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届上海中医药与天然药物国际大会

邀请函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及国家大力支持的背景下，中医药与天然药物在继承和

发扬中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为人民的健康生活创造了福祉，对世界文明进

步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15 年 10 月 6日，屠呦呦先生以发现青蒿素这项突出贡

献获得 2015 年诺贝尔医学奖，全国为之振奋。同年，第一部关于中医药的国家

法律《中医药法（草案）》诞生，该法律着眼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坚持扶持与规

范并重，强化政策支持，将为中医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上海中医药与天然药物国际大会”历经八载，已发展成为中医药与天然药

物领域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专业盛会，会议规模超过 400 人，有效促进了中

医药与天然药物领域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交流合作，为中医药科技界、企业界代表

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前沿信息，助推中医药产业继续保持优质、高速、创新发展。

2016 年 10 月 19-21 日，由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办公室主办，上海市

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中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上海生物医药公

共技术服务公司、上海乔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第九届上海中医药与

天然药物国际大会”将在上海长荣桂冠酒店举行。届时，来自中医药与天然药物

领域的中外院士、著名专家学者、企业精英、政府官员将通过大会报告、主题报

告和主题交流等形式，就领域内的最新政策法规、研究动态、发展趋势、技术合

作、产业热点等进行探讨。

我们盛情邀请您参与本次盛会，期待 2016 年金秋十月与您相会在美丽的上

海滩！

第九届上海中医药与天然药物国际大会组织委员会



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6 年 10 月 19-21 日

地点：上海长荣桂冠酒店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办公室

承办单位：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

上海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

（中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上海生物医药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上海乔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规范研究学会（GP-TCM Research Association）

美国植物药委员会（American Botanical Council）

中国药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生物产业行业协会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席：徐祖信

成 员（排名不分先后）：

袁 泉 傅大煦 果德安



俞曼雷 陈万生 王峥涛

叶 阳 张卫东 任大伟

唐 军 郑忠民 李积宗

胡义扬 赵咏芳

学术委员会

主席：陈凯先 Edward Kennelly

秘书长：果德安 张卫东 陈万生

成 员：(按姓氏字母顺序)：

Yoshinori Asakawa (日本) Maged Sharaf（美国）

Rudolf Bauer (奥地利) Alexander Shikov (俄罗斯)

Joseph Betz (美国) Krystyna Skalicka-Woźniak（波兰）

Josef A. Brinckmann (美国) Hermann Stuppner (奥地利)

Guenter Bonn（奥地利） Robert Verpoorte (荷兰)

Stephen Dentali (美国) Jean-Luc Wolfender（瑞士）

Thomas Efferth (德国) Larry Walker（美国）

Tai-ping Fan (英国) H. Yamada (日本)

Gerhard Franz（德国） 刘昌孝 (中国)

Emiel Van Galen（荷兰） 刘良 (中国澳门)

Anil Ganeriwala（印度） 吕爱平 (中国香港)

Gabriel I. Giancaspro（美国） 钱忠直(中国)

Leslie Gunatilaka (美国) 孙汉董 (中国)

Michael Heinrich（英国） 吴永昌 (中国台湾)

Ikhlas A. Khan (美国) 姚新生(中国)



Werner Knöss (德国) 庾石山 (中国)

Günter Meng（德国） 张伯礼 (中国)

Pulok Mukherjee (印度) 周宏灏 (中国)

Mirtha Navarro（美国） 周华（中国）

Alexander Panossian（瑞典）

初步议程：

时间 内容

2016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三

上午

开幕式

大会报告

高端交流

下午 大会报告

2016 年 10 月 20 日

星期四
全天

主题一：化学与质量

主题二：药理与新药开发

主题三：中医分会

主题四：药品国际注册

2016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五
上午

大会报告

闭幕式

部分嘉宾

Rudolf Bauer: 奥地利 Graz 大学教授，国际传统药物学会会长



Guenter Bonn: 奥地利 Innsbruck 大学国际著名教授

Gerhard Franz: 德国 Regenburg 大学终身教授，欧洲药典中药组主席

Emiel Van Galen：荷兰药监局草药处处长

Anil Ganeriwala: 印度传统医学管理局 联合局长

Gabriel I. Giancaspro: 美国药典委员会副总裁

Michael Heinrich:伦敦大学药学院教授

Iklas A. Khan：国家天然产物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药典委员

Werner Knöss: 欧洲药监局草药委员会主席

Günter Meng: 德国 Schawabe 制药公司研发总监

Mirtha Navarro：哥斯达黎加大学教授，美国药典委员

Alexander Panossian: Phytomedicine 主编

Larry Walker: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教授，国家天然产物中心主任

Jean-Luc Wolfender: 瑞士日内瓦大学药学院院长

Krystyna Skalicka-Woźniak: 波兰 Lublin 大学教授

卞兆祥：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院长

陈凯先：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姜志宏：澳门科技大学澳门药物与健康应用研究所所长、副校长

李绍平：澳门大学教授

刘成海：上海市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

刘建平：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

刘良：澳门科技大学校长

刘志强：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主任、研究院

吕爱平：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

钱忠直：中国国家药典委员会首席科学家

沈远东：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标准化研究所所长

苏式兵：上海中医药大学系统医学中心主任

唐旭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

王文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

王一涛：澳门大学中医药研究院教授、院长



张翮：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报告语言

本次大会官方语言为英语。其中第一天开幕式及大会报告将设双语同传。

注册费用

国内代表——

标准套票：RMB2200（9.20 前注册缴费/团体三人以上）/ RMB2400（9.20 后）

含三天所有会议、会议资料、午餐（不含住宿，住宿自己安排）

学生套票：RMB1200

含三天所有会议、会议资料、午餐（不含住宿，住宿自己安排）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左银和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李时珍路 288 号

电 话：+86-21-51863043

手 机：18964431929

邮 箱：sh51863043@163.com

报名方式

请将另附件参会注册表填写后发送到此邮箱 sh51863043@163.com

mailto:sh5186304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