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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
暨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邀 请 函
“临床药学湘雅论坛”于2011年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联合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五家首批国家临床药学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共同发起。论坛

始终坚持“临床药学实践、教学、研究”为主题，已成功举办了十届。从第五

届开始邀请全国17家临床药学重点专科建设单位进行临床药学学科建设成就和

经验交流，同时更名为“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展示了临床药学工作者的

风采，为临床药学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平台，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临床

药学学科发展。

　　为适应新时期的医院药学事业发展，提高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务，进一

步推动我国临床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本届论坛将围绕“临床药学实践、教

学、研究”设立一个大会主会场、7个分会场，邀请国内外学者围绕临床药学学

科建设与发展、临床药学教育与人才培养、药学实践与典型案例、药物评价与

利用、临床药学研究与转化、精准药学等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交流。我们诚挚

的邀请国内外临床药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广大临床一线工作者参与此次论坛，

让我们共同探讨并提升临床药学学科发展！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药学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 



第十一届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
暨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日期 时间 内容

9月10日
（星期五） 全天 代表报到

9月11日
（星期六）

08:00-12:10  开幕式及特邀报告

13:30-18:10 临床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13:30-18:10 临床药学研究与转化

13:30-18:30 药学实践与创新服务模式

9月12日
（星期日）

08:00-12:10  药物应用与评价

临床药学教育与人才培养08:00-12:30  

精准药学08:00-12:10  

13:30-17:55 青年药学家论坛

——大会日程——



第十一届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
暨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会议注册——

Ø 注册方式

本次会议报名网站：https://LCYXXYLT.sciconf.cn，参会代表通过网站注册报名

Ø 注册交费说明

（1）2021年8月31日（含）前注册交费， 1000元/人

（2）2021年9月1日（含）后及现场报到注册交费，1200元/人

（3）在校学生凭证件，8月31日（含）前注册500元/人；9月1日（含）后或

       现场注册600元/人

Ø 注册费缴纳方式

收款单位：湖南省药学会 

开户行：中国银行长沙市杏林支行

帐号：5937 5735 1940

汇款、转账时请注明“湘雅论坛+姓名+单位”。电汇方式如果无法添加附言，

      请务必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汇款人详细信息，以便于确认款项归属。发票请于报到现场领取。

    （邮箱：lcyxxygjlt@163.com）



第十一届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
暨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会议相关信息——

Ø 会议地点：湖南宾馆（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营盘东路193号）

Ø 会议形式：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Ø 食宿安排：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Ø 咨询电话：李文群   182 7489 5117       

                      张   超   0731-84436720

              

会议报名网站



第十一届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
暨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主会场

时间：9月11日08:00-12:10                          地点：一楼芙蓉厅

时间 讲者 讲题 单位

08:00-09:00 开幕式

09:00-09:40 谭蔚泓 靶向药物的研发 浙江省肿瘤医院

09:40-10:20 高解春 临床药学学科建设与评估 复旦大学

10:20-10:30        茶歇

10:30-11:10 高  月 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中药
安全性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11:10-11:50 刘叔文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病毒防
治药物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

11:50-12:10 卫星会

——大会议程——



第十一届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
暨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分论坛一：临床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主席：李焕德  武新安               时间：9月11日              地点：一楼芙蓉1+2厅 

时   间 讲   者 讲   题 单   位

13:30-13:40 武新安                                 主席致辞

13:40-14:00 卫星会

14:00-14:30 张  玉 精准药学助力临床药学学科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14:30-15:00 赵  杰 大数据与临床药学学科建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00-15:30 缪丽燕 提升药师服务能力，
助力医院药学学科高质量发展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0-16:00 杜智敏 临床药学学科建设与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

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

16:00-16:10        茶歇

16:10-16:40 赵荣生 学科建设引领药学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40-17:10 张幸国 医联体/医共体下医院药学学科建设
实践与思考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

17:10-17:40 张  波 从百年协和看合理用药实践 北京协和医院

17:40-18:10 颜  苗 坚持特色建学科--从毒物咨询中心到
临床药学重点专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8:10 李焕德                                  主席总结



第十一届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
暨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分论坛二：临床药学研究与转化

 主席：刘皋林  向大雄 时间：9月11日 地点：一楼芙蓉3厅  

时间 讲者 讲题 单位

13:30-13:40 刘皋林                                  主席致辞

13:40-14:00 卫星会

14:00-14:30 郑  磊 细胞外囊泡-疾病精准诊疗新利器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4:30-15:00 林厚文 研究型临床药师培养推进临床药学
学科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

15:00-15:30 赵青威 基于临床需求的制剂创新与转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15:30-16:00 戴海斌 基于临床实践的药学科研思路探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16:00-16:10        茶歇

16:10-16:40 吴行伟 机器学习模型与智能化药学实践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
民医院

16:40-17:10 翟学佳 基于代谢组学的贯叶连翘抗抑郁作
用基础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

17:10-17:40 黄晨蓉 大剂量甲氨蝶呤全程化用药管理与
科研转化实践探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40-18:10 罗世林 黄精多糖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机
制研究与转化尝试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8:10 向大雄                                   主席总结



第十一届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
暨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分论坛三：药学实践与创新服务模式

 主席：朱  珠  甄健存 时间：9月11日 地点：会议中心二楼大会厅

时间 讲者 讲题 单位

13:30-13:40 朱  珠                                   主席致辞

13:40-14:00 卫星会

14:00-14:30 袁  洪 推动医药融合的高血压等慢病
院外管理新模式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4:30-15:00 陈  孝 多维度比较点评法在外科抗菌
药物管理上的应用探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30 范国荣 基于药物代谢临床转化的精准
药学服务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
医院

15:30-16:00 周  颖 医改新常态下临床药学模式
发展探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00-16:10        茶歇

16:10-16:40 金鹏飞 老年药学服务 北京医院

16:40-17:10 李  娟 不合理用药相关医疗损害案例
分析及处方审核策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17:10-17:30 刘艺平 AI助力抗肿瘤药物合理使用与
药学服务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7:30-17:50 龚  倩 从临床实践论抗肿瘤药物超说明书
用药管理 湖南省肿瘤医院

17:50-18:10 易湛苗 基于循证医学的慢性病患者药物
治疗管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8:10-18:30 戴婷婷 药师在医院内VTE防治管理中的
实践分享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8:30 甄健存                                    主席总结



第十一届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
暨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分论坛四：药物应用与评价

 主席：童荣生  翟所迪 时间：9月12日 地点：一楼芙蓉1+2厅

时间 讲者 讲题 单位

08:00 童荣生                                   主席致辞

08:00-08:30 施李正 药物综合评价的真实世界研究 美国杜兰大学公共卫生与
热带病学院

08:30-09:00 詹思延 处方数据与药物利用研究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09:00-09:30 张  兰 国家带量采购中选仿制药临床疗效
与安全性真实世界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30-10:00 张伶俐 临床指南，如何成为临床的指南：
指南适用性评价工作介绍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0:00-10:10      茶歇

10:10-10:40 曾宪涛 循证视角下的药品综合评价思路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0:40-11:10 刘  艳
利用真实世界数据和AI算法构建

慢病个体化用药模型与智能全程化
用药安全监护平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新华医院

11:10-11:30 左  玮 从药学角度看如何开展药品上市后
综合评价及案例分享 北京协和医院

11:30-11:50 万小敏 药物经济学与泌尿肿瘤临床实践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1:50-12:10 卫星会

  12:10                      翟所迪                                   主席总结



第十一届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
暨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分论坛五：临床药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主席：蒋学华 文爱东 时间：9月12日   地点：一楼芙蓉3厅  

时间 讲者 讲题 单位

08:00 蒋学华                                    主席致辞

08:00-08:30 姚文兵 临床药学教育 中国药科大学

08:30-09:00 孙树森 临床药学教育人才培养和实践 美国西新英格兰大学

09:00-09:30 赵志刚 待定 首都医科大学

09:30-10:00 张毕奎 医教研协同发展的青年药学人才培养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0:00-10:10      茶歇

10:10-10:40 徐  珽 临床药学院校教育与2年继续教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40-11:10 杨  勇 待定 四川省人民医院

11:10-11:40 胡  扬 心血管专业PharmD 培养模式
探索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

11:40-12:10 王婧雯 临床药师师资培养体系 西京医院

12:10-12:30 卫星会

  12:30                        文爱东                                           主席总结



分论坛六：精准药学

 主席：张相林  刘昭前 时间：9月12日 地点：会议中心二楼大会厅

时间 讲者 讲题 单位

08:00 张相林                                 主席致辞

08:00-08:25 丁  克 待定 暨南大学

08:25-08:50 陈哲生 Cabozantinib overcomes ABCG2-
mediated drug resistance in cancer 美国圣约翰大学

08:50-09:15 张永鹤 抑郁症治疗药物研发中的靶标确认 北京大学

09:15-09:40 潘景轩
Activation of DDR1-STAT3 cascade by 

ECM remodeling promotes liver 
metastatic colonization

中山大学

09:40-09:50 茶歇

09:50-10:15 陈策实 乳腺癌靶向药物研究进展 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

10:15-10:40 刘  文 去甲基化酶PHF8参与线粒体代谢和癌症
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和靶向干预研究 厦门大学

10:40-11:05 蔡本志 临床个体化
药物治疗实践与思考

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

11:05-11:30 梁  广 代谢相关分子模式(MAMPs)
与代谢性心血管疾病 杭州医学院

11:30-11:50 王树滨 类器官在临床精准药学
应用的价值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11:50-12:10 卫星会

 12:10                 刘昭前                                   主席总结

第十一届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
暨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第十一届临床药学湘雅国际论坛
暨中南大学临床药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分论坛七：青年药学家论坛

 主席：毕惠嫦  颜  苗 时间：9月12日  地点：会议中心二楼大会厅

时间 讲者 讲题 单位

13:30-13:40 颜  苗                                   主席致辞

13:40-14:00 卫星会

14:00-14:25 毕惠嫦 药源性肝损伤代谢调控 中山大学

14:25-14:50 Yosuke 
Suzuki

Evaluation of OATP1B activity 
using an endogenous probe 

coproporphyrin-I

Meiji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Tokyo，Japan

14:50-15:15 吴宝剑 药代动力学和疾病的时钟调控 暨南大学

15:15-15:40 唐  斓 多组学技术挖掘海洋候选药物抗肾癌
靶点和临床前ADMET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

15:40-16:05 周  维 线粒体稳态异常在药物早期毒性
发生中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

16:05-16:15 茶歇

16:15-16:40 蔡骅琳 基于靶标代谢组学研究复发精神分裂
症患者药物治疗抵抗的机制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6:40-17:05 庞晓丛
SPP1介导的抗雄激素药物治疗
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耐药机制

及其靶向干预研究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7:05-17:30 赵青男 肿瘤靶向IL-12的基因治疗对肿瘤
转移的抑制作用及机制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第一人民医院

17:30-17:55 范鑫雨 催产素对抗药物成瘾的
分子机制研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7:55 毕惠嫦                                   主席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