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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重构产业”

2020’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

邀请函

尊敬的______________:

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

央委员会办公厅主办的2020’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将于2020

年11月27日～29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莅临本次大

会。

作为中国医药行业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产业盛会，大会

迄今已成功召开十一届,秉承赋能中国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的使命，凝聚企业

家、科学家、投资家，旨在打通政府、企业、技术、资本、临床等创新要素，

构建中国最权威的医药新产品创新发布平台，打造中国医药产业生态的价值

链接平台。

今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之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

有力保障》文章强调的“要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的优势，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加快补齐我国生命科学、生物技术、

医药卫生、医疗设备等领域短板”为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认为，在国

家战略强有力的牵引下，“十四五”中国医药产业创新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整个产业将因创新能力的提升而被重新构建，因此，我们将大会主题确定为

“创新重构产业”。

2020年我们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也迎来了“精准扶贫”的收



官时刻，面对灾难与扶贫攻坚，医药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为抗疫与精准

扶贫做出了应有贡献，因此，大会召开期间还将隆重举行相关展览展示活动，

突出展示医药企业的担当和义举，号召更多企业参与社会责任实践。

再次恭迎您莅临大会。

一、 会议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29 日，11 月 27-28 日全天签到

（签到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区 2层）。

二、 会议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区 1-2 层（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奔竞

大道 353 号）

三、 住宿酒店：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北辰大酒店（杭州市萧山区奔竞大道 353

号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E座旁）、杭州钱江世纪城希尔顿欢朋酒店（杭州

萧山区皓月路 189 号）

四、 参会人员：医药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及负责人，医药企业研发负

责人，临床试验机构专家，科研院所学术带头人，创新创业家，

以及医药生产上下游服务供应商、生物医药园区负责人、金融投

资机构负责人、医药行业分析师等。

五、 会务组联系方式：

崔 运 18610041558 白 雪 15210735618

六、 会议邮箱：ydwl2009@163.com



附件一：



附件二：大会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中国农工民主

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执行单位：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主席团

承办单位：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医疗卫生工作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

生物技术与药学工作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E药经

理人、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50人论坛

支持协会：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中国医药包装协会、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中国医药设备工程协会、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中国中药协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

行业委员会、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中国医药工

程设计协会、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浙江省药学会、北京医药行业协会、北

京药学会、四川省医药行业协会、安徽省医药行业协会、山东省医药行业协

会、陕西医药行业协会、重庆医药行业系会、天津市医药行业协会、河北省

医药行业协会、吉林省医药行业协会、健康未来企业家协会、美国药学科学

家协会、中国药科大学校友会



附件三：大会议程概况

*各主、分会名称、内容及嘉宾均为初版，执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最终以现场呈现为准

一、 议程导览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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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中国医药产业优选品牌服务商联盟成立预备会

市长恳谈会【邀请制】

晚上 西湖大学·启思夜话【邀请制】

11 月 28 日

上午 开幕式

下午 主论坛暨第四届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 50人论坛年会

晚上

中国医药创新之夜颁奖盛典

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政策座谈会【闭门】

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 50 人论坛（H50）2020 年度理事会【闭

门】

11 月 29 日

上午
科学家领“杭”论坛

中国医药创新 100 高端沙龙【闭门】

下午

“三医”政策热点研讨会【闭门】

大数据赋能医药创新论坛

中国医药人力资源发展论坛

全天
中国医药市场百人研究会日出东方论坛

中国医药健康创新路演大会

晚上 “责任·担当·致敬”——中国医药人文之夜主题晚会



二、 会议板块

1. 社群活动

11 月 27 日下午

中国医药产业优选品牌服务商联盟成立预备会

中国医药产业品牌服务商联盟致力于构建服务于医药产业转型升级的上下游交流平

台与采购对接平台。成员来自服务于医药企业研发创新、卓越生产、数字化、组织优

化等四大领域，且在该领域具备品牌和高水平服务能力。

11 月 27 日晚上

西湖大学·启思夜话

E药经理人与西湖大学联手，特邀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先生携西湖大学科学家团队，

与与会企业家共话生物医药技术趋势、基础研究进展、科技人才培养与企、学、研、

融创新生态构建。

11 月 28 日晚上

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 50 人论坛（H50）2020 年度理事会

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 50 人以促进投资的能力，协调产业发展，推动中国医疗健康

产业创新和全球化为目标。本次会议为 H50 在 2020 年这个特殊年份的第一次全会。

11 月 29 日上午

中国医药创新 100 高端沙龙

基于“创新 100”项目，独立打造的医药创新科学家圈子闭门高端社群活动。该沙龙

旨在搭建一个可持续的高端洞察和经验交流互鉴，倡导卓越创新理念，汇集创新思想

与共识的交流平台。

1-1 西湖大学·启思夜话
时间：11月 27 日 19:00～21:30

19:30～19:35 主持人开场

19:35～20:15
西湖大学办学及发展情况介绍

施一公 西湖大学校长

20:15～20:55

西湖大学科学家科研进展分享

党波波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蛋白质工程与药物开发实验室 PI

宋春青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基因治疗生物学实验室 PI

20:55～21:30
【圆桌讨论】产学研资如何打破藩篱，实现药物研发创新的有效协

同合作？

1-2 中国医药创新 100 高端沙龙



主题：监管与创新

探讨话题：与国际接轨的审评审批体系构建

中国医药创新监管体系构建

中国医药创新能力促进体系构建

时间：11 月 29 日 09:00～12:00

主持人：郭云沛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09:00～12:00

【主持人开场】

【企业发言】与会企业家/CEO 围绕完善药品政策体系建设进行主题

交流

【领导交流】

拟邀领导：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相关领导

于明德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名誉会长

许嘉齐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原主任

张 伟 国家药典委员会原秘书长

【总结发言】

2.开幕式

时间：11 月 28 日 09:00～12:00

主持人：谭 勇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E药经理人系列媒体出品人

09:00～09:30

【致辞】开幕致辞

农工党中央领导

杭州市政府领导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领导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领导

09:30～10:00
【主题报告】中国药物研发全球征程中的现实和逻辑

徐增军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前首席科学家

10:00～10:30
【主题报告】中国药物创新的原创与产业化

许 田 西湖大学副校长

10:30～11:00
【主题报告】中国医药产业持续转型的重中之重

于明德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名誉会长

11:00～12:00

【启思高峰对话】传统药企转型期还剩多久，创新药开启黄金十年，

Biotech、大药厂、大资本，谁将成为产业整合的终局者？

1.医保承压，医药市场增速持续放缓，创新、商业保险、互联网谁将

成为医药市场扩容的主战场？

2.中国医药研发的“卡脖子”问题与基础研究



3.Biotech、大药厂、大资本，谁将成为中国医药产业整合的终局者？

主持人：许小林 华盖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H50 创始主席

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磊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

李振福 德福资本董事长

张连山 恒瑞医药全球研发总裁

陈启宇 复星国际联席首席执行官

鲁先平 微芯生物董事长

3.主论坛暨第四届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 50 人论坛年会

时间：11 月 28 日 13:30～17:40

主持人：杨瑞荣 远毅资本合伙人，H50 轮值主席

13:30～13:40 【仪式】中国医药产业品牌服务商联盟成立仪式

13:40～14:40

【圆桌对话一】医药创新企业的上市制度安排和趋势研判

1. 交易所对医药创新企业现行上市规则的解读和近期及明后年的

制度安排框架；

2. 券商对医药创新企业上市数量和市值规模的研判；

3. 大健康板块在未来资本市场的占比和意义。

报告嘉宾：钟蓉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委员、副会长

主持人：杨瑞荣 远毅资本合伙人，H50 轮值主席

拟邀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曙光 中金公司成长企业投行部董事总经理

张晓夏 香港交易所环球上市服务部副总裁

高 元 华泰联合证券大健康行业部部门负责人

程 杰 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董事总经理，全球医疗健康行

业行政负责人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负责人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负责人

14:40～15:40

【圆桌对话二】产业转型期，药物创新与支付体系改革的协同发展

1. 从仿制药到创新药的支付生态系统如何构建？

2. 跨国药企与本土创新药企如何在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展开合

作？

3. 商业保险对创新药的支付如何才能快速在中国落地？

报告嘉宾：万谊青 人保资本党委副书记、副总裁

主持人：张 江 平安创投 CEO，H50 理事



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杨大俊 亚盛医药董事长

范秀莲 海思科医药集团总裁

林 刚 康哲药业总裁

胡季强 康恩贝药业董事长

徐海瑛 哈药集团总裁

15:40～16:40

【圆桌对话三】创新的质量和赛道

1. 平均每周两家医药公司的上市速度是泡沫还是趋势？

2. 资本市场给到创新的估值中，如何评估公司里科学家团队和企业

家团队的价值？

3. 中国医药创新发展中最有价值的三个结构性问题是什么？

报告嘉宾：刘 煜 科睿唯安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主持人：陈鹏辉 博远资本创始合伙人，H50 理事

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房健民 荣昌生物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

柯 潇 康弘药业总裁

洪 浩 凯莱英医药集团董事长

崔霁松 诺诚健华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梁 果 三叶草生物制药首席执行官

16:40～17:40

【圆桌对话四】十四五产业发展前瞻

1. 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医药产业格局将如何重塑？

2. 国际大循环明显减弱，中国医药产业如何力避“断链”与“脱

钩”？在中国医药创新药研发中，还有哪些“卡脖子”技术需要

攻关？

3. “互联网+医疗健康” 新业态的新前景。

报告嘉宾：余文心 海通证券首席分析师

主持人：余文心 海通证券首席分析师

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云 维我软件中国区总经理

王锡娟 康辰药业董事长

左 敏 上海医药集团总裁

李 宁 君实生物执行董事、行政总裁兼总经理

李天天 丁香园创始人、董事长

4.科学家领“杭”论坛

时间：11 月 29 日 09:00～12:00



主持人：柯 樱 上海医药总监、研发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09:00～09:30
【主题报告】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体系该如何构建？

丁列明 贝达药业董事长

09:30～10:00

【主题报告】细胞治疗的现状与展望

卫立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肿瘤免疫与代

谢研究室主任

10:00～11:00

【圆桌对话一】中国新与全球新背景下的医药研发模式改变

1. 自主研发、VC+海归+CRO、VIC、销售+IP+CRO 那种模式更适合转

型期中的中国药企？

2. 研发赛道拥挤的现实该如何突破？

3. 从中国创新到全球创新，我们的差距是什么？

主持人：洪 坦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

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颖 苑东生物董事长

万昭奎 凌科药业（杭州）有限公司创始人

吴劲梓 歌礼生物董事长

钟春玖 上海日馨生物科技首席科学家

徐 霆 康宁杰瑞生物董事长兼总裁

11:00～12:00

【圆桌对话二】什么样的创新产业链集合模式能够推动中国医药创

新？

1. MAH 制度如何更好的落地为创新药企解绑？

2. CXO 在创新中的持续价值如何发挥？

3. 本土创新型研发人才培养的困境如何突破？

主持人：王锦刚 科信必成医药总经理

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东舟 华东医药首席科学官、创新药研发中心总经理

杨东晖 阿诺医药资深副总裁、联合创始人

吴幼玲 特瑞思药业董事长

倪 晟 杭州和泽医药董事长兼总经理

廖化新 珠海泰诺麦博董事长

5.大数据赋能医药创新论坛

时间：11 月 29 日 14:00～17:30

主持人：姜 毅 浙江大远智慧董事长

14:00～14:30
【主题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解读与健康大

数据的使用安全



金小桃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会长

14:30～15:00
【主题报告】“大数据+AI”赋能健康医疗

杨明璐 百度健康总经理、百度健康医典总经理

15:00～15:30
【主题报告】基于人工智能的药物靶标发现

朱 峰 浙江大学药学院教授

15:30～16:00
【主题报告】基于海量多组学数据挖掘和 AI 对新药研发的决策支持

季序我 普瑞基准创始人、CEO

16:00～16:30
【主题报告】大数据在中医药研发领域的应用

李天泉 药智网联合创始人、副总裁

16:30～17:30

【圆桌对话】基于 AI、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的医药研发趋势

1. 大数据在医药研发创新领域的应用现状与挑战？

2. 大数据研发系统如何传统研发体系协同？

3. 大数据研发手段的出现会对医药研发模式产生何种影响？

主持人：孙华龙 科林利康副总裁

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佳 天士力国际基因网络药物创新中心总经理

李 靖 药渡经纬董事长

李丽平 零氪科技首席临床运营官

杨红飞 火石创造创始人、CEO

汪金海 北京赛德盛医药科技董事长

尉建锋 杭州卓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6.“三医”政策热点研讨会
时间：11 月 29 日 13:30～16:30

主持人：王学恭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13:30～14:00 【主题报告】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解读

14:00～14:30 【主题报告】遗传资源的行政审批制度解读

14:30～15:00 【主题报告】带量采购政策推进情况介绍

15:00～15:30 【主题报告】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15:30～16:30 【圆桌对话】“三医改革”与新阶段产业协调发展

7.2020 MAH 持证转化与合作高峰论坛
时间：11 月 29 日 09:00～12:30



09:00～09:15 【开场】致辞

09:15～10:00 【主题演讲】《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宏观解读

10:00～10:45 【主题演讲】三医联动改革下，医药行业的发展趋势

10:45～11:30 【主题演讲】原料药企业制剂一体化转型之路

11:30～12:00
【主题演讲】MAH 制度下的突破路径之一——高端制剂、改良型新

药布局策略

12:00～12:30 【圆桌讨论】MAH 元年背景下，企业如何转型升级？

8.中国医药人力资源发展论坛
时间：11 月 29 日 13:30～17:20

主持人：姜 霞 亚盛医药人力资源副总经理

13:30～14:00
【主题演讲】VUCA 时代下，企业的应变之路

张文杰 复宏汉霖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14:00～14:30
【主题演讲】大变局时代医药企业人才培养与发展趋势？

张 岩 怡安翰威特中国区合伙人

14:30～15:20

【圆桌讨论】为什么员工对企业的人才培养计划无感？一方面渴望

提升，一方面被动学习，什么样的人才培养计划会获得员工青睐？

主持人：富英杰 种子咨询总经理

拟邀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杨 莲 迪康药业人力综管中心总经理

杨 杰 罗欣药业首席人才官

黄 涛 科伦药业人力资源总监

程蓓蓓 科园信海（北京）人力资源部副总监

15:20～15:50
【主题演讲】数字化时代下的智慧学习

涂益华 阿斯利康企业大学校长

15:50～16:20
【主题演讲】企业培训发展之道：深度赋能+绩效改进

韩 镇 石药集团培训中心高级培训总监

16:20～16:50
【主题演讲】变革时代管理者能力提升创新项目

姚建华 绿叶制药集团销售培训与行政部高级总监

16:50～17:40

【圆桌讨论】企业大学与培训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那么对于企

业来说到底该如何建设企业大学与培训中心，企业大学与培训中心

又该如何激活企业的内外部人才资源？

主持人：武 沛 济民可信企业大学执行校长"

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张苏苏 广东一方制药一方学院副院长

钱 冈 国药大学教务长

郭 丹 联邦制药集团人力资源总经理

涂益华 阿斯利康企业大学校长

9.中国医药市场百人研究会日出东方论坛
时间：11 月 29 日 09:00～17:30

主持人：程 杰 华润三九专业品牌事业部总经理

三九赛诺菲（深圳）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09:00～09:05 【开场】主持人开场

09:05～09:40
【企业家说】规划战略布局，迎接行业新挑战

拟邀嘉宾：单国洪 武田制药全球高级副总裁，武田中国总裁

09:40～10:10
【科学家说】中国药物创新的格局与展望

王 刚 科睿唯安首席科学家

10:10～10:40
新时期行业政策变化蕴含哪些市场机会？

黄东临 E药经理人研究院负责人

10:40～11:00
新环境下创新药市场化如何升级？

万 江 贝达药业董事、资深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11:00～11:20
政策与市场双重压力下企业营销战略变革与组织创新

刘 煜 中国医药专业代理联盟执行理事长

11:20～12:00

【圆桌对话】带量采购常态化下，医药产业如何可持续发展？

1. 带量品种如何进行全渠道布局？

2. 院外市场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3. 以临床为导向的用药格局将如何改变？

主持人：王军平 上海创诺制药常务副总经理

拟邀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宏 江苏正大天晴渠道事业部总经理

李从选 葫芦娃药业 OTC 营销中心总经理

李胜利 万邦医药联席 CEO 兼万邦营销总裁

张志斌 乐普医疗副总经理

黄伏虎 福建广生堂董事

主持人：孙大正 江苏承开中药董事长

13:30～13:50
疫情之下，数字化营销如何为企业转型升级赋能？

李 征 凯度高级商务总监，CphMRA 副主席

13:50～14:10 数字化时代助力企业营销模式创新



14:10～14:30 如何利用大数据赋能管理方式？

14:30～14:50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如何驱动医药新零售？

14:50～15:10
品牌 IP 全领域营销，老字号如何“焕新颜”？

齐昆岩 天下本草（苏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5:10～15:30
“互联网+”提速升级，企业该如何布局？

赵一音 碧生源营销副总裁

15:30～16:30

【圆桌讨论】“疫”外走红的医药互联网+，OTC 与处方药共赢？

主持人：李卫民 思享广告总经理

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那春生 贝瓦药业董事长

汪 涛 北京万户良方科技公司总裁

陈 犁 重庆希尔安药业总经理

周 跃 中国中药营销总经理

夏 军 成都新医势董事长

16:30～17:30

【圆桌讨论】医药行业究竟会否迎来数字化时代？

主持人：张继明 桑迪首席品牌咨询官

拟邀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志昊 海南快克总经理

邹小清 仁和药业总经理

张 圆 百洋医药副总裁

郑孝峰 珍医互联总裁，药策营销创始人

侯希勇 海思科医药集团营销中心总经理

黄 奕 GSK 零售事业部负责人

三、路演板块

中国医药健康创新路演大会
时间：11 月 29 日 09:00～17:30

上午

创新药路演专场

新型疫苗路演专场

创新医疗器械路演专场

下午

中国医药创新百强企业临床研究进展发布会 4家

基因与细胞治疗路演专场

智慧医疗（医疗信息化/人工智能）



创新药路演专场

四、社交板块

1.中国医药创新之夜颁奖盛典

时间：11 月 28 日 19:00～21:00

19:00～21:00
-2020 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 20强/最具投资价值 10 强颁奖典礼

-中国医药创新企业 100 强颁奖典礼

2.“责任·担当·致敬”——中国医药人文之夜主题晚会

时间：11 月 29 日 17:30～21:00

17:30～20:00

-向为抗击疫情贡献智慧方案的学术机构、医疗专家致敬

-向有责任有担当的中国医药企业致敬

-向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强大精神、物质动力的中国医药产业致敬

-向奋战在一线的医药人致敬

-中国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系列奖项发布及颁奖

五、展览板块 11 月 27-29 日

全天
-中国医药产业优选品牌服务商联展

-中国医药产业抗疫脱贫公益展览



附件四：历届大会回顾

2009.7.20 北京

首届中国最具竞争力医药上市公司暨 2009 年度最具投资价值医药上市公司十强颁奖盛典

主题为“与自己竞争 向强者学习”。参会企业家代表 150 人左右。会期还举行了第一届

中国最具竞争力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 20 强颁奖盛典。

2010.7.27 上海

第二届中国最具竞争力医药上市公司暨 2010 年度最具投资价值医药上市公司十强颁奖盛

典主题为“整合时代竞争力”。参会企业家及企业代表逾 200 人，不少金融证券界及投资

界人士也报名参加会议。本届会议开始设立论坛，交流讨论行业政策影响及热点话题。

2011.7.30 湖北·武汉

2011 年，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颁奖盛典正式升级为中国医药资本年会，主题为“资

本改变产业”。国内除大型医药企业集团上海医药、复星医药、国药集团、广药集团、扬

子江药业、科伦药业等悉数参会外，外资及合资企业也开始关注企业家年会。辉瑞、诺华、

强生、安斯泰莱、大冢、阿斯利康等企业的中国区总裁或高管出席了这次年会。

2012.9.14 天津

2012 年，中国医药资本年会正式升级为中国医药企业家年会，主题为“问道百亿药企”。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向大会发来贺电，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局长王国强出席开幕式并做了重要发言。300 余位主流医药企业家和来自 92 家投资

机构的 147 名证券分析师以及 40 余家全国性媒体到场采访。

2013.8.23 四川·成都

2013 中国医药企业家年会主题为“企业家使命与挑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桑国卫亲临大会作了题为“我国创新药物研发战略与进展”重要演讲。会议期间，国家工

信部、发改委、原卫计委、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领导就当前行业政策深度解读、开启智

慧。期间举办的“医药网络传播与医药电商”“创新与合作——中国医药企业在新时期如

何参与全球竞争”“转型﹒升级——中国医药企业竞争力重塑”等分论坛，受到与会嘉宾

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本届会议参会嘉宾人数超过 800 人，会议规模和影响力持续扩大。

大会期间，主办方还对 2013 第五届中国医药上市公司最具竞争力 20 强暨 2013 最具投资

价值医药上市公司 10 强企业进行了颁奖。



2014.8.22 江苏·泰州

2014 中国医药企业家年会主题为“转型挑战与产业重构”。桑国卫委员长、国家工信部、

发改委、原卫计委、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领导在会上进行了当前行业政策深度解读，时

任辉瑞中国区总经理吴晓滨、先声药业董事长任晋生、东盛集团董事长郭家学领衔的中外

医药企业家带来了丰盛的思想家盛宴。

2015.8.21 四川·泸州

2015 中国医药企业家年会主题为“共享经济——互联网时代创新与共赢”。会上，国家

政府 6部委出席解读行业政策，超过 50 位主流医药企业家上台分享智慧，超过 600 位主

流医药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总裁亲临会场，当之无愧地又一次成为国内医药企业家、总

经理、总裁级别高管到会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最高规格的业内盛会。

2016.10.28 北京

2016 中国医药企业家年会主题为“领军未来十年”。本届大会提出，围绕企业家、科学

家、投资家助力构建中国创新生态，打造中国版“JP 摩根健康投资大会”。时任全国政

协副秘书长、中国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何维，以及国家发改委、原卫计委、人社部、工信部

领导分别围绕产业创新发展进行了政策趋势前瞻。近百位中国主流医药企业家、科学家、

投资家发表了智慧洞见。超过 600 位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总裁莅临大会，会议规模近

1500 人，取得空前成功。

2017.9.22 北京

2017 年，中国医药企业家年会升级为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会议以“从这

里瞄准世界”为主题，并首次在“一带一路”峰会会址——北京怀柔雁栖湖召开。本届大

会汇聚了 1600 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以及国家相关政府部门的领

导，聚焦中国医药产业政策、创新战略、投融资趋势、前沿技术等话题进行思想交流与观

点碰撞。此外，本届大会首次成立主席团，涵盖 41 位企业家、21 位科学家，以及 21 位

投资家，为大会的内容策划和运营建设提供决策支持和资源配合，更好得发挥了大会服务

行业、服务企业、服务医药从业者的作用。

2018.8.31 北京

2018 年，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确定简称启思会，主题为“融合·协同·共

享”。本届大会规模再创新高，政府领导、院士、行业智库专家、临床专家、优秀医药企

业家等行业大咖到场，超过 2000 位医药行业人士参会，6万人同时在线观看，规模空前，



再一次成为医药行业影响力最大规格最高的年度盛会。大会同期举办改革开放 40 年医药

行业发展成就展、“改革开放 40 年”纪念晚会暨 E药经理人十周年庆典，突出展示改革

开放 40 年来中国医药行业发展重大成就和优秀创新成果，评选出“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医

药行业 40 人 40 事”并颁奖。

2019.10.8 北京

2019 年，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确定简称启思会，主题为“高质量发展的历

史跨越”。本届大会规模汇聚超 3000 位政府领导、院士、行业智库专家、临床专家、优

秀医药企业家等，十数万人在线观看，在中国医药产业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获得行业一

致好评。大会同期举办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医药产业发展成就展、“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

代”新中国医药 70 年纪念晚宴，突出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中国医药行业发展重大成

就，评选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医药产业优秀企业并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