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1 届全国药品交易会
会议及活动一览
28 场论坛的 150 余个专报告，从政策与综合、市场营销&工商对接、零售终端、生物技术与
创新、中医药等多个领域，深入全面的解析当下的医药产业。

点击会议名称报名
会议名称

组织机构

时间地点

政策与综合
中国药品流通行业供给侧构性改革创新论坛（收
费）

主办：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国药励展

5 月 12 日 09:00-17:00
5 月 13 日 09:00-12:00
虹桥锦江大酒店
5 月 12 日 09:00-17:00

第四届 PHARMCHINA 营销高峰论坛（收费）

主办：国药励展、种子咨询

5 月 13 日 09:00-17:00
C0-03 会议室

商帅第十届医药行业发展高峰论坛——聚焦 4+7

2019 药品招标与医保准入政策解读高峰论坛（收
费）

主办：北大·商帅商学院

5 月 13 日 09:00-12:00

协办：国药励展、联众医药网

C0-02 会议室

主办：国药励展、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
瘤化疗专业委员会

5 月 14 日 13:30-17:00
802 会议室

承办：北京宏宇博通咨询有限公司
营销与市场
2019OTC 睛点案例分享会-药交会大健康智慧专

主办：国药励展

5 月 13 日 09:00-12:00

场

承办：凤翔传说

6.2 现场会议室 A

创新升级 向高质量发展进阶——2019 中国医药

主办：医药经济报

5 月 13 日 09:00-12:00

工商产业峰会

协办：国药励展

804 会议室

主办：国药励展
数据支持：IQVIA

5 月 13 日 09:00-12:00
702 会议室

首届医药代理商大会--新形势下医药代理商如

主办：智慧众赢承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5 月 13 日 09:00-17:30

何在夹缝中破局转型（收费）

协办：国药励展

C0-01 会议室

处方外流 DTP 发展论坛（收费）

主办：国药励展、医药云端工作室

2019 中国医药市场信息发布会

5 月 13 日 13:00-17:00
6.2 现场会议室 A

4+7 带量采购新医改背景下的医药营销模式转型

主办：国药励展、江西黄伟文咨询有限

5 月 13 日 13:00-18:30

升级高峰论坛（收费）

公司

803 会议室

主办：中国医药青英沙龙、国药励展

5 月 14 日 09:00-12:00

承办：和而智库、国耀圣康

C0-04 会议室

主办：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国药励

5 月 14 日 09:00-12:00

展

704 会议室

第五届中国医药 CSO 专业化发展论坛（收费）

药分享沙龙药交会上海站——4+7 对产业影响
PHARMCHINA 医药市场解决方案论坛暨营销论坛
之药交会站

主办：国药励展、思齐圈

5 月 13 日 13:00-16:30
C0-04 会议室

主办：中国医药青英沙龙、国药励展

5 月 14 日 13:00-17:00

承办：和而智库、国耀圣康

C0-04 会议室

【产品经理速成班】放眼未来，如何做好医药营

主办：思齐学院

5 月 14-15 日 08:30-17:30

销？（收费）

协办：国药励展

703 会议室

【区域产品经理速成班】读透中央战略，制定区

主办：思齐学院

域战术（收费）

协办：国药励展

5 月 14-15 日 08:30-17:30
803 会议室

主办：国药励展、中国医药电商专家委
员会
主办：国药励展、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
会

5 月 13 日 09:00-12:00
701 会议室
5 月 14 日 09:00-12:00
6.2 现场会议室 A

第十五届中国医药产品经理论坛（收费）

零售终端
风口再来，裂变在即---2019 年中国医药电商上
海论坛
PHARMCHINA 中国医药新零售高峰论坛
药店管理高峰论坛-----清同会“赋能”平台

主办：国药励展、清同会

5 月 14 日 13:00-17:30
6.2 现场会议室 A

中医药
第三届中国中药市场创新与合作论坛

主办：国药励展、瑞诺众德

5 月 13 日 13:00-17:30
C0-02 会议室

沪港药品及保健食品研讨会

主办：香港药行商会
协办：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5 月 13 日 14:30-16:30
5 月 14 日 10:00-11:45

生物技术与创新
主办：国药励展、中国技术交易所、中
2019（第十一届）国际医药创新与技术合作大会
暨中国药物研发高峰论坛

国药学会制药专业委员会
协办：医药商界、北京星美圣投资管理

5 月 14 日 08:30-17:00
702 会议室

有限公司
2019 年 3I（Innovation-IntelligenceInteraction）大会

主办：国药励展、生物谷

医研企协同创新模式论坛

主办：国药励展、新生源

第二届 PHARMCHINA 研创论坛
——4+7 环境下，医药行业的发展之路
2019 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和科技转化大会

5 月 14 日 09:00-16:00
701 会议室
5 月 15 日 09:00-17:00
C0-01 会议室

主办：国药励展、药酚享

5 月 13 日 09:30-16:30
704 会议室

主办：国药励展
协办：中国医药城

5 月 14 日 08:30-17:00
C0-01 会议室

专题工商对接
处方外流 DTP 黄金单品工商对接会（收费）

CSO 专场工商对接会（收费）

主办：国药励展、医药云端工作室

5 月 13 日 13:00-17:00
6.2 现场会议室 A

主办：中国医药青英沙龙、国药励展

5 月 14 日 09:00-12:00

承办：和而智库、国耀圣康

C0-04 会议室

主办：国药励展
支持单位：泽桥传媒

5 月 13 日 10：00-11：00
直播互动区

现场活动
展会直播——主题一：感受医药发展脉搏

展会直播——主题二：时尚中医药·新养生主义
展会直播——主题三：创新产品探索发现之旅
黑科技绿幕体验嘉年华

主办：国药励展
支持单位：泽桥传媒
主办：国药励展
支持单位：泽桥传媒
主办：国药励展
支持单位：泽桥传媒

5 月 13 日 13：00-14：00
直播互动区
5 月 13 日 14：00-15：00
直播互动区
5 月 13 日 09：30-16：00
5 月 14 日 09：30-14：00
直播互动区

企业活动
大健康产业“非药”转型创富论坛
万邦德制药集团介绍及研发布局与一致性评价
进展

主办:湖北九楚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82G18
主办：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72R46

《互联网+医药之终端应用研讨会》暨新老客户

主办：成都拜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答谢会

展位号：82Q05

基于市场价值及临床需求的产品立项及开发研

主办：北京科信必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展位号：72T05
主办：北京诚远佳信
展位号：72V29
主办:合肥国祯医药
展位号：72V07,08

讨会
药品注册申报策略及产品招商研讨会
儿童身高市场研讨暨爆品隆重上市会

5 月 13 日 13:00-17:00
701 会议室
5 月 13 日 13:00-17:00
702 会议室
5 月 13 日 13:00-17:00
802 会议室
5 月 14 日 09:00-12:00
802 会议室
5 月 13 日 13:30-17:00
C0-09 会议室
5 月 13 日 13:30-17:00
804 议室

地址：中国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 (崧泽大道 333 号)

中国药品流通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论坛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2 日 8:30-17:00、05 月 13 日 8:30-12:00

地

点：虹桥锦江大酒店（原虹桥喜来登上海太平洋大饭店）三层宴会厅

地

址：上海市长宁区遵义南路 5 号

会议费用：会议费（含场租费、资料费、翻译费、会议期间餐费等）： 会员单位 4 月 15 日（以到账日期为准）前汇款缴费 2600 元/人,4
月 30 日后汇款及现场缴费 2800 元/人。非会员单位:3500 元/人
报名方式：沈志强（15710090989）442641678@qq.com、李 丹（18600166246）99386070@qq.com
指导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主办单位：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
支持单位：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中药协会、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中国药师协会、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中国仓储协会、中国医药物资协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
战略合作伙伴：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会议简介：
本届大会紧紧围绕“新机遇、新内涵、新业态、新终端”的大会主题，安排了国务院参事对于 2019 年“两会”政策及新趋势解读，将着重对
行业创新发展、“4+7”药品集采及医保控费改革、基本药物制度对流通行业的影响等行业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
届时，拟邀商务部、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社科院等相关部门领导，国内外行业专家学者，各省、市自治区医药商业
（行业）协会负责人，全国药品流通行业销售排序前百位的药品批发、零售企业负责人，国内知名医疗机构负责人，国内外知名制药企业、IT
企业、医药供应链及相关服务企业负责人，新闻媒体等方面人士到会参加；同时诚邀全国药品流通和相关企业代表共同参与中国药品流通行
业供给侧改革创新盛会。
主持人: 袁泉，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Time/时间

8:30--9:30

Topic/主题

商业模式创新

Speaker/演讲嘉宾（姓名，单位/职务）

荆林波，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

9:30--09:50 2018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市场秩序司

9:50--10:30 以临床用药为导向的药物制度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药政司

10:30--11:00 实现药品追溯系统的互联互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

李文明，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秘书长、和君咨询
11:00--11:55 美国医药分销业变迁的中国启示
集团合伙人
主持人: 文德镛，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3:30--14:15

华润医药商业+互联网的思考与实践

14:15--15:00 探路医药流通模式创新--瑞康医药金融创新

刘群，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新渠道事业部总经理

范强旺，瑞康供应链金融事业部总经理

15:00--15:20 茶歇

“全溯”平台—以追溯为主线构建新一代医药管
15:20--16:05

耿永忠，国控上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体系

16:05--16:50 UDI 在医疗器械供应链转型升级中的价值

王剑，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主任委员

18:30--20:00 行业颁奖晚宴
主持人: 关晖，
翁卡咨询创始人

8:30--9:15

互联网+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机遇

于学政，辉瑞中国商务及关键客户部负责人

病人为中心理念在业务实践中的落实——胸痛
9:15--10:00

盛惊州，赛诺菲中国基层医药事业部总经理
中心助力流通企业能力提升

10:00--10:20 茶歇

10:20--11:05 罕见病管理渠道管理设想

丁侠，罗氏全国商务总监

11:05--11:50 健康物联网给流通企业的思考

张颖 阿斯利康中国数字化及商业创新副总监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革故鼎新 重装出发
第四届 PHARMCHINA 医药营销高峰论坛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2-13 日（两个全天）

地

点：C0-03 会议室

会议费用：2019 元/人 现场 2500 元/人
报名方式：李老师

18910498652 （微信同）

报名链接：http://event.31huiyi.com/1616718948

主办单位：种子咨询 国药励展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05 月 12 日（09:00-12:20）
0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2:00-12:20

专题一：两会后医药政策新周期下政府事务与
市场准入新局面
专题二：4+7 与辅助用药政策研判与药企营销
应对

耿鸿武，著名医改政策专家、九州通营销总顾问

郭新峰，南京乐药合伙人、医药政策与营销专家

专题三：2019 新一轮医药行业财务监管与税

刘梅，税务总监协会理事、医药企业合规、税筹

务稽查

与内控专家

医药 行业政策圆桌论坛会议
5 月 12 日（13:30-17:50）

13:30-14:30

14:30-15:30

15:30-16:30

16:30-17:30

17:30-17:50

专题四：以重塑产品营销价值为突破点推动企

史万奎，和君医药医疗事业部副主任、国家医药

业营销全面升级

流通十二五规划专家

专题五：DRGs 机制下的医院绩效考核制度变

左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营管理部副

革对处方药营销的影响

部长

专题六：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变革对处方药营销

左华，种子咨询医疗事业部总经理、医院管理咨

的影响

询顾问

专题七：医药新产品上市与后续产品循证医学
建设

彭矫燕，原卫材制药 CNS 事业部负责人

处方药营销圆桌论坛

5 月 13 日（09:30-12:00）

09:30-10:15

10:15-11:00

11:00-12:00

专题八：基层市场 3D 营销透析：终端、模式、 胡兵，资深医药营销顾问中国基层医疗卫生协会
产品
专题九：处方外流与合规化院外销售模式

发起人
李善伟，正大天晴集团渠道事业部北区负责人、
实战派院外销售专家

专题十：新市场环境下医药营销创新性解决方

牛犇，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常务理事长中国医药管

案

理协会专家委员

5 月 13 日（13:00-16:00）

13:00-13:45

专题十一：零售慢病产品控销法则

13:45-14:30

专题十二：新零售格局下 OTC 数据化管理

14:30-15:15

专题十三：医药新零售与“+互联网”

15:15-16:00

专题十四：医药系统营销之道

罗时璋，南京同仁堂总经理
李秉彧，资深 OTC 营销顾问、实战派医药营销
管理专家
丁立潮，和君咨询业务合伙人、战略运营与互联
网转型专家
王泓涛，著名医药品牌企业操盘手、医药营销模
式顶层设计师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商帅第十届医药行业发展高峰论坛——聚焦 4+7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09:00-12:00

地

点：C0-02 会议室

会议费用：免费
报名方式：https://d.eqxiu.com/s/8T0y60bt
主办单位：北大 · 商帅商学院
协办单位：国药励展、联众医药网

商帅商学院公众号、国药励展公众号以及线上其他渠道、线下参会报名

会议简介：
2019 年，4+7 带量采购进入关键执行期。
此前，带量采购一度被低估，如 30%降幅、价格不联动等，最后带量采购以平均 52%的降幅震撼资本市场。
在资本不看好的情况下，带量采购的价格联动趋势、国家对带量采购的后续推进、大连率先发布集采方案等，一再超出行业预期!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药品带量采购将坚定不移推进，下一步要逐步扩大区域和品种。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国家卫健委马晓伟主任也表示，“4+7 带量采购”还会进一步扩大范围，向全国推广，这项工作还要做下去……”
在“4+7”带量采购启动及其引发的蝴蝶效应的综合作用下，医药行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打乱了很多药企的战略部署同时，企业还
面临种种挑战与抉择，医药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4+7”后药品研发应该如何成功立项？
2019 医药目录又将有何种调整？
“4+7”对行业的深远影响及其趋势是什么？
2019 年药企将如何思考自身的转变以迎接挑战？
在仿制药未来的格局中，中小企业还有机会吗？
……
面对这些这些亟待解决的困惑与疑问，药企需要迅速调整应战对策，找到解决之路。
第 81 届全国药品交易博览会将于 5 月 13-15 日 在上海举行，商帅商学院携多名医药行业著名实战讲师现场为医药企业解决医改政策后如何
贯彻政策与落地执行， 本届药交会主办方国药励展将深度与商帅商学院合作，为全国医药行业企业及企业家带来全新的高度平台。
商帅商学院，成立于 1999 年，专注于医药企业家高端培训。
为了帮助医药企业家更好的了解医改新政策，把握发展新方向
5 月 13 日在上海药交会期间于 8.2 场馆 C0-02 会议室举办《医药行业政策解读——改革与发展》专题论坛
届时，多位行业专家将莅临出席并做专题演讲，联合全国药品交易博览会和国药励展，持续传递医药行业发展的最强音。

Time/时间

09:00-09:50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4+7 后药品研发如何立项、2019 医药目录调

张自然，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会长兼政策

整预判

法规委员会主任、医学博士

09:50-10:40

未来中国政策走向与医药行业的应对与发展

10:40-11:30

非常 4+7 对行业的影响及趋势预判

11:30-11:40

严管医疗环境下，医疗人的新方向

11:40-11:50

药械企业如何做好新媒体营销

宋明，商帅教育集团董事局主席、商帅商学院
院长
耿鸿武，资深医药界专家、九州通医药集团业
务总裁
卢建萍，湖南省广和药业（器械）有限公司总
经理
柯小芳，武汉药联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联
众医药网创始人
张志强，库贝尔生物（835236）创始人、董事

11:50-12:00

iOSS 爱丽思标准化检验科项目合伙人招募会

长、中国基层医院 iOSS 标准化检验科创始人 、
北大 · 商帅大健康企业家后 EMBA2 期学员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专家简介：（按日程顺序排列）
张自然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会长兼政策法规委员会主任、医学博士

宋明
商帅教育集团董事局主席、商帅商学院院长

耿鸿武
耿鸿武
资深医药界专家
九州通医药集团业务总裁

2019 药品招标与医保准入政策解读高峰论坛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4 日 13:30-17:00

地

点：802 会议室

会议费用：2600 元/人，3 人及以上优惠价格 2080 元/人
报名方式：成艳，18755277860
主办单位：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化疗专业委员会、国药励展、北京宏宇博通咨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宏宇博通咨询有限公司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13:30-14:10

专题一、国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配套政策

罗力教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4:10-14:50

专题二、带量采购药品的使用管理

吴文辉处长，上海市卫健委药政处

14:50-15:30

专题三、药价谈判与医保目录准入

15:30-16:10

专题四、招标采购

吴久鸿教授,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
心
吴朝晖主任，原浙江省卫健委药政处处长、现
浙江省健康监测与评价中心主任

16:10-16:50

专题五、两票制和药品监测评价

傅鸿鹏教授，卫健委发展研究中心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专家简介：
罗力
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主要从事系统理论和应用研究，研究方向以健康服务领域的大数据分析为主，致
力于卫生政策、规划和绩效管理的循证决策。主持过 1 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世界
卫生组织卫生政策联盟、卫生部、教育部、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卫生局等资助课题 30 余项，参与卫生部行业基金、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还和地方政府、基金会、医院合作开展课题 20 余项。出版
著作 1 部，主编著作 1 部，合著著作 1 部，参与撰写著作 6 部。发表第 1 作者论文 54 篇，通讯作者论文 43 篇。研究
成果被卫生部、上海、江苏、山东、湖北、河北、陕西、浙江、福建、贵州等地(部门)应用于政策实践，作为第 1 完成
人获得 2012 年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二等奖，作为第 2 或第 3 完成人历年获得省部级一等或二等科研奖励 7 项。

吴文辉
处长，上海市卫健委

吴久鸿
博士，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原解放军 306 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国务院政府特贴专家，军事医学科学院、第四军医大学
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药学院客座副教授。中国药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
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中药协会循证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全军中药专业委员会副主委;总装备部药学专业委员会主委。主持五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军队"十一五"杰出人才基金，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SCI 收载 30 余篇)，主编著作两部，参编著作多部。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美国专利 1 项。研究成果 2004 年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第八届"吴杨奖";2005 年当选"首届中国中医
药十大杰出青年"。担任《中国药学杂志》、《中国天然药物》、《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等十二本杂志编委，
《药品评价》杂志副主编。国家发改委、国家社保部、SFDA 等部门评审与咨询专家。

吴朝晖
浙江省药品监测评价中心主任，原浙江省卫健委药政处处长

傅鸿鹏
博士，研究员，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药政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医药政策研究。

2019OTC 睛点案例分享会-药交会大健康智慧专场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09:00-12:00

地

点：6.2 现场会议室 A

会议费用：免费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8181637
主办单位：国药励展
承办单位：凤翔传说整合营销服务机构
会议简介：
大健康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积累了越来越多具有营销思维、充满创意力量、拥有多元价值的实战案例。为了进一步探索医药行业特色的创
新营销方法和案例，让更多的医药品牌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为大健康行业发展树立标杆。由国药励展主办，凤翔传说整合营销服务机构
承办的“第 81 届全国药交会，凤翔传说杯大健康行业实效营销睛点案例分享会”于 5 月 13 日上午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藉此，共同记录不断发展的医药行业，通过分享代表未来趋势的实战睛点案例来共同分享智慧之电、营销之法、商业之道！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创新升级 向高质量发展进阶
——2019 中国医药工商产业峰会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09:00-12:00

地

点：804 会议室

会议费用：免费参会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7444693
主办单位：医药经济报
战略合作单位：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国药励展
媒体支持：米内网、21 世纪药店、医师在线
会议简介：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表述，标志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医药产业与国民经济同行，动力与
压力并存：宏观环境动荡，医药改革深化，部委机构改革、医保控费、新版基药目录、一致性评价、4+7 带量采购、药店分类分级管理等
政策落地，医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高质量发展成为行业主旋律。
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预测，2019 年中国医药经济运行将呈现四大特征：医药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控费和招采新
政改变市场格局和模式，创新和合规成行业发展新主流，业外资本进入改变竞争格局。面对深刻变化的宏观环境，如何把握行业发展趋势，
实现创新升级，向高质量发展进阶，成为全行业竭力探索的问题。
局势风云变幻，行业如何破局？2019 年 5 月 13 日，由医药经济报主办、上海医药集团战略支持、国药励展协办的“创新升级 向高质量
发展进阶——2019 中国医药工商产业峰会”将以平台思维为出发点，携手行业精英，共商发展大计，共谋产业未来。

Time/时间

09:00-09:05

Topic/主题

开场介绍

Speaker/演讲嘉宾

主持人
夷征宇，上海医药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
长

09:05-09:20

会议致辞

吴少彤，广州标点医药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顾浩亮，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09:20-10:00

2019 年中国药品集采趋势

耿鸿武，清华大学老科协医疗健康研究中心执
行副主任、医药政策研究专家

新医保局主导带量采购大背景下我国医药市场

张步泳，广州标点医药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变局

理、米内网总经理/首席研究员

10:25-10:55

仿创时代，中国医药工业营销创新进阶

顾浩亮，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0:55-11:15

新中药的时代内涵与价值探讨

11:15-11:55

2019 年中国医药政策热点分析

11:55-12:00

会议总结、闭幕

10:00-10:25

徐胜，中华国医药文化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兼秘
书长、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张自然博士，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会长兼
政策法规专委会主任
主持人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2019 中国医药市场信息发布会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09:00-12:00

地

点：702 会议室

会议费用：免费参会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7390152

主办单位：国药励展
数据支持：IQVIA
会议简介：
作为国内医药制剂、健康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的贸易合作、资源嫁接、交流学习平台，第 81 届全国药品交易会（PHARMCHINA）将于今
年五月如约而至。一如往年，IQVIA 今年也将在药交会上举办医药市场信息发布免费专场，为医疗健康企业带来最前沿的行业洞察，解码
医药市场发展动态，助力企业做出最优市场决策，释放商业潜能。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IQVIA 艾昆纬 2019 中国医药市场信息发布会
09:00-09:20

合作共赢：IQVIA 整合性解决方案，成就企业

郭彤 Tong Guo， IQVIA 艾昆纬中国区商务

卓越价值

发展副总裁
王玲 Linda Wang，IQVIA 艾昆纬中国区商务

09:20-10:00

情报聚焦：2018 年中国医药市场全景扫描

10:00-10:40

政策解析：4+7 政策对药企的影响和应对之策

徐莹 Estelle Xu, IQVIA 艾昆纬管理咨询总监

战略布局：优化产品组合管理，解码海外发展

陈劲豪 Howard Chen, IQVIA 艾昆纬管理咨

新趋势

询总监

数字化浪潮：拥抱数字化机遇，赋能药企持续

俞晓毅 Spencer Yu, IQVIA 艾昆纬数字化产

增长

品销售负责人

10:40-11:20

11:20-12:00

运营副总裁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专家简介：
郭彤 Tong Guo, IQVIA 艾昆纬中国区商务发展副总裁
郭彤博士现任艾昆纬研发大中华区商务发展副总裁，主管艾昆纬研发大中华区商务发展业务。郭彤博士曾任艾昆纬亚
太及非洲生物统计执行总监，负责艾昆纬生物统计全球欧美以外的离岸团队及交付业务。郭彤博士曾获加拿大麦吉尔
大学生物统计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具有近二十年的国际大制药公司新药研发经验。曾任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北京国
际研发中心，数据科学与分析亚太总监；上海康德保瑞医学临床研究有限公司副总裁，临床信息及 FSP 业务部门负责
人；高知特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生物统计及生命科学 BPS 部门主管；美国百时美施贵宝主任生物统计师及美国强
生研发总部生物统计师；并在加拿大麦科马思特大学心血管项目中心及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从事过研究工作。主持过
多个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统计设计及分析。特别是对生物统计及大数据分析在生命科学及新药研发上的应用方面颇
具建树。

王玲 Linda Wang, IQVIA 艾昆纬中国区商务运营副总裁
王玲女士是艾昆纬中国区商务运营部副总裁。她对医疗行业中的销售、市场以及行业监督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中
国医药以及医疗器械领域有超过 24 年的深入研究。在公司任职期间，她与多家医疗公司保持稳定合作，经验资深。王
玲女士曾任职于瑞典 Gambro 医疗销售有限公司，担任市场部主管长达 5 年，主要负责市场调研、投资组合、监督以
及培训。在此之前，她还曾供职于葛兰素史克，吸取经验。王玲女士是交通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本科毕业于华西医

科大学。

首届医药代理商大会--新形势下医药代理商如何在夹
缝中破局转型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09:00-17:30

地

点：C0-01 会议室

会议费用：500 元/人（含参会费、资料费、茶点费）
报名方式：朱跃男：13366075345
主办单位：钢镚咨询、国药励展
承办单位：智慧众赢
协办单位：徐州锐沃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钢镚商学院、健时局
会议简介：
展望 2019 年，一方面，在医保控费、带量采购、一致性评价等政策影响下，药品价格下降压力较大，且新药研发投入较大导致企业生
产成本提高，医药行业利润增速或将继续下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以及疾病谱的改变，
行业需求持续上升。预计 2019 年，医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将达到 8%左右；主营业务收入将达到 27830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约 15%。
也就是说，2019 年的医药行业，威胁与机会共存，悲观与希望同在。随着医药行业的快速洗牌,零散的医药代理商从业的温床将就此消
停。但因为行业的发展与市场的需求，医药代理行业作为医药行业中的子行业，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长期存在。
然而，面对两票制、营改增，一致性评价与带量采购等政策响下，代理商与工业合作的可持续性，该如何开展；医保与医疗体系的
医保控费，临床路径，辅助用药大限等体制下，代理商与工业合作的营销与市场战略该如何定位或调整；金税三期，税务稽查力度不断
加大的高压下，代理商该如何合理处理财税与票据问题，如何规避法律风险；专业化转型的道路上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搭建
专业化队伍的培训体系，制定学习计划；如何靶向标外市场的布局与营销？
故此，钢镚商学院联合国药励展，与 2019 年 5 月 13 日上海推出《新形势下医药代理商如何在夹缝中破局转型》行业主题论坛。本次论
坛将从政策应对、工业合作、医院关系、财税合规、专业化学术转型、处方外流、双跨产品操盘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与解读，为医
药代理商转型提供探讨方案及借鉴思路。同时，通过在本平台上的学习交流、互动分享，实现医药招商与代理的互补互通，助力医药代
理转型新方向。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医药代理商如何在夹缝中破局转型
09:00-09:05

嘉宾致辞

TBD

刘老师，《从 0 到 100 医药营销实战攻略》
09:05-10:05

带量采购、两票制对医药行业的深刻影响与医
药代理商未来发展趋势

主要作者、中国医药教育学会自我保健与药
疗指导委员会委员、“赛柏蓝”高级顾问，
成都国际医药港战略顾问、医生经济人平台
创始人、湖南多德联合医疗有限公司董事
尹老师，中国药科大学毕业 1998 年参加工
作。先后供职于中美华东、海正药业、京新

10:05-11:05

“高开”模式下医药代理商与招商工业的新型

药业、康恩贝、昆药集团等企业。历任生产

战略合作

技术员、销售代表、省区经理、产品经理、
市场部经理、销售总监及事业部总经理等岗
位。

11:05-12:00

医药代理商像院长一样思考——药占比、医保
控费等政策下问题分析与应对

左老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管理咨询中
心高级咨询顾问、武汉奇佐医院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总经理

午餐时间 12:00-13:30

医药代理商如何在夹缝中破局转型
张老师，20 年财务核算及管理经验、云南省
13:30-14:30

医药代理商财税、合规与法律风险规避研讨与
策略解析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专家顾问库成员、多家医
药企业财务及战略顾问、中国企业财务管理
协会五星人才、“医药行业财税合规研究院”
特聘顾问

14:30-15:30

15:30-16:30

医药代理商专业化转型与学术队伍培训体系搭
建
代理商成功转型案例研讨沙龙

王老师，王 P 咨询创始人、独立开发《王 P
学术推广系列课程》11 门并已获得国家版权
局注册
五家优质医药代理商代表
胡老师，海川会副会长&药品分会会长、中

16:30-17:30

标外市场-民营医院、诊所、药店的战略定位于

国医药兄弟联北京分会长、米内论道、医药

布局解析

精英俱乐部特约专家讲者、基层医疗卫生协
会发起人、常春藤高端医生联盟企业分会长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专家简介：
刘老师
《从 0 到 100 医药营销实战攻略》主要作者，中国医药教育学会自我保健与药疗指导委员会委员，“赛柏蓝”高级顾问，成都国际医药
港战略顾问，医生经济人平台创始人，湖南多德联合医疗有限公司董事。

尹老师
中国药科大学毕业，1998 年参加工作。先后供职于中美华东、海正药业、京新药业、康恩贝、昆药集团等企业。历任生产技术员、销售
代表、省区经理、产品经理、市场部经理、销售总监及事业部总经理等岗位。从基层做起，始终工作在业务一线，专注于处方药自营及
招商管理领域，对处方药销售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团队及客户管理的心得体会。

左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管理咨询中心高级咨询顾问，武汉奇佐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老师
上海默雍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执行董事，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五星人才，授课经验十余年。授课对象包含企业负责人、财务工作人员、
高等院校学生等，深受学员好评。
财务管理工作经验 20 余年、企业内控及综合咨询工作经验 10 余年；担任云南经管院等多所院校特聘讲师及创业专家导师，并任多家中
小企业尤其是医药企业的财务顾问、独立董事，联合研讨及开发医药行业“两票制”合法及有效性商业模式。
认为医药行业的财务合规意识应首先从企业负责人、高管开始，而非仅仅面向市场总监、商务负责人、财务经理等管理人员。只有让企
业负责人认识到行业合规在前，才会有意识支持公司管理人员安全、有效地带动企业盈利。

王老师
王 P 咨询创始人，现药脉通副总裁。11 年外企一线经验，曾任辉瑞高级地区经理，赛诺菲大区经理。独立开发《王 P 学术推广系列课程》
11 门并已获得国家版权局注册。独立开发医药企业地区经理学术推广管理课程 11 门，填补了地区经理职业晋升教育辅导的行业空白。

胡老师
原沈阳协合集团总裁，海川会副会长&药品分会会长 ，中国医药兄弟联北京分会长，米内论道、医药精英俱乐部特约专家讲者，基层医
疗卫生协会发起人，常春藤高端医生联盟企业分会长。

处方外流 DTP 黄金单品工商对接会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13:00-17:00

地

点：6.2 现场会议室 A

会议费用：200 元/人
报名方式：https://cn.mikecrm.com/3zhyG0Y?from=groupmessage
主办单位：国药励展、医药云端工作室

会议简介：
在医药分开、4+7 集采等政策相互作用下，处方外流将持续加剧，公立医院已非唯一的目标市场，院外广阔市场存在大量机会，医药营
销方式需要向全渠道布局。药企亟需找到能够操作院外市场的客户，但从实践来讲，并非所有品种都能够流出到院外，也不是从事医药
代理的客户都能操作院外销售，这需要有专门的品种筛选、处方外流方式与路径选择、院外售点筛选、处方承接等来为工业客户设计一
整套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如果有适合于处方外流的品种与专业代理商进行精准匹配、无缝对接，那么处方外流项目将能在策略上、
实际操作上发挥出更大价值。
本次 DTP 黄金单品工商对接会计划用内容（专家讲解筛选品种方式及处方外流的操作技巧）+产品吸引工业和代理商参与，进行资源对
接。工业客户可通过产品筛选+会议内容+产品路演+会议展示的方式获取精准目标客户；而代理商则可以通过项目运营方的筛选服务+
会议内容+展会沟通来找到具有市场竞争力、符合 DTP 操作的产品。对接会将邀请 50 个相关品种的厂家，召集 200 人以上的代理商参
与其中。降低各方交易成本、沟通成本，各取所需。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13:00-13:30

签到

13:30-13:40

主席致辞

13:40-14:20

处方外流的新变化、新方式、新布局

14:20-14:35

项目路演 1

TBD

14:35-14:50

项目路演 2

TBD

14:50-15:30

符合处方外流的 DTP 黄金单品筛选方式

王海林，药筛创始人、杭州咸达数据总经理

15:30-15:45

项目路演 3

TBD

15:45-16:15

DTP 院外销售操作技巧与案例分享

郑佩，处方药零售一线实操专家

TBD
涂宏钢，医库软件公司董事长、著名移动医
疗数字营销+合规专家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专家简介：
涂宏钢
医库软件公司董事长,著名移动医疗数字营销+合规专家，为多家百强医药工业定制数字营销策略并成功实施，致力于医生端及患者端的
研究及建设，操盘多个处方药零售落地实战案例令业界叹服！

郑佩

处方药零售一线实操专家，多年医药行业营销历程。具有丰富的处方药零售运营管理经验。目前负责某省千余家泛 DTP 药房（院边店、
DTP 药房）业务。以平均 30%的增速实现处方外流，2018 年业绩过亿元。

王海林
药筛创始人，杭州咸达数据总经理，现从事医药行业数据研究，曾服务于多家国内知名制药企业，负责药品营销管理。

4+7 带量采购新医改背景下的医药营销模式转型升级
高峰论坛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13:00-18:30

地

点：803 会议室

会议费用：收费
报名方式：黄伟文：13979104266
主办单位：国药励展、江西黄伟文咨询有限公司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13:00-13:30

签到

13:30-14:30

《OTC 控销第三终端省总高绩效管理之道》

黄伟文，资深医药营销专家

14:30-15:30

《优秀的医药产品经理是企业自己培养出来的》

董继业，知名医药营销专家

15:30-16:30

16:30-17:30

17:30-18:30

18:30-19:30

《营销变革背景下商务体系重构及商业动销上
量》
《从终端动销到终端共赢的推广策略》
《4+7 带量采购下 DTP 院外操作模式及动销上量
策略》
《新医改背景下上海基层医疗市场的机遇与挑
战》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张善果，知名医药营销专家

戴世海，知名医药营销专家

楚世涛，知名医药营销专家

赖京，基层医疗营销专家

专家简介：
黄伟文老师
黄老师，现为江西黄伟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暨《黄伟文频道》创始人兼 CEO。
多家知名医药媒体专栏作家、多家知名医药培训机构签约高级培训讲师。江西医药学校等多家医药院校特聘讲师。
截止 2018 年底服务过的培训咨询企业超过 300 家。

董继业老师
董老师，曾就职于仁和集团、哈药集团等多家 OTC 控销企业、OTC 品牌药企和处方药企业，历任医药代表、地区
经理、大区经理和市场总监、营销总监、营销中心总经理等职务。擅长营销模式、产品定位、品牌规划、销售管理、
战略规划咨询，曾为多家上市集团、品牌 OTC 企业、普药企业和处方药企业提供营销咨询及培训服务。
《黄伟文频道》首席顾问。

张善果老师
张老师，从事医药营销 21 年，历经生产企业、医药商业和医药连锁，从营销实务到营销管理，从营销管理到营销
策划，从营销策划到营销战略，至下而上从基层成长。先后从事过甲方、乙方、第三方，成为医药营销的资深实操
专家。
现任《黄伟文频道》首席顾问暨特聘讲师、《深圳三九医贸》企业顾问、《阜丰集团》首席知识官。《宛西制药》
营销顾问、《药企五个一体化》营销理论创立者、英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戴世海老师
戴老师，原仁和药业市场总监、仁和医药零售商学院执行院长、江西省医药学院特聘讲师、江西财经大学国贸学院
特约职业辅导老师。专注医药 OTC 终端营销推广策划、终端营销培训和全渠道终端推广项目咨询并提供落地实战
辅导。
《黄伟文频道》首席顾问。

楚世涛老师
楚老师，工商管理硕士、实战派营销专家；《黄伟文频道》首席顾问、《医药营销与管理》、《医药经济报》、《中
国药店》、《21 世纪药店》报、《中国医药联盟》、《消费者导报》等媒体专栏作者、GLC 营销理论首创者。
近 20 年始终奋斗在市场一线，从代表到高管，具有丰富的营销与管理经验，对医药各渠道营销落地都有深入的研
究。

赖京老师
赖老师，基层医疗营销专家，深耕上海医药市场 16 年，历任济民可信上海商务经理、社区分公司经理、招商副总，
现为济民可信上海社区省公司总经理

第五届中国医药产品管理大会
暨第五届中国医药 CSO 专业化发展论坛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4 日 09:00-12:00

地

点：C0-04 会议室

会议费用：提前报名 100 元/人，5 月 9 日至开始前 200 元/人，现场报名 300 元/人
报名方式：www.yyscb.com
主办单位：中国医药菁英沙龙、国药励展
承办单位：国耀圣康、和而咨询
媒体支持：药品招标信息网、药代通、米内网、医药市场部网
会议简介：
中国医药流通秩序自 80 年代医疗体制改革以来，至 2018 年止三十几年未有质变。4+7 带量采购和即将随之而来的国家集中招标采购，
将完全重塑医药流通的逻辑、渠道和价值链，带来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一轮洗牌潮的到来，迫使企业对成本、利润、渠道、队伍做出重新评估。而在这场跨越院内外、跨越医保覆盖的竞争中，专业化的医药
CSO 团队将如何在产品价值回归和医疗本质回归的新格局下发挥自己的作用？
2019 年 5 月 14 日上午，菁英沙龙邀您共聚上海，共飨第五届中国医药 CSO 专业化发展论坛，共同探讨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医药 CSO
的专业化发展之路。

Time/时间

Topic/主题

环节一

Speaker/演讲嘉宾

逻辑重构下的营销创新（9:00-10:10）

09:00-09:05

主持人会议介绍

窦

09:05-09:10

致辞：医药流通的逻辑重构

刘纯一，菁英沙龙理事长

09:10-09:40

渠道重构下的营销创新

汪

涛，北京万户良方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合伙人

张

轩，海思科医药集团销售总监

09:40-10:10

迎接变局——由点到线及面驱动销售
升级
环节二

10:10-10:40

勇，赛升药业营销总监

工商对接环节（10:10-10:40）

工商对接环节产品展示
环节三

CSO 专业化发展转型之路（10:40-12:00）

10:40-11:10

CSO 模型的结构性升级和操作思路

徐

鑫，卓越医药集团 BD

11:10-11:40

CSO 终端合规转型实践之思考

罗开瑞，武汉圣启悦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11:40-12:00

圆桌访谈：逻辑重构下的 CSO 专业化发展转型之路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专家简介：
窦

勇

窦勇，【演讲嘉宾简介：窦勇，执业医师、深耕处方药营销管理 20 余年，历经药道变迁，成为业内知名一线营销实操
专家。早期在罗氏、葛兰素威康、美国华生等外企，从医药代表不断成长到大区经理，后在嘉林、绿叶、奥萨担任营
销总监、营销副总等职，带领团队创造了心血管产品在全国市场单品连续多年持续增长的优异业绩，广受赞誉。是《医
药经济报》知名医药新媒体特约撰稿人。】

汪

涛

北京万户良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资深医药职业经理人，拥有医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双硕士学位，同时具有执业医师和执业药师双执业资质；曾在多
家外企、国企担任营销及企业负责人，是行业内知名的企业操盘手，成功运作过多个国内著名品牌，积累了丰富的企
业和营销管理经验。

张

轩

张轩
上海交通大学 制药工程硕士

上海现代制药从事临床销售，舒泰神负责推广东区大区经理及华东区大区经理，云南昊

邦制药 华东大区经理 海思科 招商七部总监，等级医疗事业四部总监，目前任创新药销售部总监负责中国首个自主化
合物静脉麻醉药。从事过一线临床销售、商务、推广、及精细化招商团队组建工作。

徐

鑫

壹创会联合创始人
卓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卓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BD 总监
美欧斯医疗科技、火原资本、中惠保险经纪公司医疗保险事业部合伙人
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士
医药行业及资本领域的专业人士，医药整合与创新专家。创立“医疗+保险”的专业化服务平台，致力于建立医疗领
域执业医师保险及医疗保险的标准化服务和医疗生态圈的资本化运作。

罗开瑞

罗开瑞

武汉圣启悦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博士 曾在天士力、施慧达、深圳奥萨、山西千汇药业担任高管

或操盘手，既有丰富的甲方运营管理经验，又兼具乙方全国及区域代理产品的卓著实操战绩。

药分享沙龙药交会上海站——4+7 对产业影响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4 日 09:00-12:00

地

点：704 会议室

会议费用：免费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7438574
主办单位：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 国药励展
媒体支持：医药地理 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世界临床药物
会议简介：
自 2018-2019 年，医药产业在多重政策影响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样孕育一定的机遇。我们将从政策、研发、市场、投资等多个
角度，共同探讨产业政策影响及未来走势。

Time/时间

09:20-09:50

09:50-10:20

10:20-10:50

10:50-11:20

Topic/主题

话题 1：4+7 政策各地实施进展及展望
话题 2：4+7 对医药市场影响分析及内外资企
业应对策略探讨
话题 3：4+7 等相关重要医药政策对医药产业
投资趋势影响
话题 4：一致性评价工作进展及展望【新药研
发监测数据库发布及功能介绍！】

Speaker/演讲嘉宾

郭新峰，产业政策专家/南京乐药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盛杨佶，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咨询总监

证券公司，首席分析师

李鸿杰，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信息研究员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PHARMCHINA 医药市场解决方案论坛
暨营销论坛之药交会站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13:00-17:00

地

点：C0-04 会议室

会议费用：提前报名，免费参会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8125083
主办单位：国药励展、思齐圈
会议简介：
药交会期间最具人气、最具品牌影响力、最具学习价值的公益论坛。
内容专注于行业趋势下的企业战略，治疗领域里的产品推广，实践过程中的技能运用，
创新领域的案例分享。本论坛对医药/器械企业的免费开放，旨在提供一些跨公司跨领域的观点与相对应的专业知识，以助推企业的成长
和行业的发展。
营销论坛由高管+讲师+专家带来精选主题演讲，行业同仁可免费参与，打造专业、有效、有趣的学习方式，丰富培训类型。由现场分享
+视频回放形式组成，行业内全媒体整合传播，实现百万+行业人集中关注。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13:00-13:30 后 4+7 时代医药产品的市场策略

TBD

13:30-14:00 营销创新升级开启医药生命新周期

TBD

14:00-14:30 互联网+医学教育助力医疗企业精准营销

TBD

14:30-14:45 医药智能安全溯源解决方案应用

TBD

14:45-15:15 “以患者为中心”的创新市场活动

TBD

15:15-15:45 创新药如何做精准营销

TBD

15:45-16:15 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探索和实践

TBD

16:15-16:45 广阔医药市场的可持续业务模式探讨

TBD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第十五届中国医药产品经理论坛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4 日 13:00-16:30

地

点：C0-04 会议室

会议费用：提前报名 100 元/人，5 月 9 日至开始前 200 元/人，现场报名 300 元/人
报名方式：www.yyscb.com
主办单位：中国医药菁英沙龙、国药励展
承办单位：国耀圣康、和而咨询
媒体支持：药品招标信息网、药代通、米内网、医药市场部网
会议简介：
游戏规则的改写已经从简单的腾笼换鸟到进一步重塑医药流通的逻辑、渠道和价值链，无论是制药企业还是医药 CSO 企业，产品管理即
将是企业发展与存亡的核心。抛却过度营销和虚假营销，关注医患需求，回归医疗本质，将是企业谋求专业化产品管理面临的重要思考
和挑战。
2019 年 5 月 14 日下午，菁英沙龙邀您共聚上海，共飨第十五届中国医药产品经理论坛，共同探讨回归本质、回归初心的学术推广。
主持人:王洪超 ，菁英沙龙副理事长，五研医疗董事总经理

Time/时间

Topic/主题

环节一

品牌药企营销创新（13:00-14:45）
王洪超 ，菁英沙龙副理事长、五研医疗董事

13:00-13:05

主持人会议介绍

13:05-13:10

致辞：关注医患需求 回归医疗本质

13:10-14:00

总经理

打造强大口服中成药产品品牌的关键成功要
素

14:00-14:30

深度对话，找出客户的真正需求

14:30-14:45

茶歇
环节二

Speaker/演讲嘉宾

林

鑫 ，菁英沙龙副理事长、国耀圣康市场

部医学总监
杨传俊，现任北京红太阳药业总经理
仲崇玉 ，现任思谟医药咨询首席顾问兼总经
理

零售终端理念变革（14:45-16:15）

14:45-15:15

从数字和案例看中国医药发展逻辑

15:15-15:45

从大数据挖掘临床需求

15:45-16:15

精准学术推广体系，与代理商共赢未来发展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张修宝，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市场总监
刘东亮 ，广东众生医药贸易有限公司市场医
学部总监
李茜茜， 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专家简介：
杨传俊
教育经历
• 上海同济大学临床医学学士
•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药理学硕士
•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MBA
工作经历:
• 25 年在跨国企业及国内上市公司营销管理经验。在处方药、OTC 及基层市场营销策划及品牌建设方面具有丰富
的实战经验。成功策划和管理过美施康定、舒利迭、通心络、连花清瘟、小儿清肺化痰颗粒、藿香正气软胶囊、清
开灵软胶囊等知名品牌。
• 曾任在安进中国公司担任销售代表
• 在北京萌蒂担任过产品经理及市场部经理
• 在 GSK 市场部担任过高级产品经理
• 曾任以岭药业营销副总
• 曾任神威药业市场总监、营销副总、集团副总裁
• 现在任北京红太阳药业总经理

仲崇玉
仲崇玉，现任思谟医药咨询 首席顾问兼总经理，专注于医药行业的系列微咨询项目
曾任法国爱的发（Ethypharm）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法玛林珂中国区市场与销售总监
诺华山德士制药 市场总监，BU head
欧加农制药 中国区销售与市场总监
荷兰欧加农 亚太地区市场副总监
《销售与市场》杂志的系列文章；
出版《做自己的教练，医药代表的五把利剑》（企业管理出版社）；

张修宝
张修宝，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市场部总监，高级医药信息研究员。
致力于医药信息研究工作 15 年，持续多年为国内医药工业、商业企业、投资机构提供医药信息咨询服务和信息协
助，涉及药品研发立项、市场调研、企业战略、政策咨询、上市融资、产业规划等项目，具有丰富的行业研究经验。

刘东亮
广东众生医药贸易有限公司市场医学部总监，长期执于中成药、化学药的专业化推广，对中成药大品种培育有丰富
的经验。

李茜茜
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负责麻醉镇痛系列招商产品的市场推广工作以及公司慢病产品自营团队的学术
工作，之前在招商企业从事产品管理工作，并在礼来公司从事数年销售工作，对招商企业学术工作与自营体系学术
工作开展有一定的思考和见解。

第十五届中国医药产品经理论坛—【产品经理速成班】
放眼未来，如何做好医药营销？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4-15 日 08:30-17:30

地

点：703 会议室

会议费用：4998 元/人
报名方式：http://www.siqiquan.org/Home/ActivityDetail?activityId=1020#
主办单位：思齐圈、国药励展
会议简介：
【产品经理速成班】放眼未来，如何做好医药营销？
1. 有效的找到未来 5 年市场动态，并学会深挖未被满足的现状
2. 建立品牌营销管理思路，回归患者本质
3. 产品（品牌）经理，核心能力之一是什么？应该是基于市场洞察的产品定位。
4. 市场洞察，从何处洞察，如何洞察？有没有方法论？如何思考，如何应用？如何练就一双慧眼？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开场：医药市场运作基本原理
· 行为与观念关联性
08:30-10:20

章节一 数据分析基本原理
· 市场数据分析的作用和重要性
· 数据分析基本原则和分析步骤
· 数据分析方法论

张学梅：思齐讲师

章节二 销售结果数据分析
· IMS 与 CPA
10:30-12:00

· 结果数据分析步骤

张学梅：思齐讲师

· 内外部数据交叉分析
· 医院数据的矩阵关联分析

章节三 销售执行与绩效关联
· 销售过程数据介绍
13:00-15:00

· CRM 系统与 SFE 数据关联

张学梅：思齐讲师

· VOC 报告中关于 SOV 数据
· 绩效分析的交叉映射

章节四 数据与 SWOT 关联
15:10-17:30

· 分析数据导入 SWOT 分析
· SWOT 与关键成功因素

张学梅：思齐讲师

· 学习心得与跟进计划
章节五 深刻理解产品策略
· 市场活动策划依据是来源于区域产品生命周
期
9:00-10:20

· 构建区域产品生命周期的产品推广平台

苏郁：思齐讲师

· 构成推广平台的三大支柱项目
· 产品生命周期中的 3M
· 品牌的成功路径种的市场活动
章节六 区域市场活动设计对应于区域产品生
意来源
· 区域市场人员的 5 大关键功能
10:30-12:00

· 从 6 大关键市场分析要素中找到区域品牌增

苏郁：思齐讲师

长的杠杆点
· 从宏观患者流到微观患者流的生意落地
· 市场分析-策略-市场项目的连贯
章节七 市场活动的 Campaign
· Campaign 设计的 5 要素
13:00-15:00

· Campaign 实施的四大管理工具
· 执行人员情景管理/Gantt 图/WBS/PDCA
· 四大工具的联动管理

苏郁：思齐讲师

章节八 市场活动的 KPI
· 定量 KPI&定性 KPI
15:10-17:30

章节九 KOL 在不同产品生命周期市场活动的
功能

苏郁：思齐讲师

· 2 种不同的 KOL 管理策略模型（金字塔策略
/九宫图策略）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专家简介：
张学梅
2000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 外企制药和器械公司工作经验：15 年以上，专注于市场营销领
域，曾历任医学策略经理，产品经理，高级产品经理，市场经理等职，服务于各大制药/器械企业：西安杨森，无锡
阿斯利康，杭州默沙东贝朗，北京诺华等。对于新产品上市和成熟产品的生命周期管理有丰富经验，从事医药专业产
品咨询和专业培训三年，客户为各大公司的市场、销售和区域市场人员，有丰富的品牌管理包括新产品上市的经验，
成熟的品牌活力，她还进行了品牌咨询项目的品牌定位，生命周期管理，作为顾问，她帮助客户在成熟的品牌定位和
建立新的品牌建设平台，有锋利的 MCM 平台构建，在制药行业工作的时候，她是最全面的数字营销包括网站、在线
CME 收费，短信和每周通讯她知道如何通过多渠道推广产品，作为顾问，她配合客户优化细节的过程，作为一个培
训师，她擅长设计和提供市场营销品牌计划、区域品牌管理和数字营销的培训课程。

苏郁
医学经验：20 年以上，临床医学专业和医生背景。服务于各大制药/器械企业：默沙东（MSD）、荷兰纽迪希亚、德
国默克雪兰诺、葛兰素史克等； 从医药代表逐步成长为区域销售经理、大区经理、产品经理、高级产品经理、市场
经理、市场总监等职务，接受专业的市场、产品管理培训，具有销售和市场两方面的工作经验，分析目标市场、组织
市场调研、制定产品的发展策略(及战术行动计划、营销创新等； 对心血管、肝病、危重症等领域非常熟悉，成功
运作多个处方药品牌； 深谙市场部门及业务单元管理工作：包括搭建组织架构、人才培养、建立多产品管线；负责
新产品引进、参与营销体系建设及销售政策制定；探索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医药市场成功运作的营销体系；为行业培养
贡献多名大区经理（总监）、区域经理、市场经理，且品能兼优！同时担任多家医药咨询公司顾问及培训师，市场首
席评论员。为行业规范专业、可持续发展的伟大目标而努力拼搏。

第十五届中国医药产品经理论坛--【区域产品经理速成
班】读透中央战略，制定区域战术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4-15 日 08:30-17:30

地

点：803 会议室

会议费用：4998 元/人
报名方式：http://www.siqiquan.org/Home/ActivityDetail?activityId=1021#
主办单位：思齐圈、国药励展

会议简介：
【区域产品经理速成班】读透中央战略，制定区域战术
1. 理解解决品牌策略的关键，并根据区域现状完成区域的吸收和调整
2. 知道如何围绕患者治疗需求及产品特点和主要信息的市场战役以及战役下的具体推广组合
3. 有效设置战役计划的跟进方案和资源配置方案，在计划阶段就对后续执行有良好的指导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章节一 解读品牌计划要点的及沟通关键点
09:00-10:20

· 速读中央品牌计划
· 区域产品经理需要与中央市场部澄清与沟通

陈萌，思齐讲师

的三大要点
章节二 求同，中央市场部产品计划你必须理
解，采用和整合的部分
10:30-12:00

· 读懂中央产品计划

陈萌，思齐讲师

· 找到适合区域市场的营销方法
· 如何与中央营销策略相结合
章节三 存异，区域市场的机会和特点，以终为
13:00-15:00

始，应从哪几方面深度思考和分析
· 发现区域市场机会及市场特点

陈萌，思齐讲师

· 分析区域市场
章节四 了解市场学基础概念与市场计划的基
本框架
15:10-17:30

· 市场营销的目标
· 什么是市场需求

陈萌，思齐讲师

· 什么是市场价值与客户满意度
· 计划计划的基本框架
章节五 市场分析常用工具解析
· 如何读懂患者流、治疗路径及其与战略的关
09:00-10:20

系
· 竞争分析

丁风雨，思齐讲师

· 品牌接纳度分析
·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章节六 结合前两部分，形成区域市场策略
10:30-12:00

· 小组练习

丁风雨，思齐讲师

· 展示，点评
章节七 战役和创新，支撑策略方向
13:00-15:00

· 区域化市场决策
· 创新案例解读

丁风雨，思齐讲师

章节八 落地路线图，清晰的年度/季度行动-资
源路线图
15:10-17:30

· 区域目标及行动

丁风雨，思齐讲师

· 区域市场战术
· 案例分析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专家简介：
陈萌
妇产科医生，曾担任跨国企业全国销售总监，全国培训经理，大区经理，产品经理等职，有着丰富的医药行业经验。
尤其在肿瘤领域，曾在全国销售总监上任第一年，即带领团队实现销售突破，增长率首次超越十年竞品。通过高效辅
导一线，二线，三线经理，持续保持出色销售业绩，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行业实战经验。咨询师、培训师、专业教练、ICF
国际教练联合会认证 PCC 教练、NLP 专业执行师、香港理工大学全面品质管理硕士、中欧工商管理学院高级销售管理
文凭、Lumina Spark 认证师、Hogan 认证师、DISC 认证师。 工作领域涉及品牌管理包括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团队
的建立、人员管理、业务管理、区域的制定与划分、销售管理、渠道开发、政府合作、公司培训等，培训及教练过多
家大型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的市场，销售管理人员。培训内容包括销售技能、销售管理、市场学、团队管理等，教练
内容包括业绩，职业发展，领导力、团队合作等等。

丁风雨
国际教练联合会 ICF 认证教练，4 年销售经历，善于用市场思维成就业绩的 TOP SALES 。 2 年区域市场经理，为区
域定制的市场营销模板活动公司“牛人奖”。4 年中央产品经理始，期间负责过成熟产品以及新产品上市前的工作。擅
长产品的重新定位，销售故事设计，市场项目设计,因打造切实高效的产品销售故事而获得总裁奖。2 年市场管理者，
负责诺华南中国区区域市场管理。期间注重下属的培养与成长。重视市场与销售的结合，成功打造 2.0 版本区域市场
团队。与诺欣妥全线 同事创造上市第一 年 1.4 亿销售业绩，成为心内科领域上市最成功产品。

风口再来，裂变在即——2019 年中国医药电商
上海论坛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09:00-12:00

地

点：701 会议室

会议费用：免费参会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7139481

指导单位：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主办单位：《21 世纪药店》报、中国药店管理学院
承办单位：中国医药电商专家委员会、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支持媒体：21 世纪药店报、医药经济报、米内网、三九健康网
线上服务：《21 世纪药店》报官方微信、C 药房微信
会议简介：
当监管政策剧变带动市场格局改变，上游企业应如何选择赛道？
当处方外流成为行业发展趋势，医药企业如何构建核心竞争力承接蓝海市场？
当新零售、AI 智能技术飞速发展，药品零售模式如何转型升级？
当互联网经济进一步与医药行业如融合，其垄断特色是否将在行业重新上演？
2019 年，随着医药政策大门的进一步开放，行业注定迎来新的考验与压力。
一月份，一份《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送审稿)》（下称“送审稿”）在业界广泛流传，使网售处方药再次绽放松绑曙光；3 月下旬，
为了落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9 年立法计划，推动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修订工作，提升立法质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
规司更是在北京召开《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座谈会，共同讨论政策的开放范畴。
显然，在科技创新与消费习惯的共同推动下，尽快制定新的互联网售药监管模式，以有效规范医药电商领域的可经营范围，并符合国
家互联网+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 2019 年的药品流通领域的必然发展趋势。
监管政策的松绑与开放，必然带来行业模式的创新与格局的变动。当医药电商在政策的变革下再次迎来风口期，行业即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互联网模式所特有的垄断特性，是否将在医药行业重演？
为此，《21 世纪药店》报与中国药店管理学院——中国医药电商专家委员会特意在上海药交会期间，举办《风口再来，裂变在即——2019
年上海药交会医药电商论坛》，探讨医药电商领域的未来与前景，协助各药品经营企业尽早看清趋势，提前布局，谋划未来。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09:10-09:50

电商政策分析与预判

吴捷，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网监中心负责人

09:50-10:20

风口下，资本的医药电商预判

资本专家

10:20-10:40

以技术赋能：T2B2C 模式崛起

陈彦辉，1 药网于刚/康爱多

10:40-10:50

爆款路演：爆品与电商合作模式

企业 1

10:50-11:10

当医药电商遇上处方流转

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

11:10-11:20

爆款路演：爆品与电商合作模式

企业 2

11:20-11:40

争夺处方外流，电商模式如何开拓院边店市场

何涛

11:40-12:30

互动论坛：医药电商的战国时代即将迎来结束？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PHARMCHINA 中国医药新零售高峰论坛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4 日 09:00-12:00

地

点：6.2 现场会议室 A

会议费用：零售药店人员免费，工业企业 100 元/人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8118812
主办单位：国药励展、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
会议简介：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用四大新红利重新定义 2017 年，其中的一个红利，就是新中产红利。
有报告显示，预计到 2020 年，中国消费总量增长的 81%将来自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的消费市场充满巨大的商业潜力。伴随着新中产阶
级人数的增长，由此带来的，不仅是消费、产品等多方面的变化，甚至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偏好等等，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在医药零售市场，患者已经进入关注企业品牌力、研发实力、临床疗效的 “品质消费”时代，从关注价格到关注疗效，从关注可及性到在
乎专业性，成为医药零售终端在品质消费时代转型升级的方向。药品作为特殊产品，也需要升级，不光是产品升级，营销方法和战略等都需
要超前升级。以品牌、质量、创新、服务、诚信为核心的市场价值，正在影响着 OTC 市场的发展变化。
主持人:蒋金琪，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Time/时间

Topic/主题

辞

Speaker/演讲嘉宾

刘炜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市场秩序管理处处

09:00-09:30

致

09:30-09:50

药品新零售的支持与监管

09:50-10:20

药品零售行业面临的形势与创新经营思路

10:20-10:40

新零售下社区药店的创新探索

姚军，国药控股国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

10:40-11:00

主题：“互联网+”处方药新零售

刘斌，上海医药大健康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11:00-11:20

主题：融合 生态 ——换个角度赋能药房

杨少麟，上海镁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长

杨骥珉，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会长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械流通处领导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程谋，CFDA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 米内研究院
院长

11:20-12:00

不止于快

12:00-12:15

观众问答

更精于专

冯钢，叮当智慧药房(上海)有限公司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清同会“赋能”主题论坛流程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4 日 13:00-17:30

地

点：6.2 现场会议室 A

费

用：免费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24493360
主办单位：国药励展、清同会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13:00-13:30

拓展活动

13:30-13:40

平台赋能 聘请仪式

13:40-14:40

基于行业数据做商品规划，如何找到好商品

保文，瑞商网创始人

14:40-15:40

会员管理升级

李海东，长沙湘麓医药学校高级教员
易军，长沙湘麓医药学校校长

15:40-17:30

中小连锁业绩提升之道

湖南诺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第三届中国中药市场创新与合作论坛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13:00-17:30

地

点：C0-02 会议室

会议费用：免费参会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8100541
主办单位：北京瑞诺众德科技有限公司、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协办单位：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昆药集团
媒体支持：医药经济报
会议简介：
本届论坛以“重构•重组•重塑——中药企业在产业重构期的机遇和选择”为主题，面对国家医药行业产业重构期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汇
聚行业中药领域专家、工商企业家、以及中药企业市场、商业、终端销售多种人才，共聚一堂，共同研讨，在行业重构中为中药工商企业
寻找机遇，助力发展。
本届论坛聚焦三大话题:涵盖“重构、重组、重塑”三个模块。
话题一“重构”，就目前行业变革升级的大动态，尤其中药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邀请行业知名专家做权威解读；
话题二“重组”，专题围绕“辅助用药目录与新医保目录调整对中药工、商企业的影响及关联性”进行深入研究，针对哪些中药品类
和产品进入两个不同目录的可能性及可行性进行详细的分析，这个专题报告的内容也是本次论坛的重磅热点话题，即将在本次药交会上独
家呈现；
话题三“重塑”，此模块内容更加落地实用，重新梳理和构建中药工、商企业、乃至个人的核心优势，并聚焦核心，不断打磨，用业
务重塑打造中药工、商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方能在产业升级的行业大潮中，凝心聚力，夹缝求生，使投身于中药事业洪流中的工、商企
业和个人不断成长！

Time/时间

Topic/主题

环节一

Speaker/演讲嘉宾

中药企业在产业重构期的机遇和选择（13:30-16:50）

13:00-13:30

签到

13:30-14:10

重构—— 行业格局重构中中药企业的出路

行业/企业领袖

14:10-14:50

重构——中药新零售的布局和机会

邵清，医药电商资深专家

14:50-15:30

15:30-16:10

16:10-16:50

重组——以辅助用药目录为代表的国家控费政
策对中药大品种营销的影响

营销/市场专家

重组——公立医院 DRGs 和社区 PBM 的实施

汪涛，北京万户良方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总

对中成药处方的影响

裁

重塑——中药企业的新药研发路径探讨

孟琴，德传（北京）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

环节二

医药工商高端对话（16:50-17:30）

讨论——“凝心聚力 聚焦核心”中药工商企业

16:50-17:30

的共行与共进

讨论主持，营销/市场专家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沪港药品及保健食品研讨会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14:30-16:30；05 月 14 日 10:00-11:45

地

点：香港馆

会议费用：免费参会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24470210
主办机构：香港药行商会
执行机构：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环节二
Time/时间

（14:30-16:30）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许玉汉，香港药行商会会长
14:30–14:45

欢迎致辞

邓仲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
办事处主任
梁晓青，中国保健协会保健食品市场工作委员

14:45–15:05

风险与机遇 — 中国健康食品跨境电商

15:05–15:25

香港中药材认证计划介绍

张争，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中药技术主任

15:25–15:45

香港百年中成药品牌的挑战与机遇

李家聪，太和洞药厂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加强香港本地药业及保健食品(含中药成份)

虞文盈，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资深顾问 项目负

业防伪技术及扩大拓展内地市场”项目介绍

责人

15:45–16:05

16:05–16:30

交流时间

会副秘书长

环节二

（10:00-16:45）
梁晓青，中国保健协会保健食品市场工作委员

10:00-10:20

风险与机遇 — 中国健康食品跨境电商

10:20-10:35

香港中药材认证计划介绍

张争，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中药技术主任

10:35-10:55

香港百年中成药品牌的挑战与机遇

李家聪，太和洞药厂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加强香港本地药业及保健食品(含中药成份)

虞文盈，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资深顾问 项目负

业防伪技术及扩大拓展内地市场”项目介绍

责人

10:55-11:15

11:15-11:45

会副秘书长

交流时间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2019 （第十一届）创新峰会与技术转移大会暨中国
药物研发论坛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08:30-17:00

地

点：702 会议室

会议费用：免费参会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7431342
主办单位：国药励展、中国药学会制药专业委员会 、中国技术交易所
协办单位：医药商界、北京星美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会议简介：
研发公司现有原料药、仿制药、改良型创新药、创新药项目转让合作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药学研究、临床试验生产/研发/营销合作对接仿制
药、改良型创新药、创新药的研发/生产/销售开发合作对接生产企业需求 MAH 落户委托生产资本市场对接研发/生产企业优秀项目进口
ANDA 产品国内代理权进口原料及自主开发。

Time/时间

08:30-08:40

Topic/主题

欢迎辞 论坛主题介绍

Speaker/演讲嘉宾

TBD

08:40-08:50

08:50-09:40

参会嘉宾介绍，参会企业简介
主题演讲：一致性评价进展及产业发展趋势展
望

TBD

TBD

09:40-10:10

4+7 后仿制药研发战略选择与项目筛选

TBD

10:10-11:30

参会企业路演

TBD

12:00-13:00

午歇

13:00-13:40

13:40-14:10

专题演讲：从国外仿制药的市场格局看国内仿
制药发展趋势
专题演讲：缓控释技术的市场需求与开发技术
要点

14:10-16:30

参会企业路演

16:30-17:00

需求信息发布

TBD

TBD

TBD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3I 数字医学创新峰会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4 日 09:00-16:00

地

点：701 会议室

会议费用：免费参会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7309596
主办单位：梅斯医学
联合主办单位：国药励展

会议简介：
聚力大数据与数字化创新，为医学和市场赋能
-医疗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及未来发展趋势
-数字医学引领创新药上市及案例
-探索创新模式和最佳解决方案
-健康大数据价值：从价值医疗到循证决策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2019 年 05 月 14 日上午
09:15-09:30

开幕式
主题报告：医学与数字双轮驱动
−4+7 药品集采形势下，中国医药行业所面临
的挑战与机遇

09:30-11:30

−数字医学引领创新药上市及案例

TBD

−实施有效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策略
−AI 医生画像，数字驱动 KOL 管理与有效
沟通
11:30-12:00

主题讨论：医学与数字，孰重孰轻？

TBD

2019 年 05 月 14 日下午
主题报告：聚力医学驱动，精准化创新型数字
营销
−4+7 药品集采背景下数字化转型的创新与
实践
13:30-16:00

−结合自身特点及产品属性，如何利用数字营

TBD

销战略实现营销效率升级
−如何挖掘精准数据实现制药企业数字化营销
战略落地
−以患者为中心的数字营销战略成功案例
15:30-16:00

主题讨论：医药企业营销创新中的变与不变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TBD

医研企协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高峰论坛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5 日 09:00-17:00

地

点：C0-01 会议室

会议费用：免费参会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7314573
主办单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转化医学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
张江生物医药基地
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管理办公室
泰州中国医药城新药
产业化基地
杭州下沙浙江大学创新研究院
温州健康小镇乐清健康医疗产业园
山西省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省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
重庆市国际生物医药城新药孵化平台
温州市生物医药协同创新中心
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南海）转化医学中心
湖北省肿瘤精准医学研究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生物产业行业协会
会议简介：
长江经济带大健康产业联盟启动会，推选首届联盟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及相关秘书成员等；推介各大园区人才项目落户等优势
政策及平台服务能力，引进优秀项目、人才团队及投资服务等，支撑健康产业的发展。
以创新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为目标，以“投资促进，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化、资本化、国际化”为宗旨，特别是通过国有参与资本
化运营混改的机制体制创新，依托公共服务平台技术服务，打造国际化资本化提供了市场/技术/资本的全产业链平台，加速成果的产业
化实施。
为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健康服务业医研企协同创新之路，充分发挥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及优势企业等转化主体的作用，加速创新技术成
果的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平台的建设，启动实施“医研企协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
主持人: 程萍、徐德红、任军、陶晶

Time/时间

Topic/主题

环节一

Speaker/演讲嘉宾

长江经济带大健康产业联盟启动会暨生物产业园区建设发展论坛

何维，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专职副主
席
领导致辞

任志武，国家发改委
但长，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管理办公室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生物产业园区建设发展论坛暨园区产业推介

TBD

生物产业园区建设发展现状

TBD
王兰忠，张江集团副总经理、张江生物医药基

联盟宣言

地董事长

签署留印及合影
环节二

成果转化及资本发展论坛
代涛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卫生科技发
展研究中心

致辞

钱德平副主任，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管
理办公室

中-英-印国际制剂转移转化平台建设的新思路

任军董事长，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

高端“智”造的崛起

于清明董事长，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张文泽，中信里昂证券企业融资部医疗健康行

生物医药企业赴港上市新机遇

业联席董事

生物医药产业如何借力资本快速发展

任军董事长，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

项目合作签约
揭牌仪式：
“国药光谷新药孵化公共服务平台”揭牌
环节三

“医研企协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发布会

代涛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卫生科技发

宣读启动实施文件

展研究中心
付小兵，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生命
科学院院长
刘昌孝，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中
药学院院长
李校堃，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
张学军，复旦大学皮肤病研究所所长、教育部
皮肤病重点实验室主任
李

进，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长、上海同济

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主题报告

白春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呼吸病
研究所所长
张绪超，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所长
耿庆山，广东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贾伟平，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委、原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
卢洪洲，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党委书记

专题报告：医研企协同创新之路

张

伟，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唐

宏，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所长

任军董事长，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

合影留念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政策多变下，医药行业的发展之路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09:30:-16:30

地

点：704 会议室

会议费用：免费参会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7438392
主办单位：国药励展
承办单位：药酚享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诺思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E 药经理人
会议简介：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一致性评价，4+7 等，对国内医药行业特别是仿制药企业带来的巨大影响，迫使企业寻找新的
出路。
在变局下，中国医药企业应如何审时度势，从仿制药红海中转型发展，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如何着眼全球资源，制定研发战略，
首创首仿、改良创新、高端制剂、合作共赢，跨国研发，产融互动，提升创新能力，破解发展难题？
2019 年 5 月 13 日（下午：09:30-17:00），以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医药企业发展之路”为主题，邀约各企业相关人员及负责人莅
临参加，共同研讨行业变革、共谋事业发展！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环节一 4+7 环境下，医药行业的发展之路（09:30-12:00）
09:30-10:20

10:20-11:10

11:10-12:00

4+7 之后的药企升级之路

王海盛，药酚享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

新政策环境下，从“立项调研”到“产品管线

张然，药酚享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战略”的思考

人

临床研发策略的考量

李继刚，诺思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官

环节二 大数据赋能医药行业发展（13:30-16:30）
13:30-14:30

大数据赋能医药行业持续增长

TBD

14:30-15:30

药物研发大数据在立项中的应用

TBD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2019 健康科技大会议程
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和医疗大数据

首席医学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4 日 08:30-17:00

地

点：C0-01 会议室

费

用：免费

报名方式：http://event.31huiyi.com/1617431546
主办单位：国药励展、医药云端工作室
会议简介：
过去二十年，中国医药市场凭借医改推进和医保扩容，从只占全球的 2%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从市场销售规模
看，仿制药占近 80%。但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等政策的开展，仿制药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窄。与此同时，大量科技创新人才
的回国与国家政策支持，为创新药行业创造了空前的发展机遇。那么
•目前全球创新药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国作为新兴力量，存在哪些优势和劣势？是否能够快速在世界创新药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传统药企怎样顺利实现从仿制药到创新药的业务重点转换？新兴药企能否后来居上？
•各地打造的医药产业集聚区要怎样在创新药企的成长路径上给到切实的支持？
•科创板设立和金融扩大开放又会给创新药企带来哪些机会？
基于以上热点，本次会议拟围绕以下四个议题进行:
1)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研发趋势和中国力量的崛起与差距
2)创新药企在新环境下的发展路径、资源整合策略和关键问题（包含园区应该给予的支持和资源匹配）
3)在传统药企转型，创新药企崛起的行业格局变化下，投资机构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策略和布局
4)在科创板推出、金融扩大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医药市场的格局变化和资本市场的趋势表现

Time/时间

Topic/主题

环节一
08:30-09:00

Speaker/演讲嘉宾

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崛起和创新药企的发展路径（08:30-12:20）

领导致辞

TBD
王印祥，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09:00-09:45

中国与全球研发差距及发展趋势

09:45-10:30

新环境下创新药企资源整合策略和关键问题

卢宏韬，科望医药共同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

10:30-11:00

互动环节:案例分享

TBD

11:40-12:20

行业格局变化中一级市场投资机构在生物医
药领域的投资策略和布
环节二

前贝达药业总裁、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朱忠远，通和毓承资本董事合伙人

新经济形势下中国医药创新和技术转移（13:30-17:00）

Innovating through Collaboration 中美
13:30-14:10

科研院校创新合作 -耶鲁和交通大学合作资

Dr Sten Vermund，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源整合:1）免疫学的联合研究项目 2）医疗大

院长

数据联合研究项目 3）公共卫生联合研究项目

14:10-14:50

14:50-15:10

15:10-15:50

牛津大学和苏州园区合作用大数据临床早期
筛查诊断疾病

Dr Emma Yang，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

茶歇和互动环节
创业板、科创板推出的背景下创新药企的资本

徐佳熹，兴业证券研究院院长助理、大健康与

市场之路以及传统上市药企的变革之路

消费研究中心总经理、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

圆桌讨论政、产， 学， 研， 用，资各界在
16:10-17:00

新环境下药企的发展路径、资源整合策略和关
键问题。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组织机构
主办:湖北九楚大

大健康产业“非药”转 05 月 13 日
701 会议室
型创富论坛
13：00-17：00

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展位号：82G18

公司简介

湖北九楚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高端养生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产品的企业，核心优势集中在产品文化打造和品牌输出，主营
药食同源成分的膏滋剂型产品。旗下拥有九楚、喜鹊头、菊娭
毑等品牌，喜鹊头养生膏滋有 13 款定位于品牌输出和 OEM 委托
加工。公司未来将有生物科研、 农旅开发、生产加工等三条发
展路径。九楚大健康秉承务实诚信、创新求真、 合作共赢的经
营宗旨。

公司 logo

目标参会观众
会议类型
产品名称
九楚 玉颜膏

所有参会人员
产品推介会

产品简介
嫩肤养颜，理经补
血，延缓衰老

产 品 优 势 或 支 持 产品图片
服务
平台+代理，
线上+线下，
传统+新零售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万邦德制药集团介绍及
05 月 13 日
研发布局与一致性评价
702 会议室
13：00-17：00
进展

组织机构
主办：万邦德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展位号：7.2 号馆
72E18

公司简介

万邦德制药集团于 2002 年 7 月由国有企业温岭制药厂改制而
来，已成为专业从事药物研发及其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拥有药品生产批准文号 192 个，涉及 18 个剂型，浙江
省内批准文号最多。制药集团始终坚持以科技为先导，建立有
“中国药科大学-万邦德药物联合研发中心”、“浙江大学-万
邦德中药现代化联合研究中心”、 “心脑血管药物省级高新技
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国家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省级企业研究院”、及国内首个医药产品
医研企协同创新联盟“银杏叶滴丸医研企协同创新联盟”，逐
步形成了“以天然植物药为特色，以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用药
为主，呼吸系统及其他领域用药为辅”的产品格局。

公司 logo

目标参会观众
会议类型

产品名称

万邦信诺康®银杏
叶滴丸

经销商/代理商
产品推介会

产品简介

产 品 优 势 或 支 持 产品图片
服务

银杏叶滴丸具有
防止血栓形成，改
善脑组织血液循
环，保护心肌缺血
所致心功能紊乱
等药理作用。其功
能主治为活血化
瘀通络，用于淤血
阻络引起的胸痹
心痛、中风、半身
不遂、舌强语謇、
冠心病稳定型心
绞痛、脑梗死见上
述症候者。

《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2018 年
版）》独家剂型品
种

凡坦®石杉碱甲注
射液

石杉碱甲注射液
适用于良性记忆
障碍，提高患者指
向记忆、联想学
习、图像回忆、无
意义图形再认及
人像回忆等能力。
对痴呆患者和脑
器质性病变引起
的记忆障碍亦有
改善作用，另外本
品亦用于重症肌
无力的治疗。

全球原创产品 多

万邦德产间苯三

中国药科大学一

酚注射液（贝达

致性评价战略合

位院士参研
新一代脑损伤保
护用药
治疗性一线用药
安全性高 副作用
低

诺）广泛适用于临 作品种
床各种急性平滑

中国泌尿外科疾

肌痉挛疼痛，临床 病诊断治疗指南

贝达诺®间苯三酚
注射液

疗效确切、起效迅 （2011 年）
速，止痛效果优于
——用于妊娠期
阿托品、山莨菪碱
输尿管结石的治
等抗胆碱药物；贝
疗
达诺用药安全性
胆石症中西医结
高，不易透过血脑
合诊疗共识意见
屏障和胎盘屏障，
（2017 年）
无抗胆碱样不良
反应；贝达诺性质 ——用于胆囊结
稳定、安全性好， 石急性发作期的
长期低温贮藏过

治疗

程中不易析晶冷

急性胆囊炎中西

冻；贝达诺是万邦 医结合诊疗共识
德制药集团与中
意见（2018 年）
国药科大学一致
——用于急性胆
性评价研究战略
合作品种。

囊炎的治疗
《临床路径释义》
妇产科分册、消化
病分册、泌尿外科

分册

会议名称

时间

《互联网+医药之终端

05 月 13 日

地点

组织机构
主办：成都拜欧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802 会议室
应用研讨会》暨新老客
13：00-17：00
展位号：82Q05
户答谢会
公司简介
拜欧药业成立于 1998 年，于 2016 年 5 月完成新三板挂牌，
证券代码：837334。
国科拜欧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平台工具、电商通路，为医
疗、终端、渠道、产品、专业医生、患者做最佳智慧链接，
提升医药效能，帮助客户低成本、零风险、快速进入信息
化电商时代，打造智慧终端及智慧医院，提供全方位一体
化支持并协助运营，为 B 端企业创造价值，全面参与医药
生态圈的构建。
公司 logo

目标参会观众
会议类型

产品名称
掌上云药房

100-120 人
产品推介会

产品简介

产 品 优 势 或 支 持 产品图片
服务
专为传统药店专 帮助药店增加订
属 定 制 的 线 上 药 单、黏贴会员，同
店。
时植入云药仓，帮
助药店免费扩充
2-10 万品规。

掌上诊室

助 力 医 生 轻 松 步 1、提升医院服务
入互联网医疗。
质
量
2、帮助医院留住
复 诊 病 人
3、帮助医患建立
互 动 场 景
4、轻松搞定科研
随访
企 业 控 销 平 台 医 药 厂 家 产 品 销 帮助企业零风险、
SaaS 系统
售管理解决方案
低成本实现信息
化和电商化

自动售药机

24 小时营业轻松
扩大销售额，提高
利
润
投 放 医院 / 药店 /
公共区域

符 合 GSP 要 求
自带远程电子处
方
移动取药点（DTP）
药
房
让门店业绩提升
20%以上（多种机
型，可供选择）

智能医柜—科室 方便患者扫码即 解决医院无非药
自动售货机
取
品问题，提供患者
更多元选择，凝聚
方便患者。

日本原装进口
超能王子—医用 医 用 降 温 贴 ●●高含水的凝
降温贴
儿童成人兼用
胶可持续降温 10
小时，晚上贴后可
持续有效使用至
早
上
●通过凝胶中含
有水分的吸热以
及散发，达到一定
的 降 温 效 果
●使用对肌肤温
和的亲水性高分
子
●弱酸性，柔和不

易使皮肤起斑疹
的凝胶贴。
九 芝 堂 — 加 味 烂 止 痛 消 胀 通 便 临 临 床带 动 疗
积丸
驱虫
效明确
利润空
间
好
国科拜欧全国总
经销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基于市场价值及临床需
05 月 14 日
求的产品立项及开发研
802 会议室
09：00-12：00
讨会

组织机构
主办：成都拜欧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72T05

基于市场价值及临床需求的产品立项及开发研讨会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4 日 09:00-12:00

地

点：802 会议室

会议费用：免费参会
报名方式：现场签到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08:30-09:00

签到

09:00-09:10

公司领导致欢迎词

王锦刚

09:10-09:50

如何利用大数据做产品立项

TBD

09:50-10:20

当下儿童用药临床需求

李晓蕾，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主管药师

10:20-10:50

儿科消化系统用药发展及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李在玲，北医三院儿科消化科主任医师

10:50-11:30

无水吞服颗粒技术在儿科拉唑类产品中的应用

11:30-12:00

口服固体 PPI 类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技术难点

蒋鑫，创新部总监、北京科信必成医药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
朱德志，制剂总监、北京科信必成医药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时间

会议/活动名称
药品注册申报策略及产品
招商研讨会

公司简介

05 月 13 日

地点

C0-09 会议室

13：30-17：00

组织机构
主办：北京诚远嘉信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2V29

诚远嘉信是一家专业的医药咨询管理公司，专注于药品注
册申报和全球医药产品的引进，拥有丰富的医药项目资源
和注册申报及研发管理经验。
1、药品注册申报服务
注册范围：进口注册/出口注册、创新药/仿制药、再注册
/补充申请、一致性评价、原料/辅料/包材备案
服务内容：全套申报资料撰写及专业翻译、国际多中心临
床试验注册申请、新药沟通交流会申请、注册申报策略及
可行性评估、申报资料审核及完善、受理递交、跟踪审评
进度、协调注册检验、技术尽调、药物开发与管理等。
2. 药品引进投资及合作
为国内企业提供医药项目引进交易的全流程服务，包括投
资标的寻找、技术评估、商业谈判、交易结构设计、落地
路径、注册申报等。

公司 logo

目标参会观众
会议类型
产品名称

商业公司、制药企业、投资公司
产品推介会
产品简介

产 品 优 势 或 支 持 产品图片
服务

瑞舒伐他汀钙片

即将上市产品（招
商）
维格列汀片
即将上市产品（招
商）
美金刚片
即将上市产品（招
商）
普拉克索片
即将上市产品（招
商）
阿 比 特 龙 原 料 及 技术转让
片
托 伐 替 布 原 料 及 技术转让
片

药品注册申报策略及产品招商研讨会
时

间：2019 年 05 月 13 日 13:30-17:00

地

点：C0-09 会议室

会议费用：免费参会
报名方式：现场签到
主办单位：北京诚远嘉信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会议简介：
诚远嘉信是一家专业的医药咨询管理公司，专注于药品注册申报和全球医药产品的引进，拥有丰富的医药项目资源和注册申报及研发管理经
验。
1、药品注册申报服务
注册范围：进口注册/出口注册、创新药/仿制药、再注册/补充申请、一致性评价、原料/辅料/包材备案
服务内容：全套申报资料撰写及专业翻译、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注册申请、新药沟通交流会申请、注册申报策略及可行性评估、申报资料审
核及完善、受理递交、跟踪审评进度、协调注册检验、技术尽调、药物开发与管理等。
2. 药品引进投资及合作
为国内企业提供医药项目引进交易的全流程服务，包括投资标的寻找、技术评估、商业谈判、交易结构设计、落地路径、注册申报等。

Time/时间

Topic/主题

Speaker/演讲嘉宾

刘建清，北京诚远嘉信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执业药师，曾在华润三九医药、正大天晴
13:30-14:10

药品注册的国际化视野

制药从事药品质量管理和注册申报工作；中国
药科大学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研究生药
事法规课程的外聘讲师。
瑞舒伐他汀钙片（招商）
维格列汀片（招商）

14:10-14:50

国产药品的招商及转让

美金刚片（招商）
普拉克索片（招商）
阿比特龙原料及片（转让）
托伐替布原料及片（转让）
刘建清，北京诚远嘉信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执业药师，曾在华润三九医药、正大天晴

14:50-15:50

进口药品注册申报法规政策的解读

制药从事药品质量管理和注册申报工作；中国
药科大学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研究生药
事法规课程的外聘讲师。
胡坚，北京诚远嘉信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硕士、曾就职于国家

15:50-16:30

国内新药和仿制药项目的推介和合作

食药监总局药品评价中心
曾在多家国内医药企业负责战略发展规划以
及产品引进

16:30-17:00

交流及洽谈

注：论坛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Note: Final official schedule will be published onsite.

专家简介：
刘建清

公司总经理
执业药师、天津大学制药工程硕士
20 多年的药品注册申报和项目管理经验，对药品法规和项目把控有深入的理解；
工作经验涉及药品生产、研发、咨询等多方面，曾在华润三九医药、正大天晴制药从事药品质量管理和注册申报工作；
并在中国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中国技术交易所从事过医药咨询工作；
担任中国药科大学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研究生药事法规课程的外聘讲师；
中国科学院创新孵化投资公司、中国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的药品法规顾问。
与国药集团旗下的多家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

胡坚
商务副总经理
在药物警戒、新药开发及产品引进方面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北京大学医学部 药学硕士
曾就职于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评价中心（CDR）负责化学药品（心脑血管领域和抗感染领域）上市后再评价，主导完
成十几个品种的再评价工作；
在拜耳医学部负责新药临床试验方案设计，主导重大品种风险最小化措施 RMP 的实施与管理；
在大型企业主导生物医药产业方向的战略发展规划以及商务运作。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儿童身高市场研讨暨爆 05 月 13 日
703 会议室
品隆重上市会
13：00-17：00

组织机构
主办：合肥国祯医
药
展位号:72V07,08

公司 logo

目标参会观众
会议类型

产品名称
诺升健尔素

所有参会人员

产品推介会

产品简介

产 品 优 势 或 支 持 产品图片
服务
嫩肤养颜，理经补 ⚫ 最 新 临 床 认
血，延缓衰老
可提升儿童
生长激素分
泌的口服产
品
⚫ 临床食品销
售全套解决
方案

诺祯 AD3

诺祯 D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