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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简要说明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1
北京药学会临床药学研究
项目

该项目由北京药学会主办，医院药学专委会承办，旨
在推动北京市临床药学及相关领域科研及临床的发
展，为广大临床药师创造学术交流及科研机会。由医
院药学专委会专家组拟定项目方案，并对申报课题进
行评审，评选出中标课题。项目计划于4月开题，11月
底结题。

2020年4-11月 医院药学专委会 梅丹

2 中药饮片质控新技术
面向北京市主要中药饮片生产企业，介绍中药饮片质
量控制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措施，结合炮制规范的修
订，推进首都中药饮片质控水平提高。

2020年4月 药物分析专委会 郭洪祝

3

发热门诊、肠道等疫情防
控关键区域药品管理流程
、智能抗疫解决思路网络
座谈会

探讨发热门诊、感染病房的药品管理。智能化对抗疫
情。

2020年4-5月 智能药房管理专委会 王旻

4
智能机器人在药品、耗材
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网络
研讨会

智能机器人在药品、耗材智能化管理方案中的应用，
深入探讨和研究其应用过程中地位和作用。

2020年5-6月 智能药房管理专委会 王旻

5
药品监管中的药物分析实
践（1，2）

面向首都高校（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的
药学师生，介绍药品监管工作中药物分析领域取得的
工作成果，以国家药品抽检品种为例，说明药物分析
的内容、策略和经验，提高师生对监管工作的认识和
药物分析作用的重视。

2020年6-8月 药物分析专委会 郭洪祝

北京药学会2020年度活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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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简要说明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6
“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模
式下药剂学的机遇和挑战

药剂学是药学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其发展贯穿药品全
生命周期。近年来药剂学领域有许多新的进展，特别
是新的剂型和给药技术，解决了许多临床治疗关键问
题。本次学术活动以“产学研用”协同发展为主题，
围绕药品发展的全生命周期，聚焦实现最佳药物治疗
的目标，深入探讨协同发展的学科发展模式。

2020年7月 药剂专委会 赵荣生

7 医院药学实践技能培训班

随着对药学服务内容的转变，医疗服务对临床药师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高质量的药学服务离不开人才培
养与学科建设。本次培训班的目的为提高临床药师实
践能力和科研能力，促进临床药学学科发展，培训时
间为1天，培训对象为临床药师。

2020年8月2日 应用与转化专委会 刘丽宏

8 环京肿瘤精准用药论坛

为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求，进一步提高肿瘤
规范化诊疗水平，加强肿瘤临床药师和临床医师的多
学科协助，推动肿瘤临床药学的学科发展，促进抗肿
瘤药物的科学合理使用，定于2020年9月在北京召开环
京肿瘤精准用药论坛。本次论坛将邀请国内抗肿瘤治
疗领域知名临床和药学专家围绕肿瘤免疫治疗、肿瘤
精准治疗、肿瘤用药规范化管理和肿瘤药事质控等内
容进行学术报告和交流。

2020年9月 抗肿瘤药学专委会 李国辉

9 参访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组织专委会委员参访北京市药检所，就药品相关检验
的法律法规、检测标准、检测仪器及流程进行学习交
流。

2020年9-10月 药物化学专委会 李中军

10 青年学者论坛

组织几个相关单位的青年科学家和研究生，就天然药
物研究领域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本领域学生的科研
素质与就业前景等切实与学生息息相关的主题进行广
泛交流。

2020年9-10月 天然药物专委会 邹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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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简要说明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11
疫情下的用药安全和数据
分析结果共享研讨会

以数据分析结果共享来共同探讨疫情下如何保证用药
安全。

2020年9-10月 智能药房管理专委会 王旻

12
关于进口药品和保健品跨
境互联网经营业务模式调
研

结合北京市政府医药发展战略及规划，通过组织实地
考察、座谈、走访等形式，对进口药品和保健品跨境
互联网经营业务模式开展调研与探讨，旨在进一步研
究结合当前新兴技术如何拓展医药流通业务及管理。

2020年10月前 药品流通专委会 张松

13 药物质量与风险的分析
面向主要医院和生产企业，针对药品的质量检验与风
险的分析现状，研讨如何有效地发现和防控风险。

2020年10月 药物分析专委会 郭洪祝

14 基层药学专委会科研项目

2019年基层药学专业委员会启动科研项目，各级基层
医院积极响应，报名参与。经评审专家遴选，确定3家
申报单位的课题予以立项，作为牵头单位开展多中心
研究。2020年延续去年课题，继续研究并完成项目结
题。

2020年10月 基层药学专委会 刘桦

15 精准用药门诊规范化培训

旨在推动领域内医疗机构、研究机构与制药企业之间
凝心聚力，更好地服务于新药的临床研究及以精准用
药为目标的创新技术的发现及转化，让更多的中国患
者享受“订制”的药物治疗。培训时间为1天，培训对
象为临床药师。

2020年10月23日 应用与转化专委会 刘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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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简要说明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16
第三届北京地区药物化学
博士论坛

“北京地区药物化学博士论坛”论坛已连续举办两
年，从药物化学研究的各个方向和层面介绍药化相关
领域的最新进展，传递学科新热点和新动向。今年继
续组织北京地区药物化学相关高校、研究院所博士生
进行学术交流，加强药物化学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

2020年11月 药物化学专委会 李中军

17
质谱沙龙-质谱技术在医院
精准医药科研中的应用

“质谱沙龙”活动由北京朝阳医院发起，是北京市继
续教育项目，一直秉承自由交流、技术共享、促进合
作的宗旨，希望通过活动吸引质谱领域的专家学者互
动交流，开拓质谱在医院应用研究的新视野，促进质
谱技术在医药科研工作中的应用。参加人员为从事质
谱工作的一线人员，授课老师为有丰富质谱应用技术
的高职专家或10年以上的使用者，授课内容涵盖体内
小分子定量、代谢组学、高通量快速筛查、蛋白质组
学及生物标志物研究等内容。培训时间为1天。

2020年12月 应用与转化专委会 刘丽宏

18 2020年北京药学年会

北京药学年会是一年一度北京药学会会员最大的学术
活动盛会，涉及产、学、研、用各个领域。年会包含
主题报告会、分论坛、专题分会场等内容，全面展示
北京药学的成就与发展。科普工作委员会、治疗药物
监测、医院药学、应用药理、医疗器械、药物化学生
物学、天然药物、药物安全评价专委会已申报参与承
办2020年北京药学年会分会场。项目编号：2020-13-
01-028 (京)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1类学分4分。

2020年12月12-13日 秘书处 翟所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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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简要说明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1 分享·同行

分享同行活动计划线上活动结合线下活动，疫情期间
组织线上活动，疫情结束后组织线下活动。计划延伸
到京津冀地区，分享医疗机构药学服务规范（规范通
则、药学门诊、用药咨询、用药教育和居家药学服务
等）、慢病管理、互联网药学等内容。项目编号：
2020-13-04-007 (京)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1类学分4
分。

2020年2-4季度
各一次

基层药学专委会 刘桦

2
家医团队骨干药师能力提
升培训项目

为进一步落实分级诊疗、提升家庭医生团队的诊治和
药学服务汇聚一起，发挥药师为居家患者提供药学服
务能力，进一步推进合理用药，让居家患者能够获得
家医团队中药师较好的药学服务而开展的培训项目。

2020年4-12月 老年药学专委会 冯婉玉

3 阳光药师沙龙

计划全年开展4场培训活动，拟通过网络会议形式，对
药师进行新冠、智慧药学与互联网药学服务、药学门
诊、医院药学科研进展相关的培训。项目编号：2020-
13-01-026 (京)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1类学分4分。

2020年5-8月 秘书处 张威

4
医院药学临床实践学术活
动

通过开展药师与临床医学专家间的互动学习，为药师
提供学科前沿信息，增强药师利用专业知识解决临床
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药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课程每月1次，每次1天，共4次，开课时间视疫情
发展变化而提前通知。项目编号：2020-13-01-027
(京)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1类学分8分。

2020年5-8月 秘书处 朱曼

5 处方审核培训班

由北京协和医院牵头，联合北京多家医院，面向北京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药师，邀请北京临床专家、资深医
院药师及骨干药师授课，以提升药师的处方审核能力
。培训方式：网络授课。受疫情影响暂举办2期。项目
编号：2020-13-05-011 (京)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1类
学分8分。

2020年5-11月 医院药学专委会 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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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简要说明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6
心血管慢病药品合理使用
系列研讨会

计划全年开展4场培训活动，以心血管及相关疾病的药
物治疗管理为切入点，为药师讲授慢病药品合理使用
相关内容，规范心血管相关慢病治疗药物管理，提高
药师对于慢病患者合理用药的服务能力。

2020年6-10月 秘书处 林阳

7
治疗药物监测理论与技术
实践培训班(北京地区)

治疗药物监测理论与技术培训班旨在通过组织TDM领域
专家对该专业最新研究进展、监测技术进行培训，提
升北京地区治疗药物监测的技术实力，拟邀请10-12位
专家授课培训，活动拟办2天。具体开展时间视疫情恢
复情况决定。

2020年6月 治疗药物监测专委会 张相林

8
2020年第一期中药临床药
学培训班

培训中药材及中药饮片的质量控制、中药临床应用、
中医药经典与临床用药，药师如何建立临床思维等临
床药学相关问题以及中药饮片质量管理等内容。

2020年7月 中药专委会 王丽霞

9
社区药学服务实践技能培
训

本项目通过社区药学服务实践能力的专项培训，建立
医联体为依托的药师团队学帮促的工作模式，以二、
三级医院药师联合和带动社区药师，参与慢病患者长
期用药管理、参与公众安全用药科普宣传、参与健康
管理，发挥药师的专业服务作用，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课程设置上为讲座+社区实践，共4天。项目编号：
2020-13-05-015 (京)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1类学分8
分。

2020年7-8月 秘书处 夏文斌

10
医院制剂的质量管理与精
进

医院制剂是许多医疗机构的特色工作，为患者的临床
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培训活动拟通过参观新建
的制剂中心，邀请多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分享工作经
验，以达到不断提升医院制剂的质量，提高制剂人员
的工作技能和质量意识的培训目标。帮助医院制剂室
顺利通过即将开展的制剂换证工作，实现各医院制剂
工作的良好开展。

2020年8月 药剂专委会 赵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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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简要说明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11
药物经济学研究与实践培
训班

开展药物经济学相关培训。 2020年8月 药物经济学专委会 史录文

12
药学新形势新进展系列讲
座

结合新医疗改革大趋势，新增药学门诊、医院药学转
型中药师作用的体现；分级诊疗的大趋势新增慢病用
药的合理使用、颠覆性技术对医院药学的影响、中药
临床药学的建设和发展等，均为把握新形势、紧跟药
学前沿，是本继续教育项目的重点，课程将设置：疫
情后药师作用思考，慢病患者居家药物治疗管理等内
容，共分8次课程，项目编号：2020-13-02-003 (京)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1类学分8分。

2020年8-9月 秘书处 谭玲

13
医院药学服务实践技能培
训班

结合当今医改的目标，面对药学人员的转型，培训新
颁布的医院药事管理法规、管理学沟通方法与技巧，
根据医院班组发展的实际情况，提高药师的服务能力
与技巧、重点培训药师应该具备的实践技能能力。课
程设置3天，项目编号：2020-13-04-006 (京) 北京市
继续医学教育1类学分6分。

2020年9月 秘书处 甄健存

14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条例》修订及相关内容
宣讲

新版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已完成征求意
见，2020年将进入最后阶段发布实施。如何理解和应
对法规的变化，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充分创新驱动，
服务行业，专委会拟在
《条例》修订发布后组织相关内容的宣讲。

2020年10月 医疗器械 薛玲

15
2020年中药知识与技能培
训班

培训中药材及中药饮片的质量控制、中药临床应用、
中医药经典与临床用药和中药饮片管理。

2020年10月 中药专委会 王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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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简要说明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16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使用
和研究进展

围绕大环内脂类抗生素研究和使用过程的热点问题如
国内外质量现状、在抗病毒中的应用以及仿制药一致
性评价等进行专题研讨，并对基层药师进行培训。

2020年10月下旬 抗生素专委会 胡昌勤

17
北京药学会临床药师海外
培训

该项目由北京药学会主办，医院药学专委会承办，计
划组织15名左右北京地区药师骨干赴海外学习先进理
念、实践模式及发展经验。原定于7月份前往意大利进
行培训，受疫情影响，拟延期至9-10月，地点初定日
本或新加坡，具体实施视疫情恢复情况决定。

2020年9-10月 秘书处 刘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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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普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简要说明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1
编辑出版《药物与人》杂
志

1.按拟定的12期药学科普主题征集稿件，发动会员积
极参与药学科普推广工作；
2.大力宣传北京人身边的药师。在《药物与人》杂志
开设“药师风采”专栏，从2020年第5期起，每期2-4
个版面，宣传1-2家医院的药师。
3.传播安全用药知识。在2019年向零售药店投放、在
药学知识大篷车活动中发放的基础上，扩大传播覆盖
面，免费投放给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院，既传播药
学科学知识，同时宣传北京药师专业形象。

2020年1-12月 科普工作委员会 胡欣

阿尔茨海默病健康教育：在母亲节开展公益宣教活动
。围绕在老年人群中发病率高、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
重负担的阿尔茨海默病，开展母亲节公益宣教活动。
活动将通过电影、科普讲座等方式，让大家更深入的
了解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及其并发症药物治疗，更全
面的普及疾病知识，并有临床药师指导患者更安全合
理用药。

2020年5月 老年药学专委会 蒲小平

京津冀药学会科普扶贫送健康活动：三地药学会联合
组织当地医学药学专家志愿者，在张家口崇礼县开展
药学科普讲座和扶贫义诊活动。

2020年7月 秘书处 彦玲

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与PMS合作，在老年大学开展
“老年合理用药”主题宣讲活动。

2020年8-9月 科普工作委员会 陆进

安全用药护花使者行动：与PMS合作，在幼儿园开展
“安全用药从娃娃抓起”主题宣讲活动。

2020年10-11月 科普工作委员会 陆进

药学知识大篷车进社区行动：选择一个社区开展安全
用药宣讲活动。

2020年11月前 药品流通专委会 张松

“药学知识大篷车”进社
区、进乡村、进幼儿园活

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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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简要说明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3 药学科普空中课堂

1. 实施“药学科普空中课堂”项目，提升药师科普写
作、宣讲能力，向公众传播合理用药知识，拟定开展
时间为5月-10月，每月2-4期。
2.积极参加市科协组织的科普传播活动，利用广播、
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创作1-2期药学专家说用药、药
学文化广播等节目。

2020年5-10月 科普工作委员会 胡欣

4 药学科普作品征集赛
以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征集2020年药学科普作
品活动”为基础，围绕医药产业全链条科普题材创
作，开展作品比赛。

2020年6月中旬 科普工作委员会 胡欣

5 科普达人作品选秀活动
以科普作品赛、《药物与人》科普文章等为脚本，编
排创作表演类作品，胜出者在第22届北京药学年会科
普分论坛展示。

2020年10月底 科普工作委员会 王家伟

6
“《药物与人》年度最佳
作者”评选

从《药物与人》2020年1-11月刊的科普文章中，评选
出年度优秀作者，面向中青年临床药师和科技工作
者，侧重北京药学会会员。

2020年11月初 科普工作委员会 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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