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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中国行 中国诺奖梦

2018·第五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

邀

请

函

海口：2018 年 9 月 7 日-9 日
成都：2018 年 9 月 9日-11 日
杭州：2018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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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INVITATION

各有关单位、专家：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学会等共同主办，北京世诺医学交流

中心等单位共同承办的“2018·第五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定于2018年9

月7日至12日分别在海口、成都、杭州举办。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是汇集中外诺贝尔奖获得者得主、中外科学院

院士、知名大学教授、学者的年度医学盛会。秉承诺贝尔精神，搭建世界顶尖人

才与各国科学家的学术交流平台，发现并推荐科技创新发明，激发青年科学家科

学研究的激情与使命，激励并表彰医疗科研领域前辈奖掖后学，后生博采互鉴，

薪火相传，众志创新的新鲜学术氛围，促进将国际前沿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转

化为技术与生产力，福祉全人类。既往四届分别在北京、天津、成都、贵阳举行，

已经邀请了 20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50多位国内外院士、1000 多家投资机构及上

市公司、6000 多位专家学者医生参会。

2018·第五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大

背景下，萃集世界顶级智慧，以巅峰对话、诺奖大师公开课等形式，发声卓越远

见，影响意见领袖;着眼国际医学前沿课题，搭建国内外医疗领域顶尖人才的深度

对话平台，促进思想的交流，培育创新性思维，共同探讨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

交融和互鉴，为医学科学界各领域的合作与挑战提供更多选择，为疾病防治的科

技创新提供智慧源泉，为优化促进健康医学服务政策夯实基础，为促进我国医学

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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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深化医改的任务，推进医学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的建

设，提高我国生物医学技术学术水平，增强我国医务工作者对世界医学前沿理论

与发展方向的进一步了解，促进我国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融合发展，搭建学术

交流与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共聚、共享国际顶尖医学产业链资源，扩大医学产业

链交流合作，推动医学产业全面发展，组委会诚挚邀请贵单位参加本届峰会。

具体邀请事项有：

一、 邀请贵单位领导、工作人员、高校学生等参加大会，进行沟通、分享、交

流与学习；

二、 邀请贵单位参展，进行产品、技术、服务等的展示和合作对接；

三、 如贵单位有合作意向，邀请贵单位在峰会期间组织举办展览、推介活动。

北京世诺医学交流中心

二零一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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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组织机构

2018·第五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中美院士论坛

地 点：海南海口——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

时 间：2018 年 9 月 7 日-9 日

学术主题：肿瘤创新治疗的前沿与方向（Novel Therapy for Cancer）

主办单位：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学会

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海南省商务厅

诺贝尔奖得主国际科学交流协会

协办单位：海口市会展局

承办单位：北京世诺医学交流中心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国际合作交流中心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天下凤凰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癌症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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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五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大会

时 间：2018 年 9 月 10 日-11 日

地 点：四川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主办单位：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四川省委组织部

成都市人民政府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诺贝尔奖得主国际科学交流协会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

中国抗衰老促进会

承办单位：北京世诺医学交流中心

诺奖国际创新中心

燧石星火

尊医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美国迈平方

火石创造

中国保健协会

指导单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四川省人民政府

九三学社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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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中国行-杭州医药港

2018·第五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创新创业大赛

地 点：浙江杭州——国际创博中心

时 间：2018 年 9 月 12 日

主办单位：诺贝尔奖得主国际科学交流协会

北京世诺医学交流中心

协办单位：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美国迈平方

承办单位：诺奖国际创新中心

燧石星火

火石创造

媒体支持：央视(一套、二套、新闻频道、英文频道)、北京卫视、旅游卫视、四

川卫视、凤凰卫视、香港卫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

报》、《科技日报》、《健康时报》、《健康咨询报》、《医师报》、《中国医

学论坛报》、《中国中医药报》、《中国医药报》、新华社《半月谈》、《癌症

进展》杂志社、《健康之家》杂志社、中新社、人民网、光明网、中国网、新华

网、腾讯网、凤凰网、科学网、健康界、第一健康报道、爱奇艺科技频道、梨视

频、生物谷、医脉通、活动家、路透社、美通社、法国新闻社(AFP)、BBC、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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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诺奖：

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以色列）

2004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北京世诺医学交流中心名誉理

事长

获奖理由：发现了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一种蛋白质降解的

重要机理）。

第一位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文和自然科

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南京大学名誉教授，

南京大学化学与生物医药科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生物化学部

外籍院士。2004 年与以色列科学家阿夫拉姆·赫什科

（AvramHershko），美国科学家欧文·罗斯（IrwinRose）发现

了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种蛋白质降解的重要机理），共

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约翰·格登（John B. Gurdon，英国）

201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获奖理由：发现了成熟的体细胞可以重新分化到多潜性状态。

约翰·格登爵士，英国发育生物学家。他主要以在细胞核移植

与克隆方面的先驱性研究而知名。2012 年因“发现了成熟的

体细胞可以重新分化到多潜性状态”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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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e）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获奖理由：因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

英国神经科学家，伦敦大学学院解剖学系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所教授。奥基夫在纽约长大，于纽约市立大学获学士学位，在

麦吉尔大学获博士学位。他以发现海马体中的位置细胞而闻

名，它们可以以θ 相移的方式显示临时编码。2013 年与爱德

华·莫泽、迈- 布里特·莫泽共同获霍维茨奖。2014 年，因

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三人又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

爱德华·莫索尔（Edvard I. Moser，挪威）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获奖理由：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

挪威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神经生物学

研究所成员，挪威科技大学系统神经科学研究所主任。现任挪

威特隆赫姆Kavli 系统神经学研究所主任。1995 年从挪威奥

斯陆大学获得神经生理学博士学位。1996 年加入挪威科技大

学，1998 年成为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2013 年获霍维茨奖。

2014 年与约翰·奥基夫、迈-布里特·莫索尔共同获得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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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阿达·约纳特（Ada E. Yonath，以色列）

2009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获奖理由：发现了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的贡献。

阿达·约纳特，以色列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以色列科学

与人文科学学院院士，主要以研究核糖体的结构与功能而著

称。她是十位以色列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第一位获奖的以色列女

性，是中东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女性，同时也是 45 年

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女性。1968 年在魏茨曼科学研

究所获X 射线晶体学博士学位。1970 年她组建了以色列第一

个蛋白晶体学实验室。1988 年至今担任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结

构生物学系教授。2006 年，获沃尔夫化学奖。2009 年因“核

糖体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与英国科学家文卡特拉曼·拉马克

里希南、美国科学家托马斯·施泰茨共同获得 2009 年的诺贝

尔化学奖。

彼得·阿格雷（Peter Agre，美国）

2003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获奖理由：发现细胞膜水通道，以及对离子通道结构和机理研

究的开创性贡献。

彼得·阿格雷，美国医生和分子生物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

伯格学院讲席教授及约翰·霍普金斯疟疾研究所（JHMRI）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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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974 年在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医学

博士。2004 年担任杜克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与罗德里克·麦

金农共同获得 2003 年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发现细胞膜

水通道，以及对离子通道结构和机理研究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拟邀院士：

赫捷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癌症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赫捷教授-直从事肺癌及食管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肺癌及

食管癌的综合治疗等研究，近年来致力于肺癌、食管癌的分子

分期及分子分型、分子预后因素的研究。曾参加国家“八五”、

“九五”、“十五”攻关课题，2006 年又获得国家“十-五”

科技支撑计划“肺癌的综合治疗”项目，为该课题总负责人，

同时有多项“863”在研项目。现为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

国际肺癌协会（IASLC）会员，担任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药评

审专家、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

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2013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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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垣

中国科学院院士, 乌克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

士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教授、兼任浙江理工大学新元

研究所所长。是国际著名的癌症生物治疗专家，创建了癌症的

靶向基因–病毒治疗学说，是“超级干扰素”（抗癌效果良好）

的发明人之一。

邓子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著名微生物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1982

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1987 年获英国 East Anglia

大学分子微生物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

学院院长，武汉大学药学院院长，武汉生物技术发展研究院院

长。任《科学通报》、《Process Biochemistry》等数个国内外

刊物特邀编辑或编委会成员。主要从事放线菌遗传学及抗生素

生物合成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先后共主持 30 余项

国家级和国际合作项目，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270 余

篇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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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斯特·卡瓦内 (Webster K. Cavenee，美国)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圣地亚哥路德维希肿瘤研究所所长

研究兴趣：肿瘤基因治疗

韦伯斯特·卡瓦内教授是美国微生物学及人类基因学领域杰出

科学家、知名教授。韦伯斯特·卡瓦内院士 1977 年在堪萨斯

大学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1997 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士，1998 年至今担任詹姆斯·麦克唐纳尔基金会脑部肿瘤

项目科研咨询委员会主席。韦伯斯特·卡瓦内院士在微生物学

及人类基因学（肿瘤方面）领域研究贡献卓著，迄今为止共获

国际国内知名大学、研究所等组织机构所授予的各类学术荣誉

及奖项 90 余项；在国内外各知名学术期刊出版物上发表过专

业文章著作 330 余篇。

洪明奇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现任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主管基础科学研究的副校长兼

分子细胞肿瘤学系主任。洪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随后，

洪教授赴美深造，获得麻州 Brandeis 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并在麻省理工学院白头研究所（Whitehead Institute, MIT），师

从罗伯特.温伯格（Dr. Robert Weinberg） 进行博士后研究。洪

教授在MIT 完成博士后训练(1985-1986)，于 1986 年应聘到安

德森肿瘤中心任教。洪教授在酪氨酸激酶生长因子受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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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 和HER-2 与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等研究领域为国际知

名学者。迄今，洪教授巳发表经同行专家审稿的研究论文 500

多篇，其中超过 100 篇发表在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期刊。

魏于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二批特聘教授，1997 年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负

责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主要从事肿瘤生物治疗的基

础研究、应用开发与临床医疗实践。相关研究结果已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PNAS, Blood, Cancer Res., J. Immunol., J.

Biol.Chem.等杂志上。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吴祖泽

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

中国血液学研究领域首先引入并传播了造血干细胞的理论和

技术，系统研究了造 血干细胞的辐射损伤与恢复，推进了中

国胎肝移植与自体循环血造血干细胞治疗白血病 的临床应

用，为人类医治白血病、放射病、重症肝炎等难症做出了重大

的贡献。中央军 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



16

奖”; 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科学技术一代名师”称号。2015

年 12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小行星命名委员会

宣读了国 际命名公报，决定将盱眙观测站在 2007 年 10 月

9 日发现的 207809 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吴祖泽星”。

王存玉

美国医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口腔医学院副院,从事口腔疾病分

子发病机理的前沿研究。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外

籍院士。

摩西·西夫（Moshe Szyf）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加拿大国家癌症研究院药理基金委员会的主席，还担任加拿大

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基金审批顾委员会的新颖

抗癌药物和靶目标的审批工作，是当代药物靶目标杂志的主

编，同时是加拿大药理协会、美国微生物协会和细胞生物协会

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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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娟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学专家

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

任医师，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重点学科带头

人。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生物与医学学部主任，中

国卫生信息协会副会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

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肝衰竭与人工肝学组组长，

全国人工肝培训基地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病专科医师分会

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血

液净化学会理事，浙江省医学会会长。

郑树森

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肝胆外科、肝移植专家，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

室主任。郑树森院士是中国第二次肝移植浪潮的推动者和多器

官联合移植事业的开拓者，领导着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

提供全方位医疗诊治服务的肝胆胰外科中心，引领中国器官移

植和肝胆胰外科学科发展。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教育部

高等学校临床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器官移植学

会主任委员、肝移植学组组长、中华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器

官移植学组组长、浙江省外科学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器官移植

学会主任委员；美国外科医师协会会员（FACS），国际肝移

植协会（ILTS）组织委员会中国大陆唯一委员，国际肝胆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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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

邓子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大生命科学院院长、武汉大学药学院院长，微生物代谢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生物

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工业微生物遗传学组织专家委员会

（GIM-IC）主席。

刘宗正

英国皇家医学院终身院士

刘宗正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瞖学院资深遗传瞖学家，多伦多大

学临床生物化学和医学终身荣誉教授，分子医药学领域的先驱

者，被全球公认为心血管疾病特异性基因组研究领域的领导

者。

刘嘉湘

国医大师，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上海市名中医，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终身教授

刘嘉湘教授从事中医肿瘤及内科杂病诊治 54 年，患者逾 50

余万人次，荣获国家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等奖、上海市重大

科技成果奖各 1 项，省部级科技二等奖 6 项，上海市医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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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最高奖“医学荣誉奖”。还先后获得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劳

动模范）2 次,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2 次。1972 年

刘嘉湘教授在全国率先系统阐述中医扶正法治癌的学术观点，

主张“以人为本”，“治病留人”。先后 5 次主持国家攻关

项目，晚期肺癌疗效达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揭示扶正治

癌具有调控免疫和抑制肿瘤生长的双重作用, 扶正法已成为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主要治法，“带瘤生存”成为晚期肿

瘤国际共识。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为

中医治疗癌症树立了应有的地位。

周岱翰

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教授

周岱翰教授还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

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肿瘤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国家药

品食品监督管理局新药评审专家，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1992 年被国务院授予“卫生事业突出贡献”

证书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010 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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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炳奎

全国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主任医师、博士生

导师

1959 年毕业于大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现任全国中医肿瘤

医疗中心主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会长，

第五、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第

一批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2013 年被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管理局授予“首都国

医名师”荣誉称号。

花宝金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

花宝金教授是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卫计委中青年突出贡献

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协作组组长。兼任中

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科技部肿瘤扶正培本创新团

队负责人，第十、十一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癌症研究

基金会中医药肿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肿瘤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职。

朱依谆

澳门科技大学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首

席科学家，复旦大学药学院前任院长，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大平

台负责人，全国百名华侨华人杰出创业奖和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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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J Alzheimer Disease ,Life Sci. 副主编

( Associate Editor ) 及 Biosci. Reports 编委。

于晓方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博士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终身教授。浙

江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国家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

于晓方教授现任科技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 计划）评

审专家，“十二五重大专项”传染病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 千

人计划唯一代表)。中组部千人计划评审专家，“中国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十二五重大专项艾滋病疫苗”首

席科学家，973 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

展计划”学术带头人。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教育部自然科学

一等奖第一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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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产业嘉宾：

潘广成 -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执行会长

王明伟 - 国家新药筛选中心主任

赖诗卿 - 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健委体改司）监察专员

张自然 - 中投中财执行董事、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会长

吴晓滨 - 百济神州中国总经理及公司总裁

陈明键 - 东方高圣董事长

王晶翼 - 科伦药业首席科学家

柯尊洪 - 康弘药业集团董事长

朱建伟 - 交大药学院院长

洪 浩 - 凯莱英医药集团董事长

康 韦 - 外资医药专业委员会执行会长

靳 碧 - 健康智谷副总经理

袁健中 - 药明康德高级副总裁

尹 正 - 国投创新总经理

杨红飞 - 火石创造 CEO

李为民 - 华西医院院长

黄 伟 - 高新区产业局长

李 进 - 先导药业 CEO

严 立 - 腾盛博医药首席医学官

李 悦 - 悦加财经创始人、独立财经主持人

李华顺 - 阿斯科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3

肖 晟 - 苏州精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彭振科 -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委

员会主席

徐 莉 - 礼来亚洲基金风投合伙人

张 卿 - IBM全球科技合作执行总监

戴一凡 - 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李青峰 -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兼整复

外科主任

陈 虎 - 解放军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主任，解放军 307 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科主

任

蒲力群（Lee L.Q.Pu）- 美国高级外科教授协会院士，国际著名脂肪移植和乳房整

形美容专家

吴志良（Woffles Wu）- Thread Lift 创始人，新加坡颅面外科专家，国际著名整形

外科医师

曹赐斌（Su-Ben Tsao）- 台湾美容整形外科协会会长，台湾多位明星御用大师

秦小明 - 中国保健协会理事长

刘光慧 -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获得者，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潘晓川 - 经典中医自洽体系创建人

王春梅 - 十二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整形外科学科带头人，南方医科大学皮

外与整形美容科主任

章 毅 - 中国医疗美容杂志社社长

俞 熔 - 美年大健康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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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玉芬 - 约印医疗基金 CEO

谢艳云 - 北京赛斯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拟邀请投资机构：

约印医疗、玖银控股、联想之星、红杉资本、达晨创投、爱康国宾、弘晖资本、

云锋基金、国信证券、泰康人寿、阳光保险、百奥财富、英诺天使、亚宝药业、

康美药业、君联资本、盛世投资、东方高圣、中信医疗、幂方资本、华盖资本、

建银国际、中信建投、汉富控股、平安证券投行部、IDG、高特佳等 200+医疗

投资机构;

附件：大会日程

2018·第五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中美院士论坛——海口会场

9 月7 日 星期五

07:00-20:00 大会注册

9 月8 日 星期六

07:00-17:00 大会注册

08:30-12:00 峰会开幕式：领导致辞/峰会启动仪式/高峰对话/“诺奖之星”

颁奖仪式

12:00-13:30 午餐

13:30-18:00 国际肿瘤研究高峰论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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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8:00 中医肿瘤论坛

区块链技术与医疗健康产业论坛

海南自贸区政策沟通解读会暨国际生物医药项目对接洽谈会

动态基因专题学术分会场

人文与科学论坛

18:30-20:30 诺奖文化晚宴（定向邀请）

9 月 9 日 星期日

08:30-12:00 国际肿瘤研究高峰论坛（下）暨闭幕式

07:30-14:00 海南博鳌超级医院及先行示范区考察及座谈会（定向邀请）

2018·第五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大会——四川成都

9 月 9 日 星期日

07:00-20:00 大会注册

9 月10 日 星期一

08:00-17:00 大会注册

09:00-11:30 2018·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开幕式

13:00-15:00 2018·第五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开幕式

15:00-15:20 中场休息

15:20-18:00 全球生物医药创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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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8:00 国际精准医学与抗衰老论坛

17:00-18:00 盖伦奖（中国）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

19:00-20:00 招待晚宴（定向邀请）

9 月 11 日 星期二

09:00-12:00 全球生物医药创新论坛

09:00-12:00 国际精准医学与抗衰老论坛

09:00-12:00 政企对接洽谈闭门会

诺奖中国行 - 杭州医药港

2018·第五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创新创业大赛——浙江杭州

9 月12 日 星期三

08:00-09:00 大会注册

09:00-09:30 致辞、医药港政策解读

09:30-10:00 主题分享：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

10:00-10:30 主题分享：爱德华·莫索尔（Edvard I. Moser）

10:30-11:15 高端对话

对话主题：ICH环境下中国创新药研发如何与国际接轨？

主持人：王浤西（天风天睿董事总经理）

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王存玉（美国医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张丹（方恩医药董事长、ICH中国专家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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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晓方（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

张帅鑫（昆药集团副总裁华方资本合伙人）

11:15-12:00 高端对话

对话主题：数据智能与生命科技如何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①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哪些领域可以同生命科技结合？

② 如何利用产业化数据加快生命科技产业化发展？

③ 生命健康产业如何借助数字金融技术解决技术创新团队资金

瓶颈？

主持人：杨红飞（火石创造CEO）

爱德华·莫索尔(Edvard I. Moser）（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获得者）

邓子新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张卿（全球科技合作执行总监）

13:30-17:30 主持人：邱小亮（火石创造运营总监）

创新创业大赛（16个项目）

国际项目对接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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