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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药物研发冠军论坛 

2019·天津 

（第二轮会议通知） 

一、会议主题：中国创新药物研发冠军论坛 

二、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09-10 日 

三、会议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世贸希尔顿酒店 

四、组织机构 

指导支持： 

天津市科学技术局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承办： 

天津冠勤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军科正源(天津)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药物研究院新药评价有限公司 

南开大学药学院 

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 

天津大学药学院 

五、会议概况 

2019 年 11 月 08 日----现场签到 

2019 年 11 月 09 日上午----大会开幕式 

2019 年 11 月 09 日下午----创新药研发专场 

生物药研发专场 

2019 年 11 月 10 日上午----创新药及生物药临床研究专场 

创新药产业化专场 

2019 年 11 月 10 日中午----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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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介绍 

面对医药行业的政策革新和转型升级，创新药研发正在打造国内医药行业

的新格局，为促进创新药自主研发的经验交流，进一步加快我国医药产业的融

合发展，全面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在天津市科学技术局、中新天津生态城管

理委员会、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的指导下，冠勤医药、军科正源、天

津药物研究院新药评价有限公司、南开大学药学院、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天

津大学药学院联合承办的“中国创新药物研发冠军论坛”将于 2019 年 11 月 09-10

日在天津隆重召开。 

本次论坛围绕创新药研发和生物医药技术展开交流讨论，汇集了科研院

所、重点大学、医院、医药企业等相关单位的顶级专家和领军人物，以“创新药

研发学术交流”为主线，探索创新药研发的新方向、新趋势和新挑战！ 

七、演讲嘉宾 

 院士 

饶子和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市科协主席，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教授，南

开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天津国际生

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原院长。主要从事新发、再发传染病病原体的

结构与功能研究，以及创新药物的研发。迄今为止，饶教授已在

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同行评审论文 352 篇，被引用逾 16,000 次。 

刘昌孝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天津药物研究院名

誉院长、终身首席科学家和学术委员会主任，释药技术与药代动

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并担任中国药典委员会顾问、中国药

学会常务理事、国际药物代谢研究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天津药学

会会长和天津学会学研究会理事长。是我国药代动力学的学科开

拓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从事药理学、药代动力学和现代中药研

究 50 余年，承担包括国家“973”课题、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项

目、国家重大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重大

研究项目 50 余项，发表论文 450 多篇，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文学术

专著 30 余部。曾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香港紫金花医学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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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模，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际药物代谢研究会特别贡

献，中国药学会突出贡献奖和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药分析与标准

终身成就奖。 

 

 科研院所嘉宾（按姓氏笔画为序） 

司端运：天津药物研究院新药评价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药理学会药物代谢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新药、新兽药审评专家 

何玉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协和学者特

聘教授 

宋海峰：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命组学研究所研究员，蛋白质药物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原 CDE 专家 

 

 医疗机构嘉宾（按姓氏笔画为序） 

史业辉：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

院Ⅰ期临床试验病房主任，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抗癌协会头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

员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化学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

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

员会常委，天津市抗癌协会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乳腺癌学组组长 

李太生：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清

华大学医学院特聘教授，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兼艾

滋病学组组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中心副主任 

李  苏：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临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

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抗癌药物规范化用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

东省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药物监测委员会常委，国家临

床试验检查员 

李  爽：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主任，一期临床试验研

究室负责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查验中心 GCP 检查员，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8D%8F%E5%92%8C%E5%8C%BB%E9%99%A2/3227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5%8C%BB%E5%AD%A6%E9%99%A2/105977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5%8C%BB%E5%AD%A6%E9%99%A2/105977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5%8C%BB%E5%AD%A6%E4%BC%9A/283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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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药物临床试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药事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河南省药学会药物制剂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李海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 

陆  伟：天津市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RSITY 

CANCER INSTITUTE HOSPITA；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享受

国务院特贴专家。南开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

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癌诊疗研究中心主任 

江旻：副主任药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从

2011 年开始从事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的管理工作，CFDI 检查员，中国

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肿瘤学会临床研究专

委会副主委，主持信息化与质量学组 

 

 高校嘉宾（按姓氏笔画为序） 

孔德新：天津市特聘教授，天津医科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生

化与分子生物学会工业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专委会常务理事、日本学术

振兴会中国同学会会长等职务。发表 SCI 论文近 80 篇，主持多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日本学术振兴会基金课题。 

王银松：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毕业于中国医学科学

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天津市高校中青年骨干创新

人才；天津市 2013 年度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天津医科大学“十

三五”卓越人才。 

朱建伟：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院长，细胞工程

及抗体药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杰科（天津）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总裁 

孙  涛：南开大学药学院教授，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党委委员、分析

测定中心主任、成药性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 

杨  诚：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天津市千人计划专家，南开大学药学院院长， 

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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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副院长，天津市分子药物筛选与设计技术工程中心主任，天津市分子药

物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宥偲：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天津市急腹症器官损伤与中西医

修复重点实验室和贵州省药理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中国青年海归

网创业导师，以及天津市西青区“113 计划”创业领军人才 

陈  悦：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 

周红刚：南开大学药学院副教授，兼任南开大学抗肺纤维化新药研发平台主任

和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高通量分子药物筛选中心副主任 

孟祥豹：北京大学教授，CDE、北京市医药监督管理局药审中心新药审评专家 

段宏泉：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药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天 

津市药学会理事 

娄智勇：清华大学教授 

徐靖源：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化学生物学系主任，天津市特聘教授、 

天津市中青年骨干创新人才，天津市高校学科领军人才、天津市级教 

学团队负责人；天津市教学名师 

郭  宇：南开大学药学院副教授，承担（或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 9项，其中

主持 973 项目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项目 4项，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1项，以及国际合作项目 1项  

焦  宁：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国家 

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跨世 

纪(新世纪)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 

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企业嘉宾（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晨光：天津立博美华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CEO，原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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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正：三一创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原国投创新董事总经

理、清华大学基础分子科学中心执行主任、南开大学药学院院长 

冯  辉：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运营官 

刘  辰：上海亲合力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刘志刚：北京智仁美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一直从事新型抗体药物的研

发工作，曾先后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英国 Haptogen 公

司、美国休斯顿的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和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等

研究机构和企业工作，专注于新型抗体药物的发现和验证 

刘彦君：上海医药集团副总裁 

李  晶：迈博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主要负责监督本集团的临

床试验及注册事务，于生物科技行业具备逾 16 年经验 

张和胜：天津合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和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峡江和美

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和美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和美奥康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兼 CEO 

金伟丽：西安新通药物有限公司高级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其临床药物研发；北

美制药公司吉利德工作近 20 年，先后任职于研究员，临床安评医生，

临床安全部主任，参与或领导了多个药物的研发及上市（IND/NDA）

包括多个抗艾滋病药物的研发及上市，尤其近期批准的几个重大丙肝

药物 sofosbuvir, Harvoni, Epclusa 的研发及上市 

赵  宣：天津键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清华大学化学系学士，美国阿拉巴马

大学材料学博士，长期致力于聚乙二醇及其衍生物的研究及开发工

作，中国聚乙二醇药物研发专家，获得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 PEG 化小

分子一类新药临床批件 

姜宏梁：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武汉宏韧公司创始人，从美国亚利桑那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有在美国 Covance Inc.生物分析部的多年从业经验，

主持和参与完成过 200 个以上的药代动力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项目，

现已发表相关 SCI 收录论文 50 多篇 

高  新：北京免疫方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征宇：复宏汉霖生物技术公司产程工艺开发部副总裁, 负责总体工艺开发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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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拥有 24 多年的生物制药 CMC 经验, 曾先后在默克实验室 

(Merck Research Labs)、基因泰克 (Genentech Inc.)、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 制药公司从事疫苗和生物制药的开发工作，担任资深研究员， 

资深经理和副总监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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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议日程 

11 月 09 日上午 

开幕式 

时间 内容 报告嘉宾 

主持人：司端运、尹正 

09:00-09:10 

开幕致辞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负责同志 

天津市科学技术局领导 

09:10-09:40 新发再发病原体研究 饶子和院士 

09:40-10:10 癌症与癌症治疗药物的认知 刘昌孝院士 

10:10-10:20 茶歇 

主持人：杨诚、焦宁 

10:20-10:40 

YY1 复合体通过结合超级增强子促进肝癌细

胞 QKI 蛋白表达、促进肿瘤增殖和转移的机制

研究 

杨诚 

10:40-11:00 
国家创新药研发的政策 

与医药市场的对话 
原 CDE 专家 

11:00-11:20 待定 待定 

11:20-11:40 风险投资中生物医药板块的发展 尹正 

11:40-12:00 待定 李太生 

12:00-12:15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南开大学&冠勤医药）  

12:15-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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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9 日下午 

创新药研发专场 

时间 会议内容 报告嘉宾 

主持人：周红刚、孟祥豹 

13:30-13:55 基于天然产物及活性分子改造的药物创新 焦宁 

13:55-14:20 肝癌免疫治疗研究进展 陆伟 

14:20-14:45 新技术在生物制药发展中的运用 朱建伟 

14:45-15:10 抗糖尿病抗肥胖候选新药的发现 段宏泉 

15:10-15:20 茶歇 

主持人：朱建伟、孙涛 

15:20-15:45 艾滋病多肽药物与基因治疗新策略 何玉先 

15:45-16:10 改良型新药的药代动力学评价研究 司端运 

16:10-16:35 靶向跨膜蛋白抑制剂的研发及平台建设 张宥偲 

16:35-17:00 靶向 PI3K/AKT 通路创新药物的研发 孔德新 

17:00-17:30 
圆桌讨论： 

投资人如何助力 1 类新药临床前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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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9 日下午 

生物药研发专场 

时间 会议内容 报告嘉宾 

主持人：宋海峰 

13:30-13:55 待定 宋海峰 

13:55-14:20 待定 刘彦君 

14:20-14:45 
靶向 4-1BB 的激动型抗体在肿瘤免疫治疗中 

的应用 
高新 

14:45-15:10 基于共同轻链的双特异抗体开发技术平台及其应用 刘志刚 

15:10-15:20 茶歇 

主持人：梁青 

15:20-15:45 首个中国 PD-1 药物研发策略与临床研究设计/优化 冯辉 

15:45-16:10 单克隆抗体研发与产业化难点解析 李晶 

16:10-16:35 国际生物类似药产业化生产设计策略与案例分享 董征宇 

16:35-17:05 
圆桌讨论： 

中国药企押注创新药研发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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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上午 

创新药及生物药临床研究专场 

 

  

时间 会议内容 报告嘉宾 

主持人：待定 

08:30-09:00 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风险控制 李海燕 

09:00-09:30 
抗肿瘤药物早期临床研究设计及规范化管理

与实施 
史业辉 

09:30-10:00 待定 待定 

10:00-10:10 茶歇 

10:10-10:40 AI 助力临床试验质量管理 江旻 

10:40-11:10 以“毒”攻毒—溶瘤病毒疗法的临床研究 李苏 

11:10-11:40 待定 李爽 

11:40-11:45 闭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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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上午 

创新药产业化专场 

时间 会议内容 报告嘉宾 

主持人：娄智勇、郭宇 

08:30-09:00 肝靶向创新药物研发新思路 金伟丽 

09:00-09:30 
创新性肿瘤免疫治疗 

以及肿瘤微环境激活药物的开发 
刘辰 

09:30-10:00 Hemay005：从经典药靶筛选出新天地 张和胜 

10:00-10:10 茶歇 

主持人：王晨光、徐靖源 

10:10-10:40 PEG-生物医药创新的新途径 赵宣 

10:40-11:10 欧美孤儿药 ACT001 的国际化临床试验 陈悦 

11:10-11:40 创新药生物分析的主要考虑因素 姜宏梁 

11:40-11:45 闭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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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会议报名 

1、报名方式 

报名时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并按照汇款方式缴费，

即报名成功， 

 

2、会议注册费用： 

2019 年 10 月 1 日前注册 800 元/人 

2019 年 10 月 1 日后注册 1000 元/人 

3、缴费方式 

（1）银行汇款收款单位：天津冠勤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帐号：601156142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支行 

（2）微信或支付宝扫码缴费 

（3）报道现场缴纳：接受现金（人民币）或者 POS 机刷卡（银行卡需有银联

标识） 

 

 

4、注意事项 

（1）缴纳会议费时，请您备注“冠军论坛+参会人姓名+单位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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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议将由“天津冠勤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内容为

“会议费”，如有报销问题，请在汇款前与财务组联系。 

（3）11 月 1 日（含）之前缴费，纸质普通发票请在会议报道时领取，电子普

通发票在会议前后 1 周内发送，11 月 1 日后缴费，除非特殊要求，大会将统一

开具电子普通发票并在会后一周内邮件发送。 

5、食宿及交通费 

注册费包含参会代表 11 月 9 日午餐，大会无统一预订住房，交通费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