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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会科〔2020〕053 号 

 

关于召开 2020 年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 

工作会议的通知（第二轮）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国药学会年度学术工作计划安排，第二十届中国药师

周定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至 11 月 29 日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同

期召开 2020 年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工作会议。本次会议旨在凝聚

全国医药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聚焦我国医药领域重大方针

政策、创新战略和发展规划、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科技创新和科

学传播、公共卫生管理、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健康扶贫和

科普扶贫、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和广

泛科普宣传。会议将邀请国家部委领导、两院院士、国内外医药

界知名学者、科研院所专家、医疗机构代表等出席。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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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主题 

推动药学发展  守护全民健康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 

承办单位：江苏省药学会 

苏州大学 

苏州市药学会 

协办单位：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内容安排 

（一）大会开幕式及主题报告（11 月 28 日上午） 

（二）学术分论坛（11 月 28 日下午- 29 日上午） 

1. 医药政策高峰论坛 

（闭门会议，报名方式另行通知。不接受现场报名。） 

2. 第三届医药信息研究与利用研讨会 

3. 药物治疗前沿创新发展论坛 

4.“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科学传播论坛 

5. 战疫烽火论坛 

6. 论剑——全国药学服务经典案例分享交流 

7. 健康中国“药”你知道——药学服务 V 课堂（儿童用药专题） 

（三）科普系列活动 

1.“科海扬帆 梦想启航”校园科普公益活动 

2.“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药师您好”科普文艺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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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内容及日程安排详见附件 1） 

四、参会人员 

各地药学会及其所属分网的网员医院代表，其他医疗机构的

药学人员、药店的执业药师，年度优秀药师获得者、信息网工作

先进获得者、药学科普优秀作品以及药学科研机构、院校的相关

人员。 

五、授予学分 

现场参会代表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授予中国药学会继续

药学教育Ⅰ类学分 4 分。 

（一） 需提前注册报名并按要求填写信息 

（二） 现场参加会议 

六、报名参会 

（一） 报到时间与地点 

报到时间：11 月 27 日全天报到。 

报到地点：大会组委会将安排多家酒店报到住宿（详细安排

见三轮通知） 

（二） 会议收费 

1. 会议注册费标准 
注册类别 11 月 20 日前汇款 备注 

网员医院代表 800 元/人 发票与所在网员医院一致 

参会代表 1500 元/人 发票为非网员医院 

会前报名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20 日，享受优惠注册价

格；11 月 20 日后仍可通过微信或邮件报名，也可选择现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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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享受优惠，按照 1700 元/人注册，住宿自理。 

2. 缴纳方式 

（1）在线支付 

线上报名系统已开通线上缴费通道，代表可通过微信或支付

宝在线完成支付。 

（2）电汇方式 

收款单位：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 

开 户 行：中国银行北京国际贸易中心支行 

账    号：318156013207 

汇款单转账附言中请注明“信息网+参会人姓名”。 

（3）现场缴纳 

可使用银行卡刷卡、微信、支付宝、银联闪付缴纳。 

3. 发票说明 

（1）在线支付时，请按报名系统指引，详细填写发票信息 

（2）线下汇款 

请于汇款后将汇款凭证扫描件（照片、截图等）发送至会务

组邮箱（xinxiwang@cmei.org.cn），请在邮件主题注明“信息网工作

会议+参会人姓名”，并提供开具发票的准确信息：单位名称（发

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需要快递发票请

写清楚详细邮寄地址、邮政编码、收件人及手机号码，以便款项

确认，及时开具发票及邮寄。 

（3）现场缴费 

现场缴纳注册费的代表只能收到 POS 机小票或现金收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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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需要会后开具并邮寄。 

（4）退款细则 

线上付款或线下汇款后因为特殊原因未能现场参会的代表可

以通过给会务组发送电子邮件方式申请全额退还注册费，退费工

作需要会后统一汇总办理。为便于准确退款，请在提交退款申请

时将原汇款人员（或单位）及账号信息在邮件中写清楚。 

4. 食宿及交通 

（1）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网员医院代表，免食宿费，交通费

自理。 

（2）各分网负责人（限 1 名）免注册费及食宿费，交通自理。 

（3）其他参会人员，请按参会代表注册，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三）报名方式 

1. 微信报名 

手机报名微信扫描（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进入手机报

名页面，填写注册信息后提交，完成报名。 

 

报名二维码 

2. 网站报名 

报名地址：http://hy.cmei.org.cn/web/index/skip/xxw2020 

3. 报名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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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前报名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20 日，享受优惠

注册价格；11 月 20 日后仍可通过邮件报名，也可选择现场报名，

按照正常收费标准注册。 

（2）线上报名系统已开通线上缴费通道，代表通过微信或支

付宝方式在线支付后，完成报名。 

（3）如在线报名确有困难的代表，可线下汇款并将《2020

年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工作会议报名表》（附件 2）及《汇款回执

表》（附件 3）一并发送至 xinxiwang@cmei.org.cn。 

（4）已在线上报名系统或手机端报名的代表，不需再提交本

通知附件中的报名表。 

（5）组团参会，请务必提前与会务组团体报名负责人联系，

将《2020 年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工作会议团队报名表》发送至

xinxiwang@cmei.org.cn。 

（6）已报名、缴费且提出住宿需求的代表，如因特殊情况无

法正常参会，请务必提前联系会务组。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郎家园 18 号楼恋日国际大厦 4 层 

电子邮箱：xinxiwang@cmei.org.cn  

个人报名联系人： 

冯莹颖  010-65662756  15001176871 

刘  婷  010-65662756  13810903006 

团体报名联系人：  

邵天天  13466761332        宋艳平  1881128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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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联系人： 

史  南  010-65669565-8075  15201059241 

 

附件： 

1. 会议内容及日程安排 

2. 会议报名表 

3. 汇款信息表 

 

 

 

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 

                         2020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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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内容及日程安排 

一、大会开幕式及大会报告（11 月 28 日上午） 

（一） 大会开幕式 

1. 领导与嘉宾致辞 

2. 2020 年度《中国药学会医院用药监测报告》发布 

3. 2020 年度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工作总结汇报 

4. 2020 年中国药学会优秀药师事迹宣传 

（二） 大会专题报告 

国家热点药物政策解读。 

二、学术分论坛 

（一） 医药政策高峰论坛（11 月 28 日下午） 

聚焦“十三五”收官与“十四五”开局，深研行业发展趋势与政策

制度改革。论坛特邀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相关领导就“十三

五”的政策成效和“十四五”的规划方向等作专题报告。 

报告主题： 

1. 国家基本药物政策解读 

2.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政策解读 

3.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政策解读 

4. 医药代表登记备案管理办法解读 

（闭门会议报名方式另行通知。不接受现场报名，不进行网

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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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三届医药信息研究与利用研讨会（11 月 28 日下午） 

关注信息化技术新发展，推动医药管理领域应用与实践。聚

焦当前药物政策、产业发展趋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药应急

保障、信息化技术在医药管理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报告主题： 

1. 基于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数据的医院药品价格监测研究进展 

2.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形势分析 

3. 国外医药数据信息研究与进展 

4. 世界卫生组织资格预审及中国医药产品申报和通过资格预

审情况介绍 

5. 医药大数据挖掘方法、技术应用与成效 

（三） 药物治疗前沿创新发展论坛（11 月 28 日下午） 

关注全球年度获批上市新药，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从研发、临

床、药物治疗等不同视角，共同探讨医药创新为临床治疗领域带

来的变革和影响。 

报告主题： 

1. 2020 年全球新药审批情况梳理及专家点评 

2. 多肽纳米药物最新发展研究 

3. 药物创新思考：细胞药物研发，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4. 药品临床试验相关政策解读与思考 

（四） “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科学传播论坛（11 月 28 日

下午） 

聚焦医药健康领域的科学传播，联动医学、药学、传播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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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及日常生活中的科普功

能与机制、医药卫生类谣言的破解技术和方法、5G 技术下的医药

信息传播模式和特点、医院外药学服务模式等进行跨界交流和学

术探讨。 

论坛议程： 

1. “论道”——科学传播论坛 

2. 科学传播青年论坛 

（1）药师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干预效果的研究 

（2）系统性红斑狼疮儿科人群综合药物管理及效果评价研究 

（3）基于 PRECEDE 模式分析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

用药行为影响因素 

3. 发布《2021 年科普研究课题指南》 

（五） 战疫烽火论坛（11 月 29 日上午） 

邀请知名专家，就全球疫情的防治相关前沿技术进行交流，

共同探讨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观念在新冠肺炎防治中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 

报告主题： 

1. 面对疫情，医药战线的应对策略 

2. 应势而为，疫情引发医院药学的行与思 

3. 与时间赛跑 与死神争命——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抢救经验

分享 

4. 新冠肺炎药物、疫苗研发进展 

5. 疫情下的应急保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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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论剑——药学服务经典案例分享交流（11 月 29 日上午） 

在全国范围征集医院药学服务的案例，并进行遴选。通过案

例征集活动深入研讨药学服务的创新模式，拓宽药学服务新领域，

助推药学学科发展。案例选题涉及创新药学服务模式、提高药学

服务质量、加强公众健康管理、临床药学经典案例分析、药物不

良反应和相互作用等五个方面。 

论坛议程： 

1. 药学服务经典案例分享交流 

（1）“360 风险防范”药学服务能力培养创新模式构建与实施 

（2）围绝经期合并乳腺良性增生性疾病患者全程化药学服务

——更年期联合门诊实践与创新 

（3）“聚合、联动、共赢”——以药学联盟为平台，推进医

院药学服务发展 

（4）乳腺肿瘤患者全员全程化药学服务 

（5）江西省儿童医疗联盟药学服务综合平台 

（6）基于条形码技术（BCMA）在基层医院急诊药房管理系

统的研究和应用 

（7）药享健康，构建用药交待多级多维体系 

（8）有“备”也无患——住院患者自备药“闭环”智能化管

理服务 

（9）“思维导图”引导下的儿童药学科普活动实践 

（10）以“安全药师制”为核心的全流程用药风险管控体系 

2. 美国临床药师的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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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健康中国 “药”你知道——药学服务 V 课堂（儿童用

药专题）（11 月 29 日上午） 

网络直播： 

1. 儿童呼吸疾病诊疗和用药 

2. 儿童胃肠道疾病诊疗和用药 

3. 儿童皮肤疾病诊疗和用药 

4. 儿童营养保健 

三、科普系列活动 

（一） “科海扬帆 梦想启航”校园科普公益活动 

校园科普公益活动，招募中国药学会大学生科技志愿者，并

为大学生志愿者进行有关药学科技前沿、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培训

讲座。 

（二） “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药师您好”科普文艺展演 

药师自编、自导、自排、自演的科普作品，以暖暖的人文情

怀，满满的赤诚之心，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

知识，提升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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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议报名表 

姓    名  职    务  

身份证号  民    族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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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汇款信息表 

订单编号：（报名订单生成后的编号） 

报名人信息*（如报名人与参会代表为同一人，只填写参会代表信息栏） 

汇款人名称  联系电话  

参会代表信息 

参会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  

医院名称  

汇款信息 

汇款方式  汇款日期  

发票信息 

发票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发票金额  

备注  

线下汇款报名代表请务必于 11 月 20 日前在缴费后填报此

表，并将电子版表格（请勿手写）发送至电子邮箱：

xinxiwang@cme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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