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第三届中国药品安全技术大会暨第四届生物安全论坛
第二轮通知

各会员及相关单位：
由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主办，《中国医药生物技术》杂志、基因检测技
术分会、生物安全分会、酶工程与发酵工程专业委员会、皮肤软组织修复与重
建技术分会承办的“第三届中国药品安全技术大会暨第四届生物安全论坛”，
经过前期筹备，定于 2020 年 12 月 18-20 日在北京召开，现将会议相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
1.主题：
创新驱动进步 安全保障健康
2.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医药生物技术》杂志、基因检测技术分会、酶工程与发酵工
程专业委员会、生物安全分会、皮肤软组织修复与重建技术分会
二、时间和地点
1.会议时间：2020 年 12 月 18-20 日（18 日报到，19、20 日会议）
2.会议地点：北京世纪华天大酒店(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蓝靛厂西路 11 号)
三、规模及参会人员
1.论坛规模：500 人
2.参会人员：A、药品安全政府主管单位领导、技术负责人 ；药品安全技术与
标准研究专家学者，药品及医药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大学教授；制药企业管理
高层领导、董事长、总经理、研发总监、技术总监、总工程师；药品供应链管
理、QA/QC、质量总监，药品安全检测实验室主任、应用技术工程师。B、国内

外从事生物医药研发、生产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有项目合作及技术转让意向
的科研人员、投资机构负责人等
四、会议内容
时间

内容
12 月 18 日

全天

报到

09:00-17:00

会前培训班
12 月 19 日

09:00-09:30

上午

开幕式
主持人：李少丽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顾问
致辞：
魏于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理事长

09:30-12:00

主论坛 主持人：李少丽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顾问
主题报告：待定
陈志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分子医学转化科学中心主任
主题报告：待定
张伯礼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主题报告：待定
杨宝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原校长（邀请中）
主题报告：我国原创细胞因子药物转化模式探索与实践
李校堃 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
主题报告： 待定
魏于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理事长
主题报告：2020 版药典对医药企业的影响及 2025 版药典编制的思考
张

12:00-14:00

伟 国家药典委员会原秘书长

午餐
12 月 19 日

下午

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制备工艺与质量管理论坛
主持人：王健
第一阶段
14:00-14:30

主持人：常东

邓芳

主题：干细胞安全性评价技术
报告人：袁宝珠 教授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14:30-15:00

主题：细胞制剂车间设计要点与问题分析
报告人：张叔人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

15:00-15:30

主题：细胞治疗产品的产业化制造平台探索与实践介绍
报告人：程锦生 总经理 上海东富龙医疗装备有限公司

15:30-15:45

茶歇

15:45-16:15

主题：细胞治疗药物的制备工艺与质量管理
报告人：王立群 总裁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公司

16:15-16:45

主题：间充质干细胞功能增强策略及质量控制究
报告人：杨月峰 副总 北京三有利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45-17:15

主题：关于干细胞辅料与生产材料申报的说明
报告人： 李海峰 副总经理 友康生物

第二阶段

圆桌论坛：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 郑从义

17:15-18:00

王

教授 武汉大学

健 执行总裁 湖南源品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宋现收 总裁

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韦

原能细胞科技集团

嘉

副总裁

翟红利 副总经理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佟

玲 副总经理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

宇 副总经理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生物安全年会
承办单位：生物安全分会
第一阶段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主题：实验室生物安全形式与进展
报告人：梁冰 国家卫健委生物安全管理处，处长
主题：提高生物安全保障能力，维护非传统国家安全
报告人：袁志明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
主题：中美俄生物安全法规体系多角度审视
报告人：王小理 中国科学院巴斯德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主题：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的思考
报告人：钱军 中山大学，教授

15:30—15:40
15:40—16:10

16:10—16:40
16:40—17:10

主题：ABSL-3 实验室在新型 SARS-CoV-2 的动物模型研究中的作用
报告人：郑永唐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
主题：ABSL-3 实验室在新型 SARS-CoV-2 疫苗研究和评价中的作用
报告人：邓巍 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主题：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还在新冠肺炎临床传染病诊断中的作用

报告人：张明霞 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
17:10—17:40

17:40—18:00

18:00—18:10

主题：疫苗生物安三级防护全生产车间的风险点和设计
报告人：曹国庆 中国建筑科学院有限公司，主任
主题：高风险人员呼吸道防护装备选择和佩戴安全性评价
报告人：李娜 北京实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大会总结
李劲松

皮肤软组织及关节再生技术论坛
承办单位：皮肤软组织修复与重建技术分会
第一阶段

华夏再生 App 研究数据平台 2.0 发布与“万人保膝”启动
主持人：李一佳

13:30-14:30

“万人保膝”华夏再生 App 研究数据平台产生的背景介绍
汤苏阳
致辞
高华方 主任 国家人类遗传资源中心
致辞
吴朝晖 常务副理事长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致辞
武海波 董事长 北京精诚医药科技集团
Cohort RWS-SVF 评估膝关节生物注射治疗ＫOA 疗效和安全性真实世界临床研究
王为军 秘书长 皮肤软组织修复与重建技术分会
“万人保膝”华夏再生 App 研究数据平台建立
李一佳 副秘书长 皮肤软组织修复与重建技术分会

第二阶段

皮肤软组织及关节再生技术论坛
主持人：李一佳

14:30-15:00

主题：医药生物技术产业的行业、国家标准的建立与要求
报告人：颜敏 原国家食药监总局科技标准司

15:00-15:30

主题：中国自体脂肪移植技术的发展与局限性
报告人：金冀 教授 中国科学院医院整形外科医院

15:30-15:50

主题：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转化研究
报告人：陈惠华 首席技术官 北京恒峰铭成生物科技首席技术官

15:50-16:10

主题：自体脂肪来源的干细胞制备、质量、管理、储存体系
报告人：汤妍 博士 上海赛傲生物技术

16:10-16:30

主题：脂肪组织样本库的建立和发展

报告人：魏欣 总经理 保信亚太生物科技
16:30-16:50

主题：治疗骨关节退化性疾病与自体脂肪来源的干细胞药物的研发
报告人：孙振华 总经理 江苏普瑞康生物医药科技公司

16:50_17:10

主题：骨关节退化性疾病与自体脂肪来源的 SVF 临床研究
报告人：马宁 301 医院全军骨科研究所

17:20-17:40

主题：骨关节退化性疾病核磁改变
报告人：王岩 301 医院医学影像中心

17:40-18:00

1.皮肤软组织关节再生技术临床转化中心地和协作单位遴选标准及建立
2.标准工作组建立及其专家成员
互动交流
12 月 20 日

上午

病毒去除/灭活、验证技术论坛
主持人：盛丰年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0:40
10:40—11:10

11:10—11:40

主题：病毒灭活去除工艺验证关键技术方法及应用
报告人：李冬梅 研究员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主题：病毒去除/灭活验证技术发展
报告人：杨春晖 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
主题：新法规下病毒清除工艺验证的挑战和选择
报告人：袁冰 博士 武汉珈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茶歇
主题： 待定
报告人：黎健 副总裁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主题： 待定
报告人：王小良 教授 苏州良辰生物（邀请中）

基因检测、信息技术与云技术论坛
承办单位：基因检测技术分会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主题：云平台助力基因检测和基因挖掘
报告人：刘东源 CTO 北京百迈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题：肿瘤 NGS 大 panel 检测的研究进展
报告人：牛北方 首席生息官 求臻医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主题：基因检测技术在遗传病的诊疗中的临床实践
报告人：安冬艳 技术总监 北京金准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30—10:40

茶歇

10:40—11:10

主题： AI + 多组学数据在药物开发中的应用

报告人：周一鸣 CEO 北京新抗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1:10—11:40

主题： 亚马逊基因智能解决方案
报告人：余昶 行业总监 亚马逊云计算

微生物来源天然药物生物合成与代谢工程论坛
承办单位：酶工程与发酵工程专业委员会
第一阶段
09:20-09:40

09:40-10:00

10:00-10:20
第二阶段
10:30-10:50

主持人：余利岩
主题：真菌非天然聚酮化合物的组合生物合成
报告人：徐玉泉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主题：待定
报告人：乔建军 教授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主题：基因调控真菌新天然产物发现及异源生产
报告人：尹文冰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主持人：洪斌
主题：天然产物生物合成关键酶的发现、分子机制及应用
报告人：戴均贵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10:50-11:10

主题：待定
报告人：司书毅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11:10-11:30

主题：可利霉素的生物合成及其菌种改造
报告人：赫卫清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11:30-12:00

余利岩 会议总结
12 月 20 日

下午

临床应用技术与风险控制论坛
主持人：杨莉，任秀宝
14:00-14:40

14:40-15:20

15:20-16:00

16:00-16:40

16:40-17:20

主题：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毒副作用的诊断与治疗
报告人：任秀宝 教授 天津肿瘤医院
主题：基于肿瘤新抗元的个体化细胞治疗的研究进展
报告人：杨 莉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题：PARP 抑制剂的毒副作用防治
报告人：崔 恒 教授 北大人民医院
主题：溶瘤病毒副作用的诊治
报告人：赵永祥 教授 国家生物靶向诊治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主题：重组人 P53 腺病毒注射液的临床应用与经验分享
报告人：李定纲 院长 北京陆道培血液病医院

抗体药物研发与生产工艺论坛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主题：抗体药物质量控制研究进展
报告人：王 兰 研究员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邀请中）
主题： 新型抗体偶联药物的研发
报告人：苗庆芳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主题：待定
报告人：向军俭 教授 暨南大学抗体工程研究中心
主题：待定
报告人：吴幼玲 教授 浙江特瑞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题：待定
报告人：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邀请中）
主题：待定
报告人：扬子江药业集团
主题：待定
报告人：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邀请中）
备注：以上会议日程可能根据专家建议略有调整，大会组委会保留修改解释权

五、报名缴费
1.会议费
时间

企业

科研机构

会员/学生

2020 年 12 月 10 日前

3000 元

2400 元

1800 元

2020 年 12 月 11 日后及

3600 元

3000 元

2400 元

线下参会

现场缴费
线上参会

1000 元/人

注：费用包括会议注册费、资料费、会议餐费；不包括住宿费用。会议费以
到款日期为准。
2.报名方式
E-mail 报名：请将会议回执发送至邮箱（E-mail: tianhj@cmba.org.cn）
微信端报名
3.汇款方式：银行汇款
户 名：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港澳中心支行
帐 号：324656017253
汇款声明：请注明“姓名”、“药品安全”字样。
六、联系方式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联系人：田洪鉴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 2 号楼 1013 室
电话：010-62115986-607
七、注意事项
1、为防止大会报到当日过于拥堵，望参会代表尽量通过邮箱或微信端注册
2、会议不统一安排住宿，请参会嘉宾自行预定酒店。
3、本次会议不安排接送站，请参会嘉宾自行赶往会场。
4、如遇疫情等特殊情况，会议日期顺延。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2020 年 11 月 20 日

第三届中国药品安全技术大会暨第四届生物安全论坛
参会回执

中文
单位名称
英文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参会代表姓名

性别

职务或职称

研究领域

手机

传真

E-mail

线下参会：

线上参会：

□展位（￥30000 元）□会刊封面（￥50000 元）□会刊封底（￥20000 元）
广告宣传
□会刊内页（￥5000 元/P □手提袋单面（￥30000 元）□资料投放（￥20000 元）
银行电汇指定账户：
户

名：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开 户 行：中国银行北京港澳中心支行

帐

号：324656017253

回执表填好后以传真或邮件形式反馈到组委会
联系人：田洪鉴

电 话：010-62115986-607

传

E-mail: tianhj@cmba.org.cn

真：010-62115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