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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北京药学年会议程

时 间 项 目

12月17日上午（8:30-12:00）

8:30-9:00

开幕式

主持：胡欣

1.丛骆骆理事长致辞

2.到会领导致辞

3.表扬2021-2022年度优秀药师

4.表扬2022年度贡献分支机构

9:00-12:00

主题报告会——新征程药发展 高质量谱新篇

主持：周德敏 崔一民 翟所迪

1.四大慢病防控行动规划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 顾金辉

2.“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

国家工信部消费品司 领导

3.药学人才培养规划

中国药科大学 姚文兵

4.肉苁蓉全产业链的构建与大品种培育

北京大学药学院 屠鹏飞

5.研究型医院建设实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尤红

12月17日下午(13:30-17:30)

13:30-16:30

新药发布会

主席/主持：胡欣 崔一民 李国辉 赵志刚 林阳

1.全球首创糖尿病新药——华堂宁

中日友好医院 杨文英

2.全系护髓 续力生命——曲拉西利新药介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张力

3.瑞维鲁胺研发历程及药代动力学优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虞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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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创新结构看新型MRA非奈利酮的应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赵明辉

5.sGC刺激剂突破心衰治疗管理瓶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张健

6.药学视角看选择性Janus激酶1抑制剂

北京医院 张亚同

7.昕越®伊奈利珠单抗治疗NMOSD循证证据解读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魏世辉

8.阿可拉定--开启中国肝癌精准治疗时代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孟繁平

9.HR+乳腺癌治疗新选择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俏

10.《中国原研、全新上市-爱力士®枸橼酸爱地那非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杨宇卓

11.从药学角度看CD20单抗制剂在MS治疗中的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梅丹

13:30-15:30
医药政策交流会（闭门会）

主持人：丛骆骆

14:30-16:30
院长圆桌派——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

主持人：岳小林 孙玮

15:30-17:30

主题论坛

药学服务论坛——提升药学服务能力、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主席/主持:刘丽宏 赵荣生 李朋梅

1.生物制剂对PIVAS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李娟

2.真实世界数据、机器学习与药学实践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吴行伟

3.药学服务的无边界管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沈爱宗

4.《基于临床问题的药学科研模式的建立——从一例ADR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贵州省人民医院 白雪

药事管理论坛——创新药事管理，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主席/主持：赵志刚 史录文 孙路路 韩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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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联网药品送药到家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魏淑杰

2.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和合理用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医疗管理处 王曼莉

3.国家和北京市药师队伍建设及思考

北京大学药学院 史录文

4.北京市DRG实施与合理用药管理

北京市医保中心 郑杰

5.《中国医疗机构药品遴选与评价快速指南》第二版解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赵志刚

药学科普论坛——走进健康新时代，开启科普新征程

主席/主持：王家伟 闫素英 艾超 赵彬

1.如何让深奥的医学专业知识“摄人心魄”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薄世宁

2.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和自我调适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石川

3.一名公立医院医生的破圈启示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肖一丁

4.活出睛彩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罗莉莎

5.好好吃饭，控制血糖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李缨

6.科普课题的申报经验分享

上海市儿童医院 李志玲

7.你了解关于眼睛的这些“冷”知识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吕燕云

青年药师论坛暨论文交流会

主席/主持：翟所迪 梅丹 叶敏

1.文化引领，打造具有扬子江特色的质量品牌

扬子江药业集团 温利民

2.基于FAERS数据库的钆布醇不良事件信号挖掘与分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侯文婧

3.同一厂家不同批号枸橼酸氯米芬片溶出曲线差异及辅料乳糖变更研究

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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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慢病药物治疗依从性与达标率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武明芬

5.CYP2C9及CYP2C19基因多态性对中国健康受试者空腹和餐后状态下单剂量口服塞来昔布的

药代动力学影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何旭

6.基于湿热证过敏性紫癜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青紫2号”药效学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张艳菊

7.抗肿瘤药物暴露防护指南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刘维

8.药学科研论文的阅读与写作技巧

北京大学药学院 叶敏

9.基于临床工作的科研选题及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林厚文

医药创新与转化论坛——创新高质量融通发展

主席/主持：李中军 孙京昇 钟武

1.PAD4抑制剂的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药学院 王玉记

2.药物基于肠道菌的信号分子与代谢调控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王琰

3.天然免疫的调控和新药研发

清华大学药学院 尹航

4.数字疗法产品的现状与建议

北京中关村水木医疗有限责任公司 冯健

5.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相关法规要求及解读

北京水木济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刘辉

中药论坛——服务 发展

主席/主持：曹俊岭 李国辉 华国栋 何婷

1.中医对感染性疾病的认识、临床用药及实验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赵奎君

2.糖尿病的中医思想与临床用药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孔祥文

3.医院制剂传承与发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吴剑坤

4.医疗机构制剂研发关键技术与成果转化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伊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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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医药防疫方法与现代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王丽霞

6.四个平台建设、助力中医创新发展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区 郎涛

肿瘤药物进展论坛——创新 精准 监测

主席/主持：李国辉 闫素英 张相林 赵冠人 郝立志

1.《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晚期乳腺癌超说明书用药专家共识》解读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袁芃

2.源于临床的药学科研问题发现与实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鄢丹

3.《抗体类抗肿瘤药物药学服务指南》解读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杨珺

4.生物制剂的治疗药物监测研究进展

中日友好医院 李朋梅

5.药学COE,赋能临床高质量发展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衡

特殊人群用药论坛——特殊人群风险评估及防范管理

主席/主持：冯欣 王晓玲 金鹏飞 魏京海

1.儿童药物性肝损伤信号识别标准研究进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彭晓霞

2.儿科医疗机构用药风险管控策略与探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王晓玲

3.妊娠合并风湿免疫性疾病药物治疗相关问题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张晓红

4.我国妇产专科临床药师培养现状与实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冯欣

5.老年患者用药风险原因和主动监测策略

北京医院 朱愿超

6.新生儿药源性疾病与PK/PD的相关性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李根

12月18日上午（8:00-12:00）专题分会

8:00-12:00

医院药学——新时代 新征程 新使命 医院药学高质量发展

主席/主持：赵荣生 梅丹 杜小莉 郑英丽

1.急性心衰与BNP系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骆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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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进药学服务体系建设和医疗保障协同发展专家共识》解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赵志刚

3.规范化药学门诊模式探索与药学服务新生态构建

北京积水潭医院 甄健存

4.《医疗机构药物警戒体系建设专家共识》解读

北京药盾公益基金会 张晓乐

5.从经典到精准——大剂量甲氨蝶呤个体化循证用药决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赵荣生

6.慢病管理临床用药标准化路径建立和实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林阳

7.DRGS支付模式与合理用药专项治理实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姜德春

基层药学&智慧药学与智能化管理联合——智慧药学助力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

主席/主持：刘桦 张兰 段京莉 张楠 杨春霞 刘立新 艾超 张藜莉

1.新时期基层药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刘清华

2.基层药师培训体系建设探索与实践

北京大学药学院 聂小燕

3.区域信息化药学服务体系建设实践与思考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张兰

4.智慧化药房助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学高质量发展

航天中心医院 刘桦

5.临床药师对老年慢病患者药物治疗干预模式研究

北京积水潭医院 李全志

6.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学服务创新发展

西城区白纸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静

7.居家药学服务体系建设与实施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邢鹏

药品流通——数字赋能药品快捷流通 标准赋能保障用药安全

主席/主持：张松 于宏

1.中药配方颗粒的新标准质量管控及临床应用

北京春风药业有限公司 李成荣

2.九州通在医药产业互联网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

九州通健康科技集团 柳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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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站B向C，华润医商从品牌到消费者的院外模式探索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建邦

4.5G赋能新冠疫苗配送，防冷链物流“伪装化”

上药康德乐北京医药有限公司 胡睿

5.扩大开放下的跨境医药电商发展

阿里健康 袁孔虎

6.线上药学服务价值

美团医药 梁颖

7.京东健康供应链赋能医药生态伙伴

京东健康 陈立滨

抗肿瘤药学&抗感染药物&治疗药物监测联合——抗肿瘤、抗感染治疗药物监测最佳实践

主席/主持：李国辉 闫素英 张相林 曹俊岭 冯欣 张波 谭玲 宁华 赵彬 戴媛媛 刘敏

1.细菌体外药敏试验和耐药机制研究进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张丽

2.生物制剂体内药物监测方法与实践

北京医院 金鹏飞

3.基于药物基因组学和治疗药物监测的抗抑郁药个体化治疗实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果伟

4.肿瘤临床药师工作实践分享

北京积水潭医院 张威

5.抗肿瘤药物的治疗药物监测研究进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赵立波

6.精准药学在艾曲泊帕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中的初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左玮

7.免疫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的认识与管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延风

8.ADC药物的研究进展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张艳华

9.大剂量和标准剂量替加环素治疗ICU中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院内肺部感染临床疗效及

安全性病例对照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 白向荣

老年药学&天然药物&应用药理联合——老年药学与天然药物研究新趋势

主席/主持：陈孟莉 邹忠梅 崔冰 胡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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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年感染患者抗菌药物应用需要关注的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王睿

2.天然药物作用靶点发现前沿技术进展

北京大学 曾克武

3.药用真菌活性成分调控肠道菌群作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刘宏伟

4.多重慢病药物治疗管理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林厚文

5.桑枝总生物碱用于减重和NAFLD的新增适应症拓展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陈艳敏

6.激酶抑制剂与乳腺肿瘤干性及免疫逃逸关系初探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崔冰

药品综合评价——药品综合评价，助力健康中国

主席：林阳 王晓玲 战寒秋

1.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政策解读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领导

2.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指南要点及各地工作进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赵琨

3.循证药学证据生态系统的构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翟所迪

4.药品综合评价从单中心到多中心的探索与实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王晓玲

5.Parpi用于卵巢癌的临床综合评价

浙江省肿瘤医院 方罗

6.药品综合评价专委会“启航”项目启动仪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林阳

药物分析&药物化学&药物化学生物学联合——踔厉奋发，守正创新

主席/主持：李中军 胡琴 钟武 张金兰

1.USP7变构抑制剂的发现及其化学生物学研究

北京大学 曾克武

2.WHO疫苗国家监管体系（NRA）评估对于实验室质量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

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北京市疫苗检验中心） 李文东

3.透皮贴剂质量控制研究进展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马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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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池法溶出仪在特殊制剂的应用

力扬企业有限公司 赵宇

5.胶质母细胞瘤的细胞外基质新型靶点探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史微

监管科学与药物经济学——“创新、评估、价值”药物经济学与罕见病用药保障

主席/主持：史录文 岳小林 封宇飞 姜德春 杨毅恒 韩晟

1.罕见病高额用药保障-商业健康保险共付模式探索

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 林芳卉

2.罕见病多元保障的地方政策探索

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政策与技术评估中心 陶立波

3.基于中国人群的中医生命质量评价量表（CQ-11D）研制及与EQ-5D/SF-6D比较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 朱文涛

4.抗菌药物分级管理与集中采购合理用药的相关思考

北京大学药学院 海沙尔江·吾守尔

5.基于药物经济学医保支付标准形成逻辑

北京医药卫生经济研究会 范长生

6.真实世界用药规范、药品疗效与经济性分析--以血液肿瘤数据为例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李雪

7.抗肿瘤药物的经济学评估与价值挖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官海静

8.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药物制度对处方行为影响研究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郭志刚

药剂——科技创新发展 药剂护佑健康

主席/主持：王坚成 刘玉玲 郑爱萍 江华

1.基于系统生物学策略的纳米药物递送机理研究

北京大学 何冰

2.缓释咀嚼制剂技术的研发及应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李聪慧

3.用于慢性疾病治疗的纳米药物递送系统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 张爽

4.细胞焦亡纳米调控器用于肿瘤治疗

北京大学 陈斌龙

5.基于临床需求的改良型新药开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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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于Caveolin-1调控优化白蛋白紫杉醇与曲妥珠单抗在HER2阳性肿瘤中的治疗方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杨璨羽

7.新型高分子材料对多苦味组份中药的分子水平的掩味机制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杨艳芳

8.新一代肠道清洁剂的研究进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吴咏冬

9.心血管病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指南与实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方振威

10.中药山茱萸中化合物克赛德抗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开发

中日友好医院 连雯雯

11.特色医院制剂—湿疹喷雾剂药效学及机制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邱海莹

12.虫咬皮炎新制剂复方重楼凝胶的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张梦迪

13.药物剂型选择与临床合理用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刘宪军

制药工程——新时代下制药工程的创新与发展

主席/主持：焦立公 申琳

1.制药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思考

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 谢亚

2.化学药品上市后变更中的审评考虑

北京市药品审评检查中心 张苏

3.信息化在制药中的应用和挑战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刘珂

4.无菌药品生产设备风险控制

湖南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凡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