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包秘字【2022】第034号 

 

关于“2022 姑苏对话”活动具体安排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在各有关单位的指导及各合作伙伴的支持下，2022“姑苏对话”

活动将于 8 月 24-26 日在苏州如期举办。本次论坛以“践行产业链绿

色安全”为主题，共有 19 个分论坛，100 多位演讲嘉宾，54 家展商

齐聚一堂，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活动同期还将举办 Kilmer 中

国大会、协会标准启动、《医药&包装》“读者喜爱之星”颁奖等系列

活动。 

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间：8 月 24-26 日 

地点：苏州独墅湖世尊酒店 

二、场次安排（见附件 1） 

三、具体日程（见附件 2） 

 



 

四、同期活动 

1. 2022 年已立项协会标准启动会 

2. 《医药&包装》“读者喜爱之星”颁奖仪式 

3. “践行产业链绿色安全”展商专访及展厅巡展活动 

4. 午间速报 

5. 赠书活动 

6. “践行产业链绿色安全”培训活动 

五、报名方式 

1. 访问协会官网首页【会议活动】-【协会】-【2022 姑苏对话】

活动页面内在线提交报名并缴费。 

2. 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并缴费。 

 

 

附件 1.2022 姑苏对话场次安排 

2.2022 姑苏对话具体日程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日 

 



附件 1

2022 姑苏对话场次安排

时间 专场名称/主题 承办方

8月 24 日
13:30-17:0
0

变革中的《中国药典》
——药包材标准的识与适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

药品包装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药用包装印刷专业委员会

医药包装的供应链产业链及现代化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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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5 日
8:30-12:00

“高·新”伴您行 康宁医药科技

药用辅料的组分及结构与功能性构效关系研究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药用辅料专业委员会

药品包装安全与过程控制——先进质量管理理
念助力医药高质量发展

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赋能原研药品地产化/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新生态 高质量发展 创新突破

上海东峰医药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药品管理法》下的国家药包材生产质量标准
的探索和实践

双峰格雷斯海姆医药玻璃（丹阳）有限公司

8月25 日
13:30-17:0
0

植根中国，质造健康未来
——肖特医药初包装提供本地化升级、可持续

创新解决方案

SCHOTT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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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急需用药“伽”快上市 守护罕见病患儿生
命安全

苏庇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聚制剂·包未来
——创新包装技术赋能口服固体制剂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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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方案助力药企实现药物柔性生产 斯蒂瓦那托集团

8 月 26 日
8:30-12:00

创新包材和给药系统，赋能未来医疗 尼普洛医药包装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绿色安全医药包装，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安姆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陶
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微谱检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回天新材料（宜城）有限公司，

共生 共赢 共发展
——药品与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生产质量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汇毓医药包装技术研究院

生物医药的行业发展与包装的应用 明捷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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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2022 姑苏对话具体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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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13:30-17:00

变革中的《中国药典》
——药包材标准的识

与适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

《中国药典》药包材标准体系构建进展 陈蕾 国家药典委员会

药品包装用玻璃容器通则介绍 蔡弘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常务会长

药品包装用玻璃容器通用检测方法介绍
赵霞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药用辅料和包装材

料检定所副所长

药品包装用橡胶密封件通则介绍 徐俊 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

药品包装用橡胶密封件通用检测方法介绍
兰婉玲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四川省医疗器械检

测中心）副院长

新的药包材管理理念 呼唤科学的检验规则—

—《药包材检验规则指导原则》要点解析

施燕平 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院

长

关联审评下注射剂药包材选用经验分享

▪药品包装材料标准的几点建议

▪注射剂玻璃包材质量检测和临床反馈问题分享

▪关联审评下药典标准与登记标准、企业标准及

质量协议的协调经验分享

尹常晴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质量部高级经理

崔效廷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袁恒新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质量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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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13:30-17:00

医药包装的供应链产
业链及现代化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

有限公司

供应链中的变更研究
马玉楠 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化药

药学二部部长

医药包装和药用辅料产业链供应链研究
杨杰荣 苏州工业园区汇毓医药包装技术研究院技

术专员

眼科产业链的机遇与挑战 付沛林 博士，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利安德巴赛尔Purell 医用级塑料的产业链发展 徐笑非 利安德巴赛尔高级技术经理

我国医用聚烯烃产品的现代化 张红星 中国兰州石化高级工程师

无防腐剂眼用制剂包装趋势与技术研究 Matthias Birkhoff 阿普塔医药业务发展副总裁

8 月 24 日
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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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制剂研发和生产现场的风险考虑
金方教授 中国药学会制药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PI

吸入制剂包材及给药装置关键性能评估及质量

控制

徐俊高工 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检测一

室主任

吸入制剂原辅料DMF 技术要求及关注点 康毅博士 德国美剂乐集团中国区首席代表

压力定量气雾剂（pMDI）助力迈向更可持续发

展的未来 Jay Bhogaita Aptar Pharma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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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5 日
08:30-12:00

“高·新”伴您行 康宁医药科技

药包材供应商现场审计要点 王国勤 安徽省医药包装协会会长

高端注射剂瓶质量控制关键 姚文震 双峰格雷斯海姆公司高级总监

创新型玻璃包材在新型制剂上的应用趋势 李云涛 康宁商务技术经理

无菌鼻喷产品工艺简介
陈衡山 楚天科技中央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特殊制剂

BU 总经理

康宁玻管生产的工艺和质量控制简介 石昶 康宁药用玻璃商务总监

8 月 25 日
08:30-12:00

药用辅料的组分及结
构与功能性构效关系

研究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
药用辅料专业委员

会

透皮给药制剂中辅料构效关系研究 杨锐 中检院药用辅料室研究员

磷脂辅料的结构组成对其功能性的影响 甘勇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

药用辅料明胶的组成与其功能性应用 黄雅钦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

崩解剂物料属性及其性能相关性研究 孙春萌 中国药科大学教授

人工智能（AI）引领药用辅料与制剂的研发与大

数据系统的建立 欧阳德方 澳门大学教授

关注！2022 年胶囊剂 6 大趋势 曹胜辉 江苏力凡胶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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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12:00

药品包装安全与过程
控制——先进质量管
理理念助力医药高质

量发展

百特（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微生物负载的计数与应用——浅谈药包材等低

水活度材料的微生物控制策略 马仕洪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湿热灭菌药品参数控制与评估在《中国药典》中

的探索研究 尚悦 国家药典委员会

化学药品注射剂包装系统密封性研究和评价的关

注要点
待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药品包装系统密封性研究指导原则浅析
陆维怡 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业务室，

主任

输液用包装容器和组件微生物负荷过程控制的

研究和思考

张文芳 雷诺丽特恒迅包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无菌药品实施参数放行的实践
李凌梅 苏州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无菌保证副总

监

8 月 25 日
08:30-12:00

赋能原研药品地产化/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新生态 高质量发
展 创新突破

上海东峰医药包装
科技有限公司

赋能原研药品地产化/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

新生态 高质量发展 创新突破

张凯 东风股份副总裁；上海东峰医药包装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中美金属类药包材标准建立的思考
张芳芳 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质量科研

管理室负责人

药包材 GMP 下的产品实现要素管理 赵东 重庆首键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制剂企业眼中的合格药包材供应商
杨志远 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中国区包材采购

负责人

药包材变更中的等同性研究/可替代性研究案例

分析

沈永 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化学

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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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08:30-12:00

《药品管理法》下的
国家药包材生产质量
标准的探索和实践

双峰格雷斯海姆医
药玻璃（丹阳）有

限公司

《药品管理法》下制药对药品包装质量的新思考 范新华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包装密封完整性技术要求及其质量控制因素探讨 孙怡 江苏艾苏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药典》药用玻璃容器 12 个通用检测方法草案
与 YBB 相关标准的差异比较

齐艳菲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药用辅料
和包装材料检定所

药用玻璃容器外观缺陷的识别和评估 孙军 双峰格雷斯海姆 CNAS 检测中心

药包材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比较 金宏 浙江省药品化妆品审评中心

8 月 25 日
13:30-17:00

植根中国，质造健康
未来

——肖特医药初包装
提供本地化升级、可
持续创新解决方案

SCHOTT AG

深耕中国药包市场，打造安全高效供应链新格局
蒋 琼 肖特玻管（浙江）有限公司董事，

肖特玻管中国区销售与市场总监

德国品质，中国制造，肖特玻管中国本地化全面升级
史福科 博士 肖特集团药用玻璃首席专家、产

品管理和科学服务部门总监

浅谈药包材变更研究 行业专家

FIOLAX® Pro 玻璃容器 —— 具有先进特性的最新药

用玻璃 Daniele Zuccato 肖特医药高级专家

确保药物稳定性，满足生物制剂要求的注射剂瓶 汪雅娜 博士 肖特医药亚太区业务拓展经理

无菌注射剂瓶 – 商业化药物灌装解决方案
陈晨 博士 肖特医药无菌事业部中国区业务

拓展经理

适用于 mRNA 应用 —— 满足药物全生命周期各种

要求的包装解决方案 王磊 肖特医药亚太区商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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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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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灌封注射器关键项目设置的考量
薄晓文 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化

学分析评价中心高级工程师

药械结合产品法规监管及质量控制要求
周俊蕾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品质部高

级总监

药械包装的应用探索 柳亚安 奥力拓医用包装中国区技术经理

预灌封领域无菌包装应用及风险管控 武玉娟 威高普瑞集团质量副总经理副主任药师

药品共线生产中的污染控制策略 张贵良 上海精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生物制药过程中的微生物负载控制及环境监测 徐炜 生物制药行业资深顾问

无菌生产中的污染控制 张云霞 博士 杜邦™Tyvek®医疗包装技术经理

8 月 25 日
13:30-17:00

儿童急需用药“伽”快上
市 守护罕见病患儿生

命安全

苏庇医药（上海）
有限公司

新法规下儿童用境外急需罕见病药物加快注册

上市案例分享 岳文芳 苏庇医药中国法规事务负责人

罕见病概述和噬血细胞综合征诊疗现状及进展 方拥军 教授

专题讨论A：针对危及生命的儿童罕见病，如何

加快临床开发和上市研究

汤永民 教授
方拥军 教授

儿童用优先审评审批品种在注册检验和质量复

核过程中的考量要点 俞小娟 博士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近年来我国生物技术在儿童药物研究的进展和

趋势 李谦 教授 中国药科大学

专题讨论 B：就如何保障儿童用药的质量和临床

用药安全开展讨论

王兰 主任，俞小娟 博士，
李谦 教授，高用华秘书长/蔡弘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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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13:30-17:00

聚制剂·包未来 -- 创
新包装技术赋能口服
固体制剂未来发展

杭塑塑料工业有限
公司

江苏中金玛泰医药
包装有限公司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
有限公司

苏州胶囊有限公司

从药品角度浅谈泡罩包装的选择及案例分析 专家-王丹丹

GMP 新规下固体制剂包装材料过程控制要点 杭塑-查伟彬

药品泡罩包装设计及评价 中金玛泰-张军

美国药典药包材标准最新进展 Desmond G. Hunt

药品折叠纸盒包装的技术创新和发展趋势 环球印务-赵玉善

选对胶囊材质，助力药物开发 苏胶-杨小一

口服固体制剂塑料包装及组件新框架的介绍 专家-金宏

8 月 25 日
13:30-17:00

创新方案助力药企实
现药物柔性生产

斯蒂瓦那托集团

冷冻储存对玻璃注射器性能的影响 李青 斯蒂瓦那托集团高级市场和销售经理

预灌封注射器灯检的最佳解决方案 张贇 斯蒂瓦那托集团大中华区销售经理

赋能药物给药系统 李楠 斯蒂瓦那托集团客户经理

为给药装置提供成熟装配工艺 潘家寅 斯蒂瓦那托集团客户经理

8 月 26 日
08:30-12:00

创新包材和给药系
统，赋能未来医疗

尼普洛医药包装容
器（上海）有限公

司

坚持患者导向和客户导向，深耕中国市场

Nishisako Hideyuki 尼普洛（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尼普洛医药包装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制药企业MAH 与CMO 如何共同提升质量体系 徐芳 艾来茵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质量总监

药品研发时的包材选择经验分享 Hirayama Toshikazu 尼普洛株式会社 部长

505(b)(2)创新给药方式
1.医药包装事业部市场全球布局、高附加值药械组
合产品分享。2.西林瓶、卡式瓶创新技术及方向

简介。3.预灌封注射器创新技术及方向简介。

尼普洛医药包装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陈浩 副总经理
刘珈诚 技术经理

罗成 高级技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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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12:00

绿色安全医药包装，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安姆科（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陶氏
化学（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上海微
谱检测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湖北
回天新材料（宜

城）有限公司

解锁绿色安全医药包装解决方案 王芳颖 安姆科大中华区法规经理

双碳背景下，胶黏剂助力软包装更安全更环保 张翔 湖北回天新材料（宜城）有限公司研发总工

高纯净聚烯烃塑造医疗专业包装 马万福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药包材相容性研究中的安全性评价 常红 上海微谱检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L高
级项目经理

8 月 26 日
08:30-12:00

共生 共赢 共发展
——药品与包装全生
命周期的生产质量管

理

苏州工业园区汇毓
医药包装技术研究

院

创新药物研发新范式探索 赵宇 中科院计算所图灵•达尔文实验室副主任

药用玻璃标准的发展与变化探讨
贺瑞玲 退休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药包材

专家

基因毒性杂质分析方法开发、验证策略及应用 孙浪 汇毓安莱博(苏州)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生物制药现代化生产管理 李宜威 药明生物制剂四厂负责人

制药&包装行业如何利用专业的信息平台 杨杰荣 苏州工业园区汇毓医药包装技术研究院

8 月 26 日
08:30-12:00

生物医药的行业发展
与包装的应用

明捷医药

《单抗生产用药包材和一次性系统的安全性评估》
张磊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分析高

级总监

《生物大分子结构表征及新兴检测技术的应用》
刘洋 北京康利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高级 GMP咨

询师

《生物制剂的包材选择及相容性研究》
王刚 博士 明捷医药相容性研究团队总监，高级工

程师

《生物注射剂包装密封性方案设计及难点要点》 林春鑫 明捷医药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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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6 日
0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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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构建我国药包材生物学评价标准体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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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包装添加剂的安全性评估考量 蒋震 苏州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美国药典标准行动计划和更新 凌霄 美国药典委员会中华区总部对外事务总监

浅析药物研发与生产中面临包材质量与性质的
挑战 李三鸣 沈阳药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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