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 
粤医药创协发〔2020〕22 号 

 
 

关于召开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 

成立五周年会员大会的通知 

 

尊敬的各会员单位： 

在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会员

的大力支持下，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

得圆满成绩。根据《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章程》

规定，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任期已

满，兹定于 2020 年 12月 18 日在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召开

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成立五周年会员大会并进行

换届改选，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0年 12 月 18日 

14:30-15:30 签到 

15:30-18:00 会员大会 

17:30-18:00 全体合影留念 

18:00-21:00 会员企业之夜——“我与新药的那些事

儿”沙龙晚宴 



 

会议地点：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 2 号楼 3 楼 萝岗厅 

晚宴地点：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 4 号楼 2 楼 鱼珠厅 

地    址：广州市黄埔区广州科学城香雪大道西 3号 

二、会议主要内容： 

1、审议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财

务报告、章程修改报告等 

2、选举协会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等 

3、省药监局主管领导讲话，宣布换届选举的有效性 

4、新一届会长讲话 

5、会长、副会长向专家委员颁发聘书 

6、原料药研发及创新专委会成立仪式 

三、参会人员： 

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普通会员单位负责人 1

名，理事及以上单位负责人 1-2名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以及特邀专家及嘉宾 

四、报名方式（两种报名方式任选一种即可） 

回执报名：请各单位参会代表填写《参会回执》（附件

1），发送至协会秘书处邮箱：gdshengwuyiyao@163.com。 

微信报名：添加协会秘书处潘陈凤微信

（15603052690），发送“参会单位+姓名+职务+电话+邮箱+

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12月 8日。 



 

五、联系方式 

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秘书处 

联 系 人：潘陈凤 15603052690 

电子邮箱：gdshengwuyiyao@163.com 

网    址：http://www.gdbita.com/ 

 

 

附件 1：会员大会参会回执 

附件 2：同期创新与产业融合高峰论坛第一轮会议通知 

 

 

 

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 

2020年 11 月 24日 

  



 

附件 1： 

会员大会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手机 邮箱 

    

    

备注：1、会员大会请于 12 月 8日前报协会秘书处登记报

名；2、已报名的代表，如临时不能出席，请务必安排代表

参加，并至少提前 3天书面或电话通知协会秘书处，联系

电话：座机 020-66328922、潘陈凤 15603052690，邮箱：

gdshengwuyiyao@163.com。 

  



 

附件 2：同期创新与产业融合高峰论坛第一轮会议通知 

 

【邀请辞】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经受了新冠病毒疫情的考验，同

时随着《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物临床

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相继出台，新一轮的监管规则将创新药研发带

到了新的时代，创新药研发突破正在重塑当前医药行业以仿制药为主

的格局，与此同时，还将带来医药行业结构优化的趋势。 

2020 年，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已陪伴行业企业走过 5 个

年头，期间，协会始终以促进生物医药创新，助力于广东省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为己任，从创立到至今，积极搭建交流沟通平台，协助政府

落地各项政策，帮助企业渡过创新转型的困难时期。未来，协会亦会

及时传达企业利好政策，团结生物医药企业的力量，借势粤港澳大湾

区的发展机遇，共同助力于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新空间布局。 

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在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指导

下，将于 12 月 18 日-19 日在广州召开创新与产业融合高峰论坛暨广

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成立五周年会员大会。论坛以“创新再发

展，砥砺舞新篇”为主题，聚焦创新与产业融合、面向未满足临床需



 

求的创新药物研发、把握新药研发关键-创新药临床研究医企共融、双

循环经济下医药 BD 新机遇-医药成果投融资创新四大主题，汇集药

品监管、科研院所、重点大学、医院、医药企业、投资机构等相关单

位的顶级专家和领军人物，从创新药战略发展、研发、转化不同领域

及角度分享创新药研发的宝贵意见和见解，与广大医药同仁们畅谈新

时代下医药企业的创新发展之路，共谋广东生物医药行业发展大计。 

在这里，我们谨代表会议主办方向您发出最诚挚的邀请，邀请您

共襄本次大会。热切期待您的荣耀莅临！ 

 

【时间地点】 

时间：2020 年 12 月 18 日-19 日 

地点：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广州市黄埔区香雪大道西 3 号） 

 

【大会组织架构】 

指导单位：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主办单位：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 

协办单位：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莱佛士制

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创享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广州市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

药总厂、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

药集团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嘉

博制药有限公司、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安士制药（中山）有限

公司、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中润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会议议程】 

“与你为伍，无上荣光”——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 

成立五周年会员大会（会员企业闭门会） 

会议时间 2020 年 12月 18日 15:30-18:00 

会议地址 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 2号楼三楼萝岗厅 
参会人员 协会全体会员单位、特邀嘉宾等 

主持嘉宾 朱少璇 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执行会长 

14:30-15:30 【参会报到】 

15:30-17:30 【换届大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17:30-18:00 【全体合影留念】 

会员·博济之夜--“我与新药的那些事儿”沙龙晚宴（会员企业闭门

会） 
承办单位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参会人员 协会会员单位、特邀嘉宾 

会议时间 2020 年 12月 18日 18:00-21:00 

会议地址 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 4号楼二楼鱼珠厅 

主持嘉宾 
王廷春 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秘书长、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沙龙分享 ➢ 行业专家和博济合作重要客户 

“创新再发展，砥砺舞新篇” 

——创新与产业融合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 2020 年 12月 19日 8:30-12:30 

会议地点 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 4号楼二楼鱼珠厅 

主持嘉宾 朱少璇 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执行会长 



 

致辞嘉宾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 

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领导 

会议内容 

➢ 施一公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 

题目待定 

➢ 严 振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题目待定 

➢ 朱 迅博士 原白求恩医科大学副校长、原国家新药咨询

委员会委员 

《外部环境变化及我国医药创新发展路径选择》 

➢ 马 璟博士 上海临港集团生物医药产业首席顾问，中国

药理学会药物毒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题目待定 

➢ 鲁先平博士 深圳微芯生物董事长 

题目待定 

➢ 丁 克博士 暨南大学药学院院长 

《基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需求的药物化学研究》 

（更多专家内容持续确认中......） 

分论坛一：面向未满足临床需求的创新药物研发 

会议时间 2020 年 12月 19日 14:00-18:00 

会议地点 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 2号楼三楼萝岗厅 

分论坛二：把握新药研发关键-创新药临床研究医企共融论坛 

会议时间 2020 年 12月 19日 14:00-18:00 

会议地点 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 2号楼三楼永和厅 

分论坛三：双循环经济下医药 BD 新机遇-医药成果投融资创新论坛 

会议时间 2020 年 12月 19日 14:00-18:00 

会议地点 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 2号楼二楼红山厅 

（具体议程与内容以现场公布为准） 

【论坛报名】 

会议负责：潘陈凤 15603052690 

注册报名：陈由雨 18900847726 

邮箱联系：gdshengwuyiyao@163.com 

注册费标准：（1）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会员单位：副会长

及以上单位可免 4 人注册费，理事单位可免 2 人注册费，会员单位

可免 1 人注册费，超出按 800 元/人收费；（2）非会员单位：800 元/



 

人。 

汇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 

账  号：38610188000500015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扫描咨询，立即报名参会 

 

本次论坛欢迎各相关企业赞助合作参与，可提供上台报告演讲、现

场展位、产品/广告展示等合作形式。有意向需在 12 月 12 日前联系

我会，联系人：潘陈凤 15603052690（手机和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