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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国生物制品年会组委会 
2016 中国生物制品年会暨第十六次全国生物制品学术研讨会 

暨珠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合作会议 

会议通知（第二轮） 

由中国医药企业发展促进会、中国药学会生物药品与质量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制品

分会、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疫苗专业委员会、珠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珠海市医药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的

“2016 中国生物制品年会暨第十六次全国生物制品学术研讨会暨珠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合作会议

（CBPC2016）”定于 2016 年 11 月 17-19 日在珠海召开。现将第二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日程 

本届年会设置主会场及“新型疫苗研发与评价”、“新型生物技术药研发与评价”、“免疫细胞和干

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三个分会场。 

二、部分已确认的专家报告 

主会场 

1、 从 SARS 到禽流感到 MERS 到……                  广州医科大学               钟南山     院士 

2、 生物治疗与基因治疗研究最新进展                四川大学                 魏于全     院士 

3、 我国精准医疗发展战略与最新进展              北京大学医学部             詹启敏     院士 

4、 基因编辑--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周  琪     院士 

5、 WHO 生物制品标准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王军志   研究员 

新型疫苗研发与评价分会场 

6、 可视化动物模型在生物制品有效性评价中的的应用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王佑春   研究员 

7、 中检院国家十二五重大传染病专项成果介绍与展望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沈  琦   研究员 

8、 疫苗的国际临床设计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陈江婷   研究员 

9、 HPV 疫苗Ⅱ、Ⅲ期临床研究                      上海泽润生物               史  力   研究员 

10、 疫苗临床研究的原则与实践                      广西 CDC                  李荣成  主任药师 

11、CA16 疫苗研究中的挑战和技术策略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李琦涵   研究员 

12、治疗用卡介苗四期临床研究进展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张雪梅   研究员 

13、3价轮状病毒疫苗的临床研究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周  旭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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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白喉毒素 CRM197 蛋白载体的质量控制研究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马  霄     研究员 

15、流感疫苗 WHO PQ 认证                       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潘若文 高级工程师 

16、疫苗免疫接种方案的探索与思考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           罗林云 高级工程师 

17、EGF-p64 蛋白疫苗治疗Ⅱ期肺癌临床研究    百泰生物                  何丽华     研究员 

18、新佐剂在疫苗中的应用                     复旦大学                  王  宾      教授 

19、基因工程蛋白疫苗的设计体会和研究例证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李启明     研究员 

20、布尼亚病毒疫苗质量研究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李玉华     研究员 

新型生物技术药研发与评价分会场 

21、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专项成果介绍与展望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饶春明     研究员 

22、抗体药物生物分析和安全性评价的关注点和挑战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安全评价中心  任  进   研究员 

23、抗体及细胞治疗产品的安全评价研究           国家药物安全评价中心        霍  艳   研究员 

24、生物技术药国际多中心临床                 厦门特宝                    孙  黎 高级工程师 

25、纽兰格林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的设计与实践       上海泽生生物                李新燕   研究员 

26、ADC 抗体药物研究进展                        同济大学                    房健民    教授 

27、双特异性抗体在肿瘤免疫治疗的研发进展    武汉友芝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鹏飞    教授 

28、抗体及康复者血浆在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治疗中的作用    

                                              广州国家呼吸道疾病重点实验室  陈  凌    教授 

29、大型反应器工艺放大研究                   北京义翘神州                马宁宁  教授 

30、PD1、PD-L-1 抗体药物研究进展               上海君实生物                陈  博    研究员 

31、生物技术药物质量体系的建立及其对 cGMP 生产的管理  

丽珠单抗                     彭育才   博士 

32、多肽药物及多肽偶联药物研究进展            南京药科大学                 徐寒梅  教授 

33、新靶点抗体药的质量控制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王  兰  研究员 

34、新型重组激素类药物质量控制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梁成罡  研究员 

免疫细胞和干细胞治疗，基因治疗分会场 

35、溶瘤病毒治疗产品的研发进展               中山大学                     颜光美   教授 

36、靶向溶瘤--肿瘤个体化精准治疗              深圳亦诺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周国瑛   教授 

37、基因治疗药物的质量控制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李永红  研究员 

38、CAR-T 细胞研究                             上海肿瘤研究所                 李宗海  研究员 

39、免疫细胞治疗进展                           第四军医大学                 万  涛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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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肿瘤精准免疫细胞治疗                         第二军医大肿瘤治疗中心      钱其军   教授 

41、规范推进细胞治疗在肝脏疾病的转化应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张  琪  主任医师 

42、抗 CD19 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 T 细胞产品临床前研究    

北京永泰免疫                王  歈   研究员 

43、免疫细胞治疗的质量控制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孟淑芳   研究员 

44、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GVHD 的最新研究进展         中山大学                    项  鹏   教授 

45、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风湿免疫疾病                 南京鼓楼医院                孙凌云 主任医师 

46、脂肪组织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小脑萎缩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李光申   教授 

47、子宫血干细胞临床应用的价值                 浙江大学                    项春生   教授 

48、干细胞生物学有效性评价的基本原则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袁宝珠  研究员 

以上专家排名不分先后，其他专家正在邀请中，请随时关注会议官网 www.cujin.org 更新。 

 

三、会务安排： 

1、会议地点：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珠海市银湾路 1663 号）。 

2、会议时间： 2016 年 11 月 18-19 日（周五-周六）， 11 月 17 日报到。 

3、会议注册： 

（1）请登录会议官网 www.cujin.org，或关注微信公众号“cbpc2016”，登录微官网注册参会。 

（2）参会人员注册费（含会议资料和会期餐饮）： 

现场缴费： 1800 元/人； 

提前缴费： 1500 元/人，提前缴费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31 日（以汇款时间为准）； 

团队注册，每 10 人缴费，赠送 2 个免费参会名额。 

（3）代表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4、食宿安排 

（1）用餐安排：会议期间用餐统一安排。其他时间用餐，请参会代表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2）住宿安排： 参会代表可以按照组委会协议价格入住大会协议酒店。根据往届会议经验，因参会人数

众多，酒店客房紧张，请参会代表尽早预订。详情请查询会议官网/微官网“酒店预订”栏目通知。 

5、接站安排：接站具体安排将在会议官网/微官网及时公布。 

6、汇款信息：参会代表注册费或住宿费请分别汇款至如下账号，汇款时请注明参会代表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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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费银行汇款信息                          住宿费银行汇款信息 

账户名称：中国医药企业发展促进会            账户名称：上海洪成会务服务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西直门支行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田林支行 

账    号： 0200065009200024654              账    号： 3100 1551 7000 5001 3245 

大会微官网已开通“微信支付”，注册代表可登录微官网缴纳注册费。 

四、联系方式 

组委会联系人：肖老师                         酒店预订联系人：步强 

电  话：010- 52831550                         电  话：021-67187971 

手  机：13641041779                          手  机：18117378157 

邮  箱：cbpc@cujin.org                         邮  箱：buqiang-jy@163.com     

 

 

 

 

 

 

2016 中国生物制品年会组委会（代章）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