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药杂志》第十届编委会
暨中药新产品创制与产业化发展战略研讨高端论坛
（第三轮通知）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国中药杂志》编辑部主办，浙江大学医
学部中药科学与工程学系，浙江中医药大学药物研究所协办，正大青春宝集团、
森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赞助的 “《中国中药杂志》第十届编委会暨中药新产品
创制与产业化发展战略研讨高端论坛”定于 2011 年 11 月 25～27 日在浙江省杭
州市举行。
近年来，随着国家新闻出版体质改革不断深入，科技期刊无论从办刊理念，
技术创新、还是自身发展等方面都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中药杂志》在
此背景下召开第十届编委会议，将对第九届编委会期间的期刊发展状况与编辑部
工作情况进行总结汇报，并对下一步的期刊发展前景进行规划与探讨。会议还将
对 2008～2011 年间在《中国中药杂志》发表的优秀论文评选结果进行颁奖。
本届编委会议召开的同时，还将举办“中药新产品创制与产业化发展高端论
坛”，对当前诸多业内高度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如：中医药科研以及新产品
创制（包括高效特色新药、中药保健功能食品、化妆品等）方面的创新性成果，
中药（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可持续利用，中药新产品研发过程中的剂型改进及生
产工艺优化研究、质控检测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究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层次的
交流；同时就当前中药产业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同与会关专家、代
表、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及企业负责人等进行广泛的研讨，开拓思路，藉以推动
在中药新产品创制与产业化发展方面的有关政策、发展思路、模式以及技术层面
等一系列瓶颈问题的解决。
本次会议将邀请本刊主编肖培根院士，副主编中国中医科学院王永炎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李连达院士、中国中
医科学院副院长黄璐琦研究员等，以及有关医药行业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
有关国家中医药重大项目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高层企业管理人士等，进行
本行业领域内最高水平的主题报告，同时还将开辟涉及不同主题内容的分会场，
进行更为深入的专题报告和研讨。

热诚欢迎《中国中药杂志》的广大读者、作者、编委、审稿人专家、相关企
业负责人及其他从事中药科研、管理、教学、生产等部门的相关人员积极参加本
次盛会。热诚欢迎企业与学术团体各界对本次会议予以多种形式的支持和赞助。

一、会议主题及征文内容范围
1.高效特色中药新药研发新思路、新模式的探索与进展
1.1 中药（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2 中药活性成分最新研究
1.3 中药剂型改进及生产工艺优化研究
1.4 中药质控检测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究
1.5 结合 2010 版《药典》对中药质量控制及稳定性的研究
1.6 中药药理、药效学研究新思路及发展趋势
1.7 中药的临床应用
2.中药保健功能食品产业化与研发新思路、新方法的最新进展；
2.1 优势保健功能食品研发与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研究进展
2.2 保健功能食品研发与保健食品研究及审批最新进展
2.3 保健食品功能因子现代分析，质量标准、作用机理研究进展
围绕会议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未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专题报告或综述
集成大会论文集，要求论文每篇字数在 4000 字以内，采用 Word 文档编辑，论
文格式请参照《中国中药杂志》首页投稿须知，文责自负。其中的优秀论文将获
得在《中国中药杂志》正刊上发表的机会。
论文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 2011 年 10 月 30 日止。

二、大会报告专家和报告题目
《中国中药杂志》第十届编委会大会（26 日）
张伯礼

中国中医科学院 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
（题目：现代中药创制研究战略）

李连达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员
（题目：中药创新路在何方）

黄璐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 副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题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王昌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八处 处长，教授

钱忠直

国家药典委员会综合处 处长，研究员
（题目：《中国药典》2015 版构划）

肖诗鹰

科技部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化药器械处 处长，研究员
（题目：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与中药新药创建）

王 阶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 院长，研究员
（题目：艾滋病免疫重建的中医药研究）

果德安

国家工程实验室 主任，教授
（题目：以丹参和灵芝为范例的中药现代研究）

张卫东

第二军医大学现代中药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题目：基于系统生物学和网络生物学技术的中药复方研究）

徐希明

江苏大学药学院 院长，教授
（题目：中药给力，点亮干细胞组织工程研究的新曙光）

第一分会场（27 日）：中药研发创新及产业化发展论坛
吕圭源

浙江中医药大学药物研究所 所长，教授
（题目：中药特点与中药新产品研发）

赵军宁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副院长，研究员
（题目：新形势下的中药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发展思考）

倪 健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副院长，教授
（题目：中药产业化面临的问题浅析）

胡镜清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科研处 处长，研究员
（题目：中药临床实验政策研究）

彭 健

赛诺菲亚太研发中心临床扩展部 临床研究总监，研究员
（题目：现代药物临床开发模式发展之借鉴）

涂瑶生

广东省中医研究所 所长，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院长，广州中医药大学
教授
（题目：新工艺、新技术在中药配方颗粒产业化中的应用）

杜守颖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制药系主任，教授
（题目：中药复方鼻腔给药系统研究的关键技术与方法）

瞿海斌

浙江大学药学院中药科学与工程学系 主任，教授
（题目：多变量数据分析在中药制药工业中的应用及展望）

李范珠

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 教授
（题目：组合微透技术在局部药动-药效及在中药复方质量评价中的应
用）

康文艺

河南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研究所 所长，教授
（题目：降血糖天然药物研究—以茜草、滇丁香为例）

谢雁鸣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题目：中药上市后再评价技术规范与关键技术研究）

第二分会场（27 日）：中药保健食品研发与产业化发展高端论坛
叶祖光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研究员
（题目：保健品的研发、审批与立项研究）

孙有富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研究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
安全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题目：中国化妆品的发展趋势）

斯金平

浙江农林大学天然药物研究开发中心 主任，教授
（题目：品种乃药材道地性之源）

郭巧生

南京农业大学中药材研究所 所长，教授
（题目：老鸦瓣资源分布与繁育特性研究）

国家保健食品审评中心领导专家
（题目：中药保健品研发与审评进展）
高文远 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院长，教授
（题目：保健食品平贝雪梨饮的研究）
赵余庆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省天然产物现代分离与工业化制备工程技术中心
主任，教授
（题目：保健食品原料中功能食品和中药新产品的研发与创制）

郭顺星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生物技术中心 主任，研究员
（题目：保健食品原料开发和产品申报工艺的关键点）

崔福德

沈阳药科大学 教授
（题目：微丸的制备技术在中药制剂中的应用）

刘 震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副主任医师
（题目：中医临床思维指导中药保健品的应用）

三、会议日程
（一）11 月 25 日

全天报到。

（二）11 月 26 日
上午 8:00~10:00

相关领导讲话、优秀论文颁奖、《中国中药杂志》工作汇报

10:30~12:00

大会专家主题报告

下午 14:00~18:00

大会专家主题报告

18:30

欢迎晚宴

（三）11 月 27 日
第一分会场（中药研发创新及产业化发展论坛）
上午 8:00~12:00

大会专家主题报告

下午 14:00~17:30

大会专家主题报告

第二分会场（中药保健食品研发与产业化发展高端论坛）
上午 8:00~12:00

大会专家主题报告

下午 14:00~17:30

大会专家主题报告

四、会议时间、地点、住宿
时间：2011 年 11 月 25～27 日。
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世界大酒店（五星级）（地址：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区风情大道 2555 号，网址 http://www.hzfwhotel.com）。
住宿第一世界酒店主楼（五星级）：主题大床间 430 元/天，主题标准间 430
元/天。
住宿第一世界酒店休闲楼：休闲标间 300 元/天。

五、交通信息

交通距离
的士：
距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约 40.00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35 分钟，费用约为 100 元可到达酒店。
距杭州城站火车站，约 22.00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30 分钟，费用约为 44 元可到达酒店。
距市中心（武林广场）
，约 23.00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30 分钟，费用约为 50 元可到达酒店。

公交路线：暂无。
备注：杭州的士白天起步价 10 元/3 公里，2 元/公里。

六、会务费用
1500 元/人（费用包括会务费、资料费、餐费、国家一级学分 6 分），在读学
生 1200 元/人（凭学生证，费用包括会务费、资料费、餐费、国家一级学分 6 分）。
网络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10 日。（特别提示：凡网络报名参会，按回执所填
房间要求，提前交纳会务费后，均预留房间，现场报名事先不预留房间，将视情况另行安
排，敬请见谅）

请报名参会的代表在确定报名后将费用汇至如下指定帐户，并注明“中国中
药 杂 志 会 务 费 ”， 汇 款 成 功 后 可 发 邮 件 或 电 话 确 认 ， 邮 箱 地 址
cjcmm2006@188.com。
户

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开户行： 工商银行北京北新桥支行
帐

号： 0200004309089102560

注意：欲参会者请填写“参会报名表”
（见附件一），务必将会议回执发送至
报名邮箱 cjcmm2006@188.com，以便我们确认您的报名信息。

七、穿衣提醒
杭州 11 月底，天气转冷，气温较低，有时伴有雨雪，请与会各位代表适当
添加衣物，注意保暖防寒。

八、会务咨询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100700），中国中药杂志社

联系人： 周

驰，Tel：（010）64040392，18210490579

丁广治，Tel：（010）84022522，18210490581
联系传真：（010）65800844
报名邮箱（E-mail）：cjcmm2006@188.com
（注：报名详情参见中国中药杂志首页 www.cjcmm.com.cn）

中国中药杂志社
2011 年 9 月 15 日

附件一：
会议报名回执表
《中国中药杂志》第十届编委会
暨中药新产品创制与产业化发展战略研讨高端论坛
（请详细填写以下信息及相应需求）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联系人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姓

名

性别

职 称

联系电话

E-mail

手机

汇款方式
发票单位名称

住宿是否需预订单间：

是否可与其他代表同住：

是否提交会议论文：

是否参加会后考察：

倾向考察线路（勾选）：线路一、二、三、四、五、六、七
预计离会日期和时间
是否参加企业推广：

是否需要代订返程车、机票：
是否协办和赞助：

论文题目：
感兴趣的议题：
参会目的：
联系人 ：周驰，丁广治
电 话 / 传 真 : （ 010 ） 64040392 ，（ 010 ） 84022522 ， 报 名 邮 箱 ：
cjcmm2006@18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