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内容 报告题目 讲者 单位

18:00 - 18:30

18:30 - 18:40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药学信息化分会主任委员发言
王家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8:40 - 19:00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药学信息化分会工作规划与计划
林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学部主任

19:00 - 19:20
2016华夏药学创新论坛暨药学服务创

新大赛筹备工作进展汇报
刘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304）药剂药理科主任

19:20 - 20:20

利伐沙班创新研发之路 李玉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

21:00 - 21:10

会议内容 报告题目 讲者 单位

学术主席： 王家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

8:30 - 9:00

9:00 - 9:35 医院用药数据挖掘与利用 李大魁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

9:35 - 10:10 从精准外科走向精准医学 董家鸿 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

10:10 - 10:45
洞悉医药电商大数据，打造互联网医

药生态圈
魏凯 京东医药健康事业部总经理

10:45 - 11:20 互联网+时代的医疗服务格局重构 赵红 健康界传媒创始人

11:20 - 11:55 从“阿尔法狗”到智能医疗 秦曾昌 北京航空航天⼤学⾃动化学院博士

诺华眼科：从药物创新到大数据指导

药物应用
刘昕 诺华制药医学总监

会议内容 报告题目 讲者 单位

学术主席： 刘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304）药剂药理科

13:10 - 13:35 拥抱互联网 创新发展新路径 张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原副院长

华夏药学·创新论坛
学术会议日程（拟定）

主题报告

3月25日 上午   第二会议厅（BC）

3月24日 晚上  二层 201AB

时间

时间

专委会

工作会议

讨论互动：出席委员代表发言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药学信息化分会    第一届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

行业新锐：互联网+医疗势不可

挡

3月25日 下午   二层201AB

互联网医疗

时间

20:20 - 21:00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卫星会

开幕式

全体委员签到入场

名家讲坛：信息与未来

会议总结

11:55 12:25-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卫星会



会议内容 报告题目 讲者 单位时间

13:35 - 14:00
解放医生生产力：让每个医生拥有自

己的云病房
张遇升 杏树林创始人

14:00 - 14:25
《十年磨一剑》——如何利用互联网

打造金牌科室
于刚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

14:25 - 14:50 移动医疗环境下的品牌构建 吴刚 好大夫在线副总裁

欧美药物追溯体系现状和思考 丁庆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20 - 15:45 药师工具及移动药事服务探索 施慧 药师360创始人

15:45 - 16:10 互联网+药学服务实践 冀连梅 北京和睦家康复医院药房主任

16:10 - 16:35
移动医疗应以患者为中心而非以医生

医院为中心
岳剑雄 e陪诊创始人

16:35 - 17:00 移动医疗在血栓性疾病中的管理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药理学博士

会议内容 报告题目 讲者 单位

学术主席： 冯端浩 解放军第309医院体检中心

13:10 - 13:40
大数据时代医院信息化建设之机遇与

挑战
刘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兼CIO

13:40 - 14:10 医疗大数据的实践分享 孙喆 医渡云创始人

14:10 - 14:40 互联网+专病药学服务 张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专病

管理药师

再议合理选用PPls 孙忠实 海军总医院教授

15:10 - 15:40 互联网保险+医疗的思考和尝试 任彬 保险极客创始人

15:40 - 16:10 跨界在移动医疗的风口浪尖 郭瑞娟 嘉里健康集团创始人

16:10 - 16:40 关于大数据在医学应用的思考 李学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博士

会议内容 报告题目 讲者 单位

学术主席： 林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学部

13:10 - 13:40 药学信息的设计，利用与传播 翟所迪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主任

13:40 - 14:10 精准医疗中的药学服务 林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学部主任

14:10 - 14:40
信息化技术在医疗机构特殊药品管理

中的应用
刘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304）药剂药理科主任

先锋药师：智慧药学探索之旅

智慧药学

大数据时代：创新驱动发展

3月25日 下午   三层305AB

时间

互联网医疗

武田（中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月25日 下午  二层  201CD 

14:50 15:20

大数据

-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卫星会

14:40 15:10

时间

-



会议内容 报告题目 讲者 单位时间

14:40 - 15:10 临床用药风险防控的信息化实践 郭代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教授

医药物流与医疗供应链的创新融合 葛路 华润医药集团副总经理兼首席信息官

15:40 - 16:10
推进药学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打造药

学专业高效优质服务
姜玲 安徽省立医院药剂科主任

16:10 - 16:40
互联网+康复药学在中医药疾病治疗中

的信息化服务
杜广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药剂科主任

16:40 - 17:10

我为什么不要体制内的“铁饭碗”？

——新医改形势下的医院药师价值探

讨

吕良忠
杭州逸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知识官

（原浙江省人民医院药剂科）

会议内容

李大魁 北京协和医院

王家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

8:15 - 8:45

8:45 - 9:35

9:35 - 9:45

9:45 - 10:35

10:35 - 10:45

10:45 - 11:45

11:45 - 12:10

点评与互动Ⅰ

2016药学服务创新项目十强路演（6-10）

点评与互动Ⅱ

内容

颁奖与闭幕

评委会主席：
2016药学服务创新大赛

——创新服务，提升药师价值

3月26日 上午     第二会议厅（BC）

药学

服务

创新

大赛

互动论坛：创新服务，提升药师价值

大赛开幕式

时间

2016药学服务创新项目十强路演（1-5）

智慧药学

15:10 15:40-
华润医药集团卫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