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 ● 未来 ● 全球化 
2021 姑苏对话日程（持续更新） 

 

时间 专场名称/主题 承办方 

8 月 25 日 

上午 

10:00-11:30 

姑苏对话开幕仪式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 

 

8 月 25 日 

下午 

13:30-17:00 

生物，创新，未来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 

聚焦包材性能与创新，赋能医药产业发展 尼普洛医药包装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良好风险管理下的药械组合产品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医疗器械包装专业委员会 

助力双碳经济，共塑包装未来 

- 安全、绿色、可持续 
安姆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创新助力中国制药全球化进程， 

技术引领行业生态新风向 
碧迪医疗 

 

8 月 26 日 

上午 

8:30-12:00 

合作，共赢，改变未来 康宁医药科技 

解决痛点，共创生物制药数智化未来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赋能增效，优化包装 - 后疫情时代的药品

包装与供应链整合 
上海东峰医药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高品质药用玻璃在疫苗包装中的应用优势 

——创新赋能 助力全球抗疫 
双峰格雷斯海姆医药玻璃（丹阳）有限公司 

科技创新与输液安全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 月 26 日 

下午 

13:30-17:00 

安全，高效--卓越质量水平及供应链安全助

力药企把握竞争优势 
SCHOTT AG 

新规下药品包装完整性的应用 上海众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生物制药产品质量管理 睿知而行科技有限公司 

聚制剂·包未来--固体制剂包装后疫情时代的

质量与技术新要求 

杭州塑料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中金玛泰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苏州胶囊有限公司，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药包材科学性评价论坛 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 

 

8 月 26 日 

全天 

8:30-17:00 

医药包装与安全新技术论坛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药用包装印刷专业委员会 

 

8 月 27 日 吸入制剂论坛 中国药学会制药工程专业委员会 



上午 

8:30-12:00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大数据与医药供应链的现代化 苏州工业园区汇毓医药包装技术研究院 

标准创新引领制药高质量发展 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新冠疫情下斯蒂瓦那托集团的最新技术 斯蒂瓦那托集团 

助力制剂提升-药用辅料全生命周期管理及

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药用辅料专业委员会 

 

8 月 27 日 

下午 

13:30-17:00 

技术法规大课堂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 

苏州工业园区汇毓医药包装技术研究院 



                              部分分论坛题目已公布，其他分论坛陆续更新中……             最终日程安排以现场为准 

日期 专场名称/主题 承办方 分题 演讲嘉宾 

8 月 25 日 

13:30-17:00 
生物，创新，未来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 

类风湿性关节炎生物治疗进展 李茹  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单抗类药物新分子的发现及应用价值 张成海  博士 ，麦齐生物 CEO 

新一代 CAR-T 产品的开发策略 李文鹏 博士，广州因明生物医药细胞治疗 CTO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临床研究 
汪萱怡 ，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治疗性

疫苗中心副主任 

孤儿病的治疗未来，基因置换疗法的机遇 陈敏 硕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8 月 25 日 

13:30-17:00 

聚焦包材性能与创

新，赋能医药产业发

展 

尼普洛医药包装容器

（上海）有限公司 

尼普洛药品内包装和药械组合产品一站式

解决方案 

陈浩，尼普洛医药包装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 

注射剂内包材选择及使用要点 
田欣欣，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中心总经理 

国内外药包材标准现状与发展 徐俊，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 

预灌封注射器的性能要求等相关课题 
平山寿和 (Hirayama Toshikazu) ， 

尼普洛株式会社商品企划开发本部部长 

基于合规性要求的药品包装密封性与相容

性研究实践与探讨 

侯峰，广州法尔麦兰药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8 月 25 日 

13:30-17:00 

良好风险管理下的 

药械组合产品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

会医疗器械包装专业

委员会 

药械组合产品的属性界定 
母瑞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标

准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主任技师 

风险管理下的药械组合产品相容性案例解

析 

沈永 高级工程师，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

检验研究院化学室主任 

EU-GMP Annex 1 最新法规解读 
Ralf Gengenbach ，gempex®德恩 GMP 咨询公

司创始人、CEO 

FDA 对 CDER/CDRH 主导组合产品检查

（7356.000）简介与影响 
徐禾丰，香港奥星集团药政事务咨询总监 



                              部分分论坛题目已公布，其他分论坛陆续更新中……             最终日程安排以现场为准 

日期 专场名称/主题 承办方 分题 演讲嘉宾 

免洗待灭菌胶塞的质量保证 
冯少明，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质

量总监 

生物制药过程的污染风险分析和污染控制

策略 
徐炜，生物制药行业资深顾问 

灭菌包装和无菌转移解决方案在制药领域

的应用 

戴彦炯，杜邦 Tyvek® 健康事业部全球行业经

理 

8 月 25 日 

13:30-17:00 

助力双碳经济，共塑

包装未来—— 

安全、绿色、可持续 

安姆科（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口服液体制剂单剂量包装用复合膜、袋

选择指南》介绍 
金宏 ，浙江省药品化妆品审评中心高级工程师 

医药包装可持续发展战略 黄湘辉，安姆科大中华区产品经理 

口服液体制剂相容性研究技术要点 杨潇军，微谱相容性研究中心技术总监 

波士胶粘合剂方案助力绿色安全医药包装 
魏建功，波士胶智慧包装事业部亚太区研发总

监 

口服液体制剂包装变更成功经验分享 
祁晓旭，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药研发主

管 

预灌封包装系统质量管理与控制 武玉娟，威高普瑞集团质量副总 

8 月 25 日 

13:30-17:00 

创新助力中国制药企

业全球化进程，技术

引领行业生态新风向 

碧迪医疗 

勇攀生物制药全新高峰——“大剂量+高粘

度生物药”趋势与包装给药解决方案 
刘岩，碧迪医疗中国区制药系统全国销售经理 

组合产品宝典——生物药组合产品技术及

法规解析 
汪音爵 博士，信达生物工艺开发部总监 

产品升级超车道——包装新技术打造差异

化竞争优势 
徐可，碧迪医疗中国区制药系统助理产品经理 

齐心力、共飞跃——BD 预灌封与组合产

品技术服务平台 

王礼明，碧迪医疗中国区制药系统技术服务高

级工程师 



                              部分分论坛题目已公布，其他分论坛陆续更新中……             最终日程安排以现场为准 

日期 专场名称/主题 承办方 分题 演讲嘉宾 

8 月 26 日 

8:30-12:00 

合作，共赢，改变未

来 
康宁医药科技 

确保-80 度存储条件下密封完整性的包装

系统的选择 

Robert Schaut 博士，康宁公司康宁医药科技科

学总监 

制剂开发过程中冷冻成品的风险点控制--

西林瓶破裂风险 
陈全民 博士，药明生物制剂部高级总监 

欧盟原料药申报及中欧双报简介 胡嘉伟 先生 

康宁医药科技 合作共赢 改变未来 潘成杰，康宁医药玻璃中国区销售经理 

8 月 26 日 

8:30-12:00 

解决痛点，共创生物

制药数智化未来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制药企业的数据管理策略 信亚文，北京睿知而行公司高级咨询顾问 

信息化助力制药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李剑，高级工程师、东富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一次性系统与智能制造 林骥晗，东富龙生物反应器产品经理 

细胞治疗产品产业化解决方案 李登科，东富龙方案经理 

8 月 26 日 

8:30-12:00 

赋能增效，优化包装

—后疫情时代的药品

包装与供应链整合 

上海东峰医药包装科

技有限公司 

资源整合，精准包装-后疫情时代的药品

包装及供应链趋势 
张凯，上海东峰医药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差异化助力制剂包装 
赵东，重庆首键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高温蒸煮软包装在药包领域的应用 
陈云，常州华健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营

运总监 

上市后药品包材变更的法律规定和技术要

求 

俞辉，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药品包装材

料所原所长，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 

PVDC 阻隔性薄膜泡罩包装常见问题解析 

——医药集采新形势下助力药企高效生产 

袁磊，江苏福鑫华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质量技

术部经理 



                              部分分论坛题目已公布，其他分论坛陆续更新中……             最终日程安排以现场为准 

日期 专场名称/主题 承办方 分题 演讲嘉宾 

8 月 26 日 

8:30-12:00 

高品质药用玻璃在疫

苗包装中的应用优势

——创新赋能 助力全

球抗疫 

双峰格雷斯海姆医药

玻璃（丹阳）有限公

司 

格雷斯海姆助力全球抗疫 余长缨，格雷斯海姆中国区总经理 

生物制品包装适用性考察要点 
蔡荣，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副所

长、技术负责人 

疫苗瓶生产过程和质量控制 姚文震，双峰格雷斯海姆公司高级总监 

药品上市后药包材变更法规和技术要求 金宏，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药品化妆品审评中心 

8 月 26 日 

8:30-12:00 
科技创新与输液安全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聚焦《中国药典》四部通则 尚悦，国家药典委员会 

冻干制剂包装密封完整性新方法 
兰婉玲，主任药师，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四川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专制党委副书记 

科技引领输液安全新时代 
崔占军，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发展

部副总经理 

不溶性微粒与输液安全 
战寒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

部主任 

静脉输液的安全与合理用药 张立超，上海市中医医院药学部主任 

     

     

     

     

     



                              部分分论坛题目已公布，其他分论坛陆续更新中……             最终日程安排以现场为准 

日期 专场名称/主题 承办方 分题 演讲嘉宾 

8 月 26 日 

13:30-17:00 

安全，高效-- 卓越质

量水平及供应链安全

助力药企把握竞争优

势 

SCHOTT AG 

肖特玻管，零距离服务 

蒋琼，肖特玻管（浙江）有限公司董事/ Folker 

Steden 博士（史福科博士），肖特集团产品管

理和科学服务部门总监 

确保包装材料合规  助力药企研发过程 吴光明 博士，肖特技术客户服务部门 

更优异的医药包装选择，更高效安全的本

地化解决方案 
姜万舟，肖特技术客户服务部门 

完美智造，满足更严苛的制剂需求- 

SCHOTT EVERIC® 新一代注射剂瓶 

汪雅娜 博士，肖特医药系统亚太区业务拓展经

理 

卓越性能，安全高效--肖特新型预灌封注

射器解决方案 

王磊，肖特医药系统亚太区商务经理/姜兆刚，

肖特医药系统销售经理 

8 月 26 日 

13:30-17:00 

新规下药品包装完整

性的应用 

上海众林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注射剂产品包装系统容器密封完整性研究

探讨 

陆维怡，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业务

管理室主任 

药品包装密封完整性技术应用 谢军，上海众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CCIT 阳性样品实用概论：国内外案例分

享，新技术发展趋势，问题解析 

吕庚逢，英国欧谱特系统（OpTek Systems）中

国分部微加工事业部经理 

注射剂包装系统密封完整性研究实践 夏雨，扬子江研发管理中心负责人、注册总监 

8 月 26 日 

13:30-17:00 

生物制药产品质量管

理 

睿知而行科技有限公

司 

生物制品质量控制策略与污染控制策略 
顿昕，北京睿知而行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高

级咨询顾问 

细胞治疗产品特点及合规要点 刘桂莲，上海医药集团生物治疗技术有限公司 

生物制品取样质量控制 杨帆，江苏锐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部分分论坛题目已公布，其他分论坛陆续更新中……             最终日程安排以现场为准 

日期 专场名称/主题 承办方 分题 演讲嘉宾 

生物制药技术转移与供应商审计 吴兵，北京睿知而行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咨询顾
问 

渗透压在生物制药质量管理中的应用实例 杨敏，Advanced Instruments 公司亚太区产品应
用专家 

8 月 26 日 

13:30-17:00 

聚制剂·包未来--固体

制剂包装后疫情时代

的质量与技术新要求 

杭州塑料工业有限公

司                         

江苏中金玛泰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苏州胶囊有限公司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

限公司 

后疫情时代口服固体制剂企业审计关注点

探讨 
朱潇，杭州塑料工业有限公司质管经理 

客户需求推动产品进步——PTP 铝箔新技

术介绍 

赵术顺，江苏中金玛泰医药包装有限公司工艺

技术部副经理 

美国药典固体制剂药包材标准最新进展 
Dr. Desmond G. Hunt，美国药典委高级科学联

络人 

后疫情时代的药品外包装全面质量管理 
蔡梦，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

经理 

辅料选择和应用加速口服固体制剂开发 吴晓燕，苏州胶囊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理 

口服固体制剂泡罩包装设计及应用 
胡明生，葛兰素史克日用保健品（中国）有限

公司亚太地区包装技术总监 

8 月 26 日 

13:30-17:00 

药包材科学性评价论

坛 

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

品包装检验研究院 

USP 药包材标准体系介绍 
凌霄 博士，美国药典委员会中华区总部对外事

务总监，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药包材的生物学评价简介 
刘成虎，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

院生物学评价室主任 

药包材等同性评价指南解读与实践 
骆红宇，苏州百特研发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

医药包装协会专家 

药械组合产品申报常见问题分析及思考 
王永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

评中心审评五部部长 



                              部分分论坛题目已公布，其他分论坛陆续更新中……             最终日程安排以现场为准 

日期 专场名称/主题 承办方 分题 演讲嘉宾 

8 月 27 日 

8:30-12:00 
吸入制剂论坛 

中国药学会制药工程

专业委员会呼吸疾病

国家重点实验室 

吸入制剂给药装置与药品相容性研究 
王蓉佳 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

测试所检测二室主任  

气雾剂抛射剂的质量控制与技术要求 
赵燕君，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药用辅料和包

装材料检定所助理研究员 

吸入药物级联撞击器的关键质量属性及校

验方法的探讨 
佟振博，东南大学教授、江苏省特聘教授 

吸入制剂递送系统研发和工业化应用的关

键考量 
吴刚，阿普塔医药中国技术经理 

容器密封完整性检查的研究进展及对企业

药品过评的关注点 
吕鹏举，广州国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8 月 27 日 

8:30-12:00 

大数据与医药供应链

的现代化 

苏州工业园区汇毓医

药包装技术研究院 

 

大数据与医药供应链：现状与未来 华雄 博士，汇毓医药包装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RFID/NFC 技术在医药包装的数字化领域

的应用 

陈远，凸版（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防伪事业

推进本部企划开发部经理 

RFID 在医药产业链中的应用－韩美医药的

案例分享 

陈继蔚，艾利丹尼森思创大中华区医药医疗市场

发展经理 

活性与智能包装的机遇与挑战 吴朝武，AIPIA 中国首席代表 



                              部分分论坛题目已公布，其他分论坛陆续更新中……             最终日程安排以现场为准 

日期 专场名称/主题 承办方 分题 演讲嘉宾 

8 月 27 日 

8:30-12:00 

标准创新引领制药高

质量发展 

百特（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化学表征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等同

性研究 

沈永 高级工程师，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

检验研究院 化学室主任 

塑料橡胶用添加剂的介绍及安全性评价 
刘娟华，苏州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高级研发

经理 

基础输液质量评价考量 任重远 

化学药品注射剂可提取物和浸出物杂质评

估与控制的一般考虑 

刘涓，药物化学博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审评中心化药药学一部主审审评员 

待定  

8 月 27 日 

8:30-12:00 

新冠疫情下斯蒂瓦那

托集团的最新技术 

欧壁医药包装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 

预灌封注射器对新冠疫苗的助力和案例分

析 

李青，意大利斯蒂瓦那托集团大中国区高级市

场和销售经理 

新冠疫情下灯检技术的最新发展 陈晓明，斯蒂瓦那托集团 

一流制瓶技术打造卓越品质 
张赟，斯蒂瓦那托集团旗下意大利 SPAMI 公司

大中华区销售经理 

创新药物制剂的研究思路和体会 何仲贵，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 

     

     

     



                              部分分论坛题目已公布，其他分论坛陆续更新中……             最终日程安排以现场为准 

日期 专场名称/主题 承办方 分题 演讲嘉宾 

8 月 27 日 

8:30-12:00 

助力制剂提升-药用辅

料全生命周期管理及

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药

用辅料专业委员会 

中国药典药用辅料和药包材标准体系建立

的回顾与展望 

陈蕾，国家药典委，负责药用辅料和药包材标

准制修订管理 

质量为先 协同强化供应链管理 孙挺，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合规部总监 

第三方认证对制药行业价值和药用辅料的

GMP 要求 
程宁 博士，IPEC 中国成立的发起人之一 

基于风险管理的辅料上下游供应链管理 
张阳洋，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以重点实验室建设为契机促进辅料行业发

展 

陈英 主任药师，广东省药品检验所辅料室负责

人，国家药典委员会第十一届药用辅料专业委

员会委员 

8 月 27 日 

13:30-17:00 
技术法规大课堂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 

苏州工业园区汇毓医

药包装技术研究院 

开场致辞 
张伟，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会长，主任药

师 

免疫治疗的未来方向 
程根宏 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医学研究院

执行院长 

原辅包关联审评与变更（待定） 待定 

2021 年医保制度改革重点及对行业影响 

耿洪武，清华大学老科协医疗健康研究中心执

行副主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营销总顾问（原业

务总裁） 

医药工业发展趋势 
王学恭，中国医药包装协会副会长，中国医药

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