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四川中医药区域伦

理审查委员会 

会议地点：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 72 号大成宾馆 

日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0月23日 19:00~21:00 世界中联临床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第二届换届预备会 

 

 

 

 

 

 

10月24日 

（上午） 

第一单元  真实世界临床研究 

主持人：胡镜清、熊宁宁 

8:30~8:50 
中国中医科学院 刘保延首席研究员 

真实世界临床研究的方法与理念 

8:50~9:10 
香港中文大学 唐金陵教授 

（待定） 

9:10~9:30 
香港浸会大学 卞兆祥协理副校长  

中医药临床研究报告的质量，现状与展望 

9:30~9:5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李昱副司长 

规范中医药研究伦理审查，提升科研管理和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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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10:10 
美国斯坦福大学 陆盈教授 

适应性设计和中医药临床研究 

10:10~10:30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 姚晨教授 

实效性研究的设计与方法 

10:30~10:50 
江苏省中医院 熊宁宁教授 

研究风险与受益的伦理审查要点 

10:50~11:1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徐春波副秘书长 

中医药研究伦理审查体系建设与认证 

11:10~11:30 
天津中医药大学 张金钟教授 

中医药伦理原则及特点研究 

11:30~12:00 

Panel 专家讨论： 

主持人：何丽云博士 

特邀专家：王家良、王吉耀、 宋柏林、李昱 

12:00~14:00 午餐 

 

 

 

 

10月25日 

（全天） 

主持人：刘保延、胡镜清 

8:30~8:4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换届大

会开幕式 

8:40~9:00 中医疗效评价进展报告 刘保延首席研究员 

第二单元  辨证论治临床评价方法研究 

主持人：张连文、刘平 

9:00~9:20 

中山大学 方积乾教授 

Hospital~Based Cohort Study ~~ the Home Advantage for 

Medical Professionals 

9:20~9:40 
中国人民大学 易丹辉教授   

综合评价的联合模型 

9:40~10:00 
中华医学会 照日格图教授 

中医药相关研究的国际发表新进展 

10:00~10:20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所所长 胡镜清 

未来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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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40 

Panel 专家讨论： 

主持人：刘佳博士    

特邀专家：温泽淮、郭秀华、王映辉、王思成 

第三单元：中药新药不同分类的临床研究 

主持人：胡思源、李国信 

10:40~11:00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化注册司 王海南处长 

中药新药研发的注册需求分析 

11:00~11:20 
东直门医院  孙塑伦教授        

经典名方研发思路探讨 

11:20~11:40 
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所 何丽云教授 

中药新药研发与注册管理思路的专家访谈研究 

11:40~12:0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吴圣贤教授 

真实世界研究方法在中药临床评价的应用 

12:00~12:20 

Panel 专家讨论： 

主持人：雒琳博士 

特邀专家：任天行、刘文娜、高云 

12:20~13:00 午餐 

第四单元：伦理审查专题 

主持人：徐春波、宋柏林 

13:30~13:50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段俊国院长 

中医药临床知情同意的特点和方式 

13:50~14:10 
中国中医科学院  谢琪处长 

大数据背景下医学数据共享的伦理学问题 

14:10~14:30 
浙江省中医院 曹毅书记 

中医药临床研究方案设计的伦理选择 

14:30~14:50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高蕊主任 

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跟踪审查的要点和关键环节 

14:50~15:10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乔洁博士 

中医药经验证据的认识和评估 

15:10~15:3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陈晓云主任 

政府对伦理委员会监督管理的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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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八  中医药养生健康服务业发展 

内    容：1、中医药健康服务技术；2、中医药健康服务模式；3、

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环境；4、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及

案例分享；5、中医临床研究（中医治未病、急症，糖尿

病、糖尿病基地建设等）；6、亚健康创业机会与产业战略；

7、中医养生文化传播及科普；8、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

的制定与推广；9、中医养生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 

主   席：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 

 马烈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 

会长、教授 

 陆  华 四川省中医院院长、研究员 

Diana Paun 罗马尼亚总统府公共卫生事务顾问 

承办单位：四川省中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 

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路 208 号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青羊厅、蜀风厅 

日程安排： 

会场一：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青羊厅 

日期 时间 内容 

 

 

 

 

 

 

 

 

第一单元 

8:00~8:20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田兴军  题目待定 

8:20~8:50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先  大数据时

代对中医健康服务的要求 

8:50~9:20 
罗马尼亚总统府公共卫生事务顾问Diana Paun 博士罗

马尼亚公共卫生系统改革与强化 

9:20~9:30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陆华教授  题目待定 

9:30~9:40 麻省总医院放疗科主任杰.洛弗勒博士  题目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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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 

9:40~9:50 

皇家澳洲新西兰肿瘤学院成员（FRANZCR） ,MBA

皇家阿德莱德医院放射肿瘤科执行主任，爱伦沃克癌

症中心客座放射肿瘤医生 Michael Penniment 教授  

题目待定 

9:50~10:00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英国肾脏病学会主席 Bruce Hendry 教授  题目待定 

10:10~10:20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余曙光教授  题目待定 

10:20~10:30 
法国巴黎巴黎西区医院心血管科 Laure Revault 

d‟Allonnes 教授  题目待定 

10:30~10:40 福建中医药大学校长、陈立典教授  题目待定 

10:40~10:50 
法国巴黎巴黎西区医院上肢科主任法国肩关节研究

院 创建人/主席 François Bruchou 教授  题目待定 

10:50~11:00 
江西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杨明教授  基于中医药理论

的大健康产品的研发设计思路 

11:00~11:10 

德国雷根斯堡大学药学院欧洲药典委员会中药委员会

主席 Gerhard Franz 教授 中医药引入欧洲药典之路 

Introduction of TCM into the European Pharmacopoeia 

11:10~11:20 广东省中医院院长、陈达灿教授  题目待定 

11:20~11:30 

英国剑桥大学中医药药理与血管再生实验室主任 

中医药规范研究学会候任会长/前秘书长Tai~Ping Fan 

教授  题目待定 

11:30~11:40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一医院院长、关雪峰教授   

题目待定 

11:40~11:50 
泰 国 佛 统 医 院 中 西 医 结 合 科 主 任  SanSern 

SiRiPongDee 博士 题目待定 

11:50~12:00 
上海中医健康服务协同创新中心综合事务部主任张

磊  题目待定 

第二单元 

19:00~19:10 
德国希利玛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 Fritz Friedl 博士  

中西医结合在德国医院的建立与实施 

19:10~19:20 
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陈涤平教授 

治未病与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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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30 
法国阿维森纳中医学院院长 Claude Dialosa 教授  

题目待定 

19:30~19:40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热敏灸医院院长陈日新   

我的穴位我做主 

19:40~19:50 
奥地利格拉茨医科大学/中医药规范研究学会创会、国

际民族药理学会主席 Rudolf Bauer 教授 题目待定 

19:50~20:00 上海交通大学鲍勇  社区医学与健康管理 

20:00~20:10 

英国伦敦南岸大学/中医药规范研究学会现任秘书长

/FP7 GP~TCM 欧盟项目的中药和针灸研究负责人之

一 Nicola Robinson 教授  中医能够融入进西方保健

体系吗？ 

20:10~20:20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陈秋教授   

从“毒”论治糖尿病 

20:20~20:30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西医学中心研究员 

Yumin Cho 博士 题目待定 

20:30~20:40 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匡罗均 题目待定 

20:40~20:50 
以色列 BSS 医疗旅游公司总经理 Izik Sadah 博士  

题目待定 

20:50~21:00 
上海浦东新区卫计郁东海  发展中医健康服务业，推

进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工作 

21:00~21:10 

意大利驻上海总领馆前领事 Leonardo Baroncelli 先生

传统医学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区公共卫生体系中的整

合 

21:10~21:20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孙晓生教授  脾胃养生保健 

21:20~21:30 
黑山卫生部生物医学司司长 

Mira Jovanovski Dasic 博士 题目待定 

21:30~21:40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 

吴节教授  治未病与养生 

21:40~21:50 台北慈济医院中医部主任 陈建霖 医师  题目待定 

21:50~22:00 
上海中医药大学季光   

互联网+中医健康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10月25日 第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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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10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艾儒棣教授  

陈氏八段锦与养生 

9:10~9:20 企业发言(题目待定) 

9:20~9:30 
杭州市中医院院长杨勇   

大数据背景下中医治未病在健康产业中的作用 

9:30~9:40 企业发言(题目待定) 

9:40~9:50 
江苏省中医院书记周惠芳   

补肾助孕方调节生殖轴促进胚胎着床的机制探讨 

9:50~10:00 企业发言(题目待定) 

10:00~10:1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院长房敏 题目待定 

10:10~10:20 企业发言(题目待定) 

10:20~10:30 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产业处处长刘铜华 待定 

10:30~10:40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张发荣教授   

膏方的临床运用经验 

10:40~10:5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齐聪 题目待定 

10:50~11:00 企业发言（待定） 

11:00~11:10 
贵阳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李燕  以肝脾为核心干

预高催乳互血症模型动物卵巢颗粒细胞凋亡机制探索 

11:10~11:20 中华中医药学会流派分会会长胡国华  题目待定 

11:20~11:3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丛慧芳  题目待定 

11:30~11:40 北京市中医院主任金哲 待定 

11:40~11:50 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毛炜 题目待定 

11:50~12:00 企业发言（待定） 

12:00~12:10 
杭州市中医院傅萍教授   

辅助生殖中的中医药应用思考 

12:10~12:20 河北中医学院副院长杜惠兰 题目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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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二：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蜀风厅 

日期 时间 内容 

10 月 24 日 

8:00~8:05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 江永生先生致贺词 

8:05~8:2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会长  

马烈光 教授  养生是中国健康产业之魂 

8:20~8:35 
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陈涤平 教授  

治未病与养生 

8:35~8:50 

德国中医学会副主席，德国《中医学》杂志主编 英

悟德（德） 女士   

中医养生在德国的发展 

8:50~9:05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孙晓生 教授  

健康服务业背景下的养生产业链打造 

9:05~9:20 
《中医杂志》英文版主编 邓孜  教授   

中医养生文化研究 

9:20~9:35 
意大利佛罗伦萨 Osperlaliem 大学 傅宝田（意大利）

教授 中医针灸在意大利的发展前景 

9:35~9:50 中华全方位养生协会会长 黄三德 先生 修德养生 

10:00~10:15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彭锦 研

究员 养生根于传统文化 

10:15~10:30 国际药膳食疗协会会长 侯平 先生 药膳与养生 

10:30~10:45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刘达平 先生 旅游养生的发展 

10:45~11:00 
佰瑞福国际（中国）机构董事长 高鹤 先生  

养生健康产业发展形势 

11:00~11:15 广州扶元堂董事长  王扶松 先生 扶元养生 

11:15~11:30 企业发言   发言人及议题待定 

11:30~12:00 举行“巴蜀名医遗珍”系列丛书出版发行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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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九  互联网与中医药大数据 

内    容：1.移动互联+中医云健康；2.中药+物联网对行业转型升级

的促进；3.中医药大数据管理；4.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经

验交流；5.移动医疗创业案例。 

主   席： 刘保延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大数据中心主任 

 谢邦昌 台北医学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承办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药信息化研究会、 

电子科技大学 

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路 208 号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蜀韵厅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10月 24日 

第一单元 

9:00~9:20 分会开幕仪式，领导讲话 

9:20~9:45 
专家主题发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数据中心副

主任李国正‚移动互联与中医云健康共建共享‛ 

9:45~10:10 

专家主题发言：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信息工程学院

院长温川飙，研究员‚中医药信息化领域的大政方

针与中医药健康服务行业最新动态‛ 

10:10~10:35 专家主题发言：‚互联网+推动医疗服务模式创新‛ 

10:35~11:00 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经验交流 

11:10~12:00 嘉宾高峰论坛 

12:00~13:30 午餐+中医药信息化沙龙讨论 

10月 25日 

9:00~9:25 
专家主题发言：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Andreas Bender

‚数据挖掘在化学生物学和药物研发方向的应用‛ 

9:25~9:50 
专家主题发言：四川省卫生信息中心主任龙虎‚中

药+物联网对行业转型升级的促进‛ 

9:50~10:15 中药信息化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 

10:15~11:15 中药信息化建设技术交流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hactcm.edu.cn%2Finfo%2F1014%2F3953.htm&q=%E4%B8%AD%E8%8D%AF+%E4%BF%A1%E6%81%AF%E5%8C%96++%E8%AE%B2%E5%BA%A7&ts=1472661674&t=c38014d8b6883f6ea57dcd9122fa7d0&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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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2:30 午餐+中医药大数据沙龙讨论 

13:30~13:55 
专家主题发言：电子科技大学邱航‚健康大数据应

用‛ 

13:55~14:20 
专家主题发言： ‚精准医学大数据平台设计与应

用‛ 

14:20~14:45 
专家主题发言： ‚基于大数据、互联网+的信息追

溯体系建设与应用‛ 

14:45~15:10 
专家主题发言 ‚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医疗与网络安

全‛ 

15:10~15:30 中医药与健康大数据管理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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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十  民族医药特色传承与创新发展 

内    容：1.民族医药的政策与法规研究；2.民族医药古籍（经验）

的发掘、整理、保护与传承研究；3.“一带一路”民族地区

特色医药论坛；4.“大数据”下的民族医药研究；5.产学研

相结合下民族医药企业的创新与发展；6.民族医药企业的

国际化发展。 

主   席： 李大鹏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康莱特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曾  明 西南民族大学校长、教授 

 T.~C.He 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主任、教授 

承办单位：西南民族大学、中国民族医药协会 

支持单位：好医生药业集团 

会议地点：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北二路 1 号  成都空港大酒店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10月 24日 

第一单元  分会开幕式及民族医药的传承与保护 

9:00~10:30 

国家民委领导致辞 

西南民族大学领导致辞并宣布分会开幕 

中国民族医药协会领导致辞 

李大鹏（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康莱药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 中国梦~中药梦 

T.C.,He（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主任、教授）：

Mictobiota and Chinese Medicine 

David Lee（美国哈佛大学医学中心教授）：The 

Scientific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ing Human Disease 

休息 

 韩立炜（国家自然基金委处长、教授）：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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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00 

蔡少青（北京大学医学部·富山医科药科大学药用资源

研究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教授）：传统药物“显效理

论”与传统药物研究新观念 

罗国安（清华大学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精准医学与民族医药 

钟国跃（中国药典委员会民族药物分委会主任，教

授）：民族药发展现状及民族医药产业发展路径 

10月 25日 

第二单元   “大数据”下的民族医药研究 

9:00~10:30 

刘建勋（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实验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中药及民族药的创新研究与实践 

裴盛基（中国民族植物学会（筹）主席、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一带一路民族药交流与应用

展望 

巴根那（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蒙医药高

等教育现状与展望 

钟鸣（广西中医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壮医药适

宜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休息 

10:30~12:00 

崔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院

长、教授）：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发展概况 

刘吉开（中南民族大学药学院院长、教授）：待定 

热娜.卡斯木（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教授）：维

吾尔药抗胃癌物质基础研究 

顾健（西南民族大学药学院副院长，教授）：藏药的

现代研究与二次开发 

第三单元  产学研结合下民族医药的创新与发展 

 

 

13:30~15:00 

艾措千（青海金诃藏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待定 

佘广耀(内蒙古天奇药业集团总经理)：蒙医药的发展

与产业化（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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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药学部主任、教授）：

从供给侧改革看中药、民族药创新与新药创制 

土登彭措(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一带一路”古代藏药

商道研究 

李顺祥（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中药资源综

合利用与持续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休息 

15:00~15:30 

王炜（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神奇的土家药

物 

邓都（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待定 

李羿（成都医学院药学院教授）：试论藏药的品质评

价 

分会闭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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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十一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临床研究国际化协作 

内    容：1.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疾病研究思路；2.国家中医临床研

究基地建设进展及研究成果展示；3.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

疾病管理模式及研究模式探讨；4.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疾

病临床研究。 

主    席： 李振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魏于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教授 

Bruce Hendry 英国国王学院教授 

承办单位：四川省中医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基地办、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路 208 号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锦江厅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10 月

24 日 

第一单元 

8:30~8:50 致辞 

8:50~9:5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李振吉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国际合作研究 

9:50~10:50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  魏于全  

（题目待定） 

10:50~11:00 休息 

11:00~12:00 
英国国王学院教授   Bruce Hendry 

（题目待定） 

 

 

 

 

 

第二单元 

8:30~8:55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  曹洪欣  

（题目待定） 

8:55~9:20 
中华中医药学会教授  孙塑伦  

（国家医学临床研究中心（中医类）申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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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9:20~9:45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蓝辉耀 

 [组织纤维化的机制与治疗进展—从阴阳道分子信号传

导的平衡] 

9:40~10:05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博士  徐启河  

[用科学方法研究传统，以传统医药解决纤维化] 

10:05~10:30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卞兆祥 

[构建中医药出版的优良规范] 

10:30~10:40 休息 

第三单元   基地建设经验交流 

10:40~10:50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50~11:00 吉林省中医院 

11:00~11:10 山东省中医院 

11:10~11:20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1:20~11:30 安徽省中医院 

11:30~11:40 广东省中医院 

11:40~11:50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50~12:00 湖北省中医院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10 江苏省中医院 

13:10~13:20 浙江省中医院 

13:20~13:30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3:30~13:4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13:40~13:5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13:50~14: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00~14:10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4:10~14:20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14:20~14:30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14:30~14:40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4:40~14:50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14:50~15:00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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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15:10~15:2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15:20~15:3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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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十二  中医眼科创新与发展 

内    容：1.中医眼科理论研究；2.中医眼科学术传承与名老中医经

验整理；3.现代技术与中医眼科现代化；4.中医优势病种

基础与临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视网膜经脉阻塞、开角型青光眼、葡萄膜炎、干眼症等；

5.青少年近视的防控与中医策略；6.中医眼科学教育与人

才培养；7.其他中、西医眼科相关内容。 

主    席： 金  明 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中日友好医院教

授 

 王宁利 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

仁医院党委书记、教授 

 段俊国 成都中医药大学眼科学院/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教授 

 苏国辉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 

Ronald Dannis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眼底读片中心教授 

承办单位：中华中医药学会、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中

医大银海眼科医院 

会议地点：成都青羊区新华大道江汉路 29 号新华宾馆会议中心一会

议厅、雪域厅 

日程安排：  

单元一  中医眼科传承与发展 

地点：新华宾馆会议中心 

日期 时间 内 容 

10 月 23 日 18:00~20:00 分会开幕式 

 

 

10 月 24 日 

分会主题报告 

8:30~8:50 中医眼科现状与展望 

8:50~9:10 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中西医眼科融合创新 

9:10~9:30 从青光眼防治看中医眼科的辨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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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9:50 枸杞子与神经保护研究 

9:50~10:10 The Role of Imaging in Opthalmic Clinical Trails 

10:10~10:30 休息 

特约报告 

10:30~10:45 葡萄膜炎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 

10:45~11:00 眼疲劳的实验与临床研究 

11:00~11:15 

ICGA~guided laser photocoagulation of feeder 

vessels of choroidal neovascular membranes in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Indocyanine green 

angiography 

11:15~11:30 
复杂性白内障的临床研究进展及晶状体脱位的术

式选择与评价 

11:30~11:45 葡萄膜炎的诊疗思路与规范 

11:45~12:0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研究热点与难点 

 

单元二  中医药视功能保护基础与临床 

地点：新华宾馆一会议厅 

日期 时间 内 容 

10月 24日 

专题报告 

8:30~9:00 中药舒目片治疗干眼症的临床研究 

9:00~9:30 针刺对眼压控制下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视功能的影响 

9:30~10:00 
银杏叶胶囊对眼压控制青光眼视神经保护作用的随

机双盲安慰建军节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 

10:00~10:20 休息 

交流报告 

10:20~10:40 
银杏叶提取物对大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L~型钙通道

电流影响的实验研究 

10:40~11:00 
中药复方 VIS 对急性高眼压大鼠模型眼球组织病理

形态学的影响 

11:00~11:20 灯盏花提取物对高眼压家猫多焦视网膜电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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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40 
三仁汤联合富马酸依美斯汀滴眼液治疗春季角结膜

炎临床观察 

11:40~12:00 

从青光眼大鼠视网膜 Müller 细胞通过 PLC/PKC 途径

调节的胞外 K+浓度对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凋亡的影响

研究灯盏花的干预调控作用 

专题报告 

14:00~14:30 
耳穴贴压联合近视康口服液对青少年近视进展控制

的临床研究 

14:30~15:00 针灸治疗青少年近视的痛觉评价 

15:00~15:30 
不同光环境对眼球发育的影响及中医“阴阳钟调节

法”干预机制的研究 

15:30~15:50 休息 

交流报告 

15:50~16:10 刮痧配合中医辨证治疗视疲劳 

16:10~16:30 光照环境对视功能及屈光状态的影响 

16:30~16:50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围手术期证候特征及辨证分型研

究 

16:50~17:10 大麻素信号系统调控内层视网膜的神经元突触传递 

 

 

10月 25日 

 

专题报告 

9:00~9:30 
芪明颗粒对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视网膜微血管疗效

观察 

9:30~10:00 
驻景丸加减合五苓散治疗中心性浆液性视网膜病变

疗效观察 

10:00~10:30 眼底图像技术新药评价展望 

10:30~10:50 休息 

交流报告 

10:50~11:10 缺血性脑卒中不同中医证型视网膜血氧饱和度分析 

11:10~11:30 
慢性肾病证素辨证与视网膜血氧饱和度及管径分析

研究 

11:30~11:50 视网膜功能状态与大脑视觉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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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三  眼底病及眼视光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展 

地点：新华宾馆雪域厅 

日期 时间 内 容 

10月 24日 

专题报告 

8:30~9:00 角膜屈光术后视疲劳的预防和处理 

9:00~9:30 LASIK 和 LASEK 治疗高度近视的远期疗效对比 

9:30~10:00 不同矫正方法对屈光参差患者立体视觉的影响 

10:00~10:20 休息 

学术报告 

10:20~10:40 视觉训练对视疲劳患者眼动参数影响的相关性研究 

10:40~11:00 观察不同矫正方式对眼前节及眼轴长度的影响 

11:00~11:20 人眼调节机制的研究 

11:20~11:40 持续电脑阅读对视功能的影响 

11:40~12:00 视觉的形成的奥妙 

专题报告 

14:00~14:30 PVR 的处理策略 

14:30~15:00 糖尿病黄斑水肿治疗模式选择及疗效评价 

15:00~15:30 视网膜血管病变所致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治疗策略 

15:30~15:50 休息 

学术报告 

15:50~16:10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应用进展 

16:10~16:30 CNV 与 PCV 的差异性及治疗策略 

16:30~16:5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严格餐后血糖的监控及其临床意

义 

16:50~17:10 PIC 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探讨 

 

10月 25日 

 

专题报告 

9:00~9:30 青光眼的分子遗传学研究进展 

9:30~10:00 感染性角膜炎的诊断和治疗 

10:00~10:30 干眼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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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50 休息 

学术报告 

10:50~11:10 青光眼粘小管手术 

11:10~11:30 继续病毒性结膜炎的病原体检测 

11:30~11:50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的个性化治疗 

 

 

单元四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眼科青年论坛 

地点：新华宾馆会议中心 

日期 时间 内 容 

10月 25日 

专题报告 

9:00~9:30 中医眼科六经法要心得 

9:30~10:00 四川中医眼科古代流派研究 

10:00~10:30 陈达夫经验传承与思考 

10:30~10:50 休息 

学术报告 

10:50~11:10 庞氏中医眼科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创新 

11:10~11:30 民国年间中医眼科学术发展历史研究 

11:30~11:50 韦氏眼科临床经验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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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十三  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 

内    容： 1.生物医药创新平台建设与共享；2.生物医药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3.生物制药关键技术突破；4.转化医

学与临床研究；5.生物药物与生物治疗法规与监管。 

主    席：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 

 陈志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军志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研究院 

 魏于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教授 

承办单位： 四川大学、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中国生物技术发

展中心、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会议地点： 成都青羊区新华大道江汉路 29 号天使宾馆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10 月 23 日 9:00~21:00 报到，天使宾馆 

 

 

 

 

 

 

10 月 24 日 

（上午） 

第一单元  生物制药关键技术突破 

8:00~8:20 分会开幕式，领导致辞 

8:20~9:00 
第四军医大学  陈志南院士 

题目待定 

9:00~9:30 
同济大学  房健民教授 

新型抗体和抗体药物偶联物 

9:10~9:30 
代谢性疾病的抗体药物 

演讲嘉宾待确定 

9:40~10:00 
四川大学 董飚教授 

基因治疗最新进展及血友病基因治疗 

10:10~10:30 
中美冠科生物  

PDX 模型的建立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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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50 
百奥赛图 总经理 

基因敲除模式小鼠制备技术及应用 

10:50~11:10 
CAR~T 细胞治疗：从血液肿瘤到实体瘤 

演讲嘉宾待确定 

11:10~11:30 
四川大学 陈县城教授 

靶向肿瘤干细胞的免疫治疗 

11:30~11:50 Panel 专家讨论 

10 月 24 日 

（下午） 

14:00~17:00 第五届国际中医药大会开幕式、大会报告 

10 月 25 日 

（全天） 

第二单元  转化医学与临床研究 

8:30~9:00 

温州大学  李校堃教授 

转化医学：中国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药物研发进

展 

9:00~9:20 
肿瘤免疫治疗的生物标志物 

演讲嘉宾待确定 

9:00~9:20 
四川大学 岑小波教授 

生物治疗的药理学/毒理学 

9:20~9:40 
精准医学与生物治疗 

演讲嘉宾待确定 

9:40~10:00 
肿瘤免疫治疗新的临床试验策略  

演讲嘉宾待确定 

第三单元  生物药物与生物治疗法规监管 

10:10~10:30 
中国食品药品食品检定研究院 王军志研究员 

生物药品监管 

10:30~10:50 
中国食品药品食品检定研究院 李玉华研究员 

疫苗的质量控制 

10:50~11:10 
干细胞治疗及其规范化管理 

演讲嘉宾待确定 

11:10~11:30 
长效蛋白质药物的质量控制要点 

演讲嘉宾待确定 

11:30~11:50 
生物类似药物可比性分析和一致性评价 

演讲嘉宾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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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12:10 Panel 专家讨论 

第四单元  生物医药创新平台建设与共享 

13:30~13:50 
药明康德 

演讲嘉宾和题目待确定 

13:50~14:10 
四川大学 魏于全院士 

四川大学生物医药创新平台 

14:10~14:20 演讲嘉宾待确定 

第五单元  生物医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14:20~14:40 
以创新为驱动，促进我国生物医药发展 

演讲嘉宾待确定 

14:40~15:10 
成都国际医药城规划与模式 

演讲嘉宾待确定 

15:10~15:30 生物医药创新的新模式 

演讲嘉宾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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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题活动 

专题一  中医药与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创业活动 

内  容：围绕深入推进中医药与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邀请创新

创业者、企业家、创投机构、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开展科技

创新创业交流、项目对接洽谈。 

承  办：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国家中医

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四川省中医药

管理局 

会议地点：成都高新区世纪城路 208 号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水晶厅 

日程安排： 

日  期 时间 内容 

 
第一单元  中药现代化 20 年和“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 

          规划发布 

10 月 25 日 

8:30~8:40 四川省领导致辞 

8:40~9:00 中国中药现代化 20 年发布 

9:00~9:20 “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发布 

第二单元  大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创业活动之项目签约与路演 

9:35~9:55 生物医药及现代中药科技创新项目发布 

9:55~10:15 中医药与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项目现场签约 

10:15~11:30 5 个典型性案例报告 

13:00~13:20 黄金 100 秒项目发布 

13:20~14:20 创客+医药产业创新创业项目路演 

14:20~14:40 金融专家点评项目 

14:40~15:00 参会嘉宾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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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中国中药现代化 20 年重大成就展示 

内  容：展示中国中药现代化 20 年成就，四川中医药和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成就。  

承  办：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国家中

医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创新联盟、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四

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展示区域：成都高新区世纪城路 208 号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三楼、

五楼公共区域。 

 

 

专题三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第十三届中医药高等教育校长论

坛暨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六十年发展论坛 

内  容：以‚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围绕中医药高

等教育 60 年的发展以及目前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问

题进行研讨 

主  办：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 

承  办：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成都中医药大学 

会议地点：成都市温江区文化路 111号 费尔顿凯莱大酒店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第一单元 

10 月 23 日 

8:30～11:30 全体代表参加成都中医药大学成立 60周年纪念大会 

第二单元 

13:30～13:50 开幕式 

13:50～14:00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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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20 
张伯礼院士主题报告  中医药高等教育 60年的回顾

与展望 

14:20～16:00 校长报告 

16:10～16:30 海外大学校长报告 

16:30～16:50 著名中医药教育专家报告 

16:50～18:10 校长报告 

 



 

 54 

六、征文通知 

1.来稿时寄送未公开发表文章的全文（不超过 5000 字）和 300～

500 字摘要（国内来稿寄中 英文摘要，国外来稿寄英文摘要）及关

键词（8 个以内），并附中、英文一致的题目、作者姓名及单位（英

文摘要须隔行打印，为审译修改留出空间）。中、英文摘 要可结合课

题背景（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撰写，以指导阅读，使读者获得更

多信息。 

2.来稿须列出题目、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全称）、地名（城市）

及邮政编码。多位作者的署名之间，应用空格隔开。不同工作单位的

作者，应在姓名之后标注作者工作单位，并列出工作单位、地名、邮

政编码。 

3.来稿若属于国家（委、部、局、自然基金）、省（厅、局）、高

校及大专院校资助的课题，请按顺序注明课题的立项主管部门、所属

计划、课题编号、课题名称、课题负责人。 

4.来稿请注明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详细信息（姓名、职称/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电话或 E~mail），以便和读者联系、交流。 

5.来稿务必书写清楚论文联系人姓名、单位、地址、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以便联系。 

6.来稿电子版发送至所投分会邮箱，纸质版寄送至所投分会地

址。 

7.截稿日期：2016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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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会会务 

（一）大会注册 

1、注册方式 

请 参 加 大 会 的 代 表 登 陆 大 会 网 站 在 线 注 册

（http://www.icetcm.org.cn），注册交费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10 日。 

2、注册费用 

2016 年 9 月 15 日前 

境内：人民币 1500 元/人（境外：250 美元/人） 

2016 年 9 月 15 日后 

境内：人民币 1800 元/人（境外：300 美元/人） 

在校学生凭‚学生证‛注册优惠 50%，境内 20 人（包括 20 人），

境外 8 人以上团体注册优惠 20%（两项优惠不同时使用）。 

注册费用包括：参加开幕式、大会报告、主题分会、专题活动，

领取会议资料。 

备注： 

①为保证会场效果，每个代表注册时请选择一个分会作为主要参

加分会，其他分会和专题活动可参加，但无法保证席坐； 

②为便于大会确认，请参会代表付费成功后，将汇款收据发送邮

件至 1272387725@qq.com，报到时请提供汇款凭证； 

③所有参会代表请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前交费，大会不接受现

场注册交费。 

3、注册费缴纳 

注册费请付至以下账户： 

户  名：四川省科技交流中心 

开户行：工行成都跳伞塔支行 

帐  号：440224800910006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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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时请注明：汇款单位、参会代表姓名及“中医药大会注册费，

参加 xxx 分会”字样。 

汇款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10 日，汇款手续费自理。 

4、联系方式 

联系人：洪亮、高寒 

电  话：028~85231989、028~85253325、13666288767 

E~mail：1272387725@qq.com 

5、预订酒店 

请参会代表联系分会或与酒店直接联系住宿 

  （二）报到事宜 

请参会代表携带汇款凭证到各分会及专题指定地点报到，并领取

会议资料和证件。 

时间：2010 年 10 月 23 日 8:30—22:30 

（三）各分会和专题活动会场一览表 

分会名称 会议场地 地址 距主会场距离 报到地点 

分会一  政府论坛 
世纪城国际会

议中心 

成都高新区世

纪城路 208 号 
0 世纪城假日酒店 

分会二   中医药理

论传承创新与应用 
成都金河宾馆 

成都市金河路

18 号， 
13 公里 成都金河宾馆 

分会三   中药资源

可持续发展 

费尔顿凯莱大

酒店 

成都市温江区

文化路 111 号 
34.4 公里 

费尔顿凯莱大酒

店 

分会四   中药质量

保障与提升 

世纪城国际会

议中心 

成都市高新区

世纪城路 208

号 

0 世纪城假日酒店 

分会五   中药新药

创制与大品种二次

开发 

世纪城国际会

议中心 

成都市高新区

世纪城路 208

号 

0 世纪城假日酒店 

分会六   针灸理论

传承与疗效提高 

费尔顿凯莱大

酒店 

成都市温江区

文化路 111 号 
34 公里 

费尔顿凯莱大酒

店 

mailto:127238772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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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七   中医药创

新发展中的伦理审

查与临床评价 

大成宾馆 
成都市人民南

路二段 72 号 
11 公里 大成宾馆 

分会八   中医药养

生健康服务业发展 

世纪城国际会

议中心 

成都市高新区

世纪城路 208

号 

0 世纪城假日酒店 

分会九   互联网与

中医药大数据 

世纪城国际会

议中心 

成都市高新区

世纪城路 208

号 

0 世纪城假日酒店 

分会十   民族医药

特色传承与创新发

展 

成都空港大酒

店 

成都双流国际

机场北二路 1

号 

16 公里 成都空港大酒店 

分会十一   中医药

防治重大疾病临床

研究国际化协作 

世纪城国际会

议中心 

成都市高新区

世纪城路 208

号 

0 
世纪城假日酒店 

 

分会十二   中医眼

科创新与发展 
新华宾馆 

成都青羊区新

华大道江汉路

29 号 

14 公里 新华宾馆 

分会十三   生物医

药创新与产业发展 
天使宾馆 

成都市电信南

街 10 号 
12 公里 天使宾馆 

专题一 中医药与生

物医药大健康产业

科技创新创业 

世纪城国际会

议中心 

成都市高新区

世纪城路 208

号 

0 
世纪城国际会议

中心水晶厅 

专题二   中药现代

化成就展 

世纪城国际会

议中心公共区

域 

成都市高新区

世纪城路 208

号 

0 

世纪城国际会议

中心三楼、五楼

公共区域 

专题三   中医药高

等教育六十年发展

论坛 

费尔顿凯莱大

酒店 

成都市温江区

文化路 111 号 
34 公里 

费尔顿凯莱大酒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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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分会和专题活动酒店一览表 

1、在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分会和专题活动（分会一、分会

四、分会五、分会八、分会九、分会十、分会十一、专题一、专题三），

推荐预订以下酒店 

酒店名称 房型 
房价 

（元/天） 

早

餐 
联系方式与交通 

成都世纪城

假日酒店 

单间 550 

含 

成都高新区世纪城路 208 号（028-85348888） 

1、机场-酒店： T2 航站楼乘坐机场专线 4 号线，

至地铁世纪城站。 

2、火车东站-酒店：地铁 2 号线（天府广场），

换乘地铁 1 号线（世纪城站）3、火车北站-

酒店：地铁 1 号线（世纪城站） 
标间 550 

全季成都新

会展中心酒

店 

大 / 双

床 
365 含 

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路 166 号西蜀廊桥 11 栋（距

地铁 1 号线世纪城站 C2 出口约 797 米）电话： 

028-62038111 

1、机场-酒店： T2 航站楼乘坐机场专线 4 号线，

至地铁世纪城站。 

2、火车东站-酒店：地铁 2 号线（天府广场），换

乘地铁 1 号线（世纪城站）3、火车北站-酒店：地

铁 1 号线（世纪城站） 

成都夏威夷

主题酒店（环

球中心店） 

单间、 

标间 

300 

元左右 /

间 

含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 666 号奥克斯广场 

028-66511777 

交通：地铁 1 号线（孵化园站） 

成都蓉城假

日酒店（奥克

斯店） 

单间、 

标间 

300 

元左右 /

间 

含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 666 号奥克斯广场 

028-85327222 

交通：地铁 1 号线（孵化园站） 

成都爱丽思

酒店 

（奥克斯店） 

单间、 

标间 

300 

元左右 /

间 

含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 666 号奥克斯广场 

028-65068666 

交通：地铁 1 号线（孵化园站） 

成都维斯凯

尔奥特酒店

（奥克斯店） 

单间、 

标间 

300 

元左右 /

间 

含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 666 号奥克斯广场 

028-83382392 

交通：地铁 1 号线（孵化园站） 

成都空港大

酒店 

单间、 

标间 

550 元左

右/间 
含 

地址：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北二路 1 号 028-66009945 

1、机场-酒店：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对面

500 米 

2、火车东站-酒店：成都东客站（西广场）站，乘

坐机场专线 3 号线，至双流国际机场（t1 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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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车北站-酒店：火车北站公交站东站，乘坐机

场专线 2 号线，至双流国际机场（t1 航站楼） 

成都百港国

际酒店 

单间、 

标间 

300左右/

间 
含 

地址：成都成都市双流县西航港大道一段 209 号

（机场地区） 400-6886-687 

1、机场-酒店：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T2 候机楼对面

800 米 

2、火车东站-酒店：地铁 2 号线（春熙路站），换

乘地铁 3 号线（太平园站），步行 350 米，地铁太

平园站乘坐 g22（或 306 路）至西南民大新校区东

站下车 

 3、火车北站-酒店：地铁 1 号线（省体育馆站），

换乘地铁 3 号线（太平园站），步行 350 米，地铁

太平园站乘坐 g22（或 306 路）至西南民大新校区

东站下车 

 

2、在成都金河宾馆举办的分会（分会二），推荐预订以下酒店 

酒店名称 房型 
房价 

（元/天） 

早

餐 
联系方式与交通 

金河宾馆 
标间 

单间 
460 含 

酒店地址：成都市金河路 18 号，电话：

86-28-86164023 

1、机场-酒店：乘坐机场大巴 303 路，在市内终

点站（岷山饭店侧门）下车打的至酒店。 

2、火车东站-酒店：地铁 2 号线（人民公园） 

联森酒店 

标间 360 含 
酒店地址：通惠门路 2 号(与下同仁路交汇处)电

话：86-28-86133888 

1、机场-酒店：乘坐机场大巴 303 路，在市内终

点站（岷山饭店侧门）下车打的至酒店。 

2、火车东站-酒店：地铁 2 号线（通惠门站） 

3、火车北站-酒店：地铁 1 号线（天府广场），

换乘地铁 2 号线（通惠门站）。 

单间 360 含 

标间 360 含 

单间 360 含 

 

3、在温江区费尔顿凯莱酒店举办的分会和专题（分会三、分会六、

专题活动四），推荐预订以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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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 房型 
房价 

（元/天） 

早

餐 
联系方式与交通 

费尔顿凯莱

大酒店 

特价房 398 含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路 111 号 400-169-3299 

电话：86-28-8266 6666 

1、机场-酒店：机场大巴至温江客运中心，换乘

温江 205 路，至城市公园下车 

2、火车东站-酒店：地铁 2 号线（中医大省医院），

换乘地铁 4 号线（非遗博览园），换乘 771 或 309

路公交，到城市公园下车 

3、火车北站-酒店：地铁 1 号线（骡马市站），

换乘地铁 4 号线（非遗博览园），换乘 771 或 309

路公交，至城市公园下车 

商务间 498 含 

豪华间 538 含 

 

4、在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大成宾馆举办的分会（分会七），推荐预订

以下酒店 

酒店名称 房型 
房价 

（元/天） 

早

餐 
联系方式与交通 

大成宾馆 

单间 300 含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 72 号 

电话：028-86111239；028-86111319 

1、机场-酒店：机场大巴 1 号线到市中心人民南

路二段（岷山饭店），或公交 26 路到人民南路一

段站下车 

2、火车东站-酒店：地铁 2 号（天府广场），换

乘 1 号线（锦江宾馆站） 

3、火车北站-酒店：地铁 1 号线（锦江宾馆） 

标间 300 含 

 

5、在成都青羊区新华大道江汉路新华宾馆举办的分会（分会十二） 

酒店名称 房型 
房价 

（元/天） 

早

餐 
联系方式与交通 

新华宾馆 标间 430 含 

成都青羊区新华大道江汉路 29 号（距地铁 1 号

线文殊院站 H 出口约 500 米）电话：

86-28-89497777 

1、机场-酒店：机场专线 2 号线（人民中路二段

站） 

2、火车东站-酒店：地铁 2 号线（天府广场），

换乘地铁 1 号线（文殊院） 

3、火车北站-酒店：地铁 1 号线（文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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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成都市电信南街 10号天使宾馆举办的分会（分会十三） 

酒店名称 房型 
房价 

（元/天） 

早

餐 
联系方式与交通 

天使宾馆 标间 420 元左右/间 不含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电信南街 10 号 

1、机场-酒店：机场专线 4 号线国防乐园

站上车-61 路小天小区站 

2、火车东站-酒店：地铁 2 号线春熙路下

车 → 地铁 3 号线衣冠庙下车 

3、火车北站-酒店：地铁 1 号线（省体育

馆站）  

更多会务信息请关注大会网站 http://www.icetcm.org.cn 

 

八、大会联系方式 

（一）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大会组委会设北京办公室和四川办公室 

北京办公室：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电话：86-10-88225159   

传真：86-10-88225200 

E-mail:lidx@cncbd.org.cn 

四川办公室：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电话：86-28-86674945  86-28-86710082 

传真：86-28-86723142 

E-mail:kjtsfc@163.com 

（二）大会学术委员会办公室 

大会学术委员会设北京办公室和四川办公室 

北京办公室：中国中医科学院 

联系人：荆志伟、姜秀新 

电话：86-10-64089986、86-10-64089828 

传真：86-10-6400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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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13910921009@139.com 

四川办公室：成都中医药大学 

联系人：唐勇、刘芳 

电话：86-28-61800107 

传真：86-28-61800105 

E-mail：icetcm2016@163.com 

联系人: 陈荟颖(境外代表咨询) 

电话：86-28-85232859   13699478636 

（三）各分会秘书处 

分会一  政府论坛 

联系人：王岚、宁华 

电话：86-28-68107802  86-28-68107804 

传真：86-28-68107810 

E-mail：1025244980@qq.com 

分会二  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与应用 

联系人：文跃强、陈云慧 

电话：86-28-61800219   86-28-61800159 

传真：86-28-61800219 

E-mail：icetcmcd@163.com 

分会三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 

联系人：张若琪 

电话：86-28-61800231 

传真：86-28-61800234 

E-mail：icetcm@aliyun.com 

分会四  中药质量保障与提升 

联系人：张爱军  陈雏 

电话：86-28-85213973  86-28-85255137 

mailto:icetcm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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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28-85237056 

E-mail：1335813816@qq.com，zyskyc@icmm.ac.cn 

投  稿：sacms028@126.com 

分会五  中药新药创制与大品种二次开发 

联系人：沈立、张春梅（成都） 

电话：86-28-85224504，85220587  

传真：86-28-85237056 

E-mail：tcm028@126.com 

分会六  针灸理论传承与疗效提高 

联系人：洪肖娟  李享 

电话：86-028-87683962 

E-mail：icetcmacu@126.com 

分会七  中医药创新发展中的伦理审查与临床评价 

联系人：温宵宵、包文虎 

电话：13811190301,15810449431 

传真：86-10-64089659 

Email: wenxiaoxiao1982@163.com 

分会八  中医药养生健康服务业发展 

联系人：李  达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 

辜海英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科研部 

张  巍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科研处 

施  伟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办 

张  伟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秦  源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秘书 

电话：86-28-87783242    15882387792 

传真：86-28-87765260 

E-mail：lcyxyky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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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九  互联网与中医药大数据 

联系人：陈菊 13882233912，赵姝婷 15308234379 

电话：86-28-87784425 

E-mail：228237222@qq.com 

分会十  民族医药特色传承与创新发展 

联系人：李佳川 副教授 

电话：86-28-85523968，13882156288  

传真：86-28-85523968 

E-mail：gujiancd@163.com 

   分会十一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临床研究国际化协作 

联系人：王钧冬（境内）  四川省中医院 

        谢波（境外）    四川省中医院 

曾琳（境内）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电话：86-28-87767380 

传真：86-28-87732407 

E-mail：cddmbase@163.com 

   分会十二  中医眼科创新与发展 

联系人：朱时雅  成都中医大银海眼科医院 

        蹇文渊  成都中医药大学眼科学院 

电话：86-28-87715095  86-28-87715097 

传真：86-28-87715097 

E-mail: ineyeforum@126.com 

分会十三  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 

联系人：杨金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

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 

王震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

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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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8-85502796，13666193494，18615719201 

传真：86-28-85502796 

E-mail: biotherapylab@scu.edu.cn 

专题一：中医药与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创业 

联系人：赵晋  吴茂力 

电话：028-86620021  028-86723142 

传真：028-86723142 

E-mail:290967692@qq.com 

专题二：中国中药现代化 20 年重大成就展示 

联系人：赵晋  吴茂力 

电话：028-86620021  028-86723142 

传真：028-86723142 

E-mail:290967692@qq.com 

专题三：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第十三届中医药高等教育校长

论坛暨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六十年发展论坛 

联系人：王明谊  成都中医药大学 

电话：028-61800081 

传真：028-61800075 

E-mail: wangfei896@163.com 

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大会网站 http://www.icetcm.org.cn 或发送邮

件至大会电子邮箱 icetcm2016@163.com 咨询。 

mailto:biotherapylab@scu.edu.cn
mailto:wangfei89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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