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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十三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的通知（第二轮）
    发布时间：2019-07-16

各有关单位：

       在推进实施科技强国战略大背景下，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正成为加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今天，中国

科技界在基础科研领域攻城拔寨、屡创佳绩，但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产业化、创造市场价值的能力却仍然不足。为

加快推动药物制剂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药物制剂领域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药剂学研究水平，推动我国药剂学

科的快速发展，中国药学会定于2019年10月11日至13日在山东省烟台市举办第十三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大会同期召开中

国药学会药剂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国际控释协会中国分会年会。

       本次大会主题为：“创新与转化”。届时将邀请国内外药剂学领域专家、学者，就新时代药物制剂领域科技创新、成果

转移转化进行探讨与分析，并对药剂学新理论、新技术、新产品和政策法规进行广泛交流，共同推进药剂学领域向更高层

次、更高质量发展。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药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药学会药剂专业委员会

                        国际控释协会中国分会

                        绿叶制药集团暨长效和靶向制剂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

                        烟台大学药学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烟台分所

                        滨州医学院药学院

                        山东省药学会

       二、会议主题

       创新与转化

       三、时间地点

       1．会议日期

       2019年10月11日至13日。10月11日报到，10月14日上午离会。

       2．会议地点

       山东省烟台市烟台国际博览中心（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309号）

       3. 报到地点

       10月11日全天，烟台南山皇冠假日酒店一楼大堂（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299号）

       四、活动安排

       会期2天，采用主论坛和分论坛报告、壁报、专题讨论会等形式进行交流。会议将邀请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制药

企业、研发单位、医疗机构、管理机构等知名专家作主题报告和专题演讲。本次大会将设基础药剂学论坛（主题一：新型注

射递药策略及应用；主题二：新型非注射递药策略及应用）、工业药剂学论坛（主题一：长效制剂研究与开发；主题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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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监管与政策法规研究；主题三：复杂制剂临床研究；主题四：脂质体制剂研究与开发；主题五：新型药用辅料及包材研

究；主题六：经皮制剂研究与开发；主题七：药物制剂表征与评价技术研究）、青年药剂工作者论坛、药剂学研究生论坛等

相关主题分论坛。同期召开中国药学会药剂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国际控释协会中国分会年会。

       会议语言：中文、英文。

       会议安排：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10月11日

（周五）
全天 大会报到

10月12日

（周六）

08:30-
09:00

开幕式

09:00-

09:30
全体与会专家合影

09:30-

12:00
大会特邀报告

12:00-

13:30
大会午餐

13:30-
17:30

基础药剂学论坛一：   新型注

射递药策略及应用

下午论坛安
排1小时的
休息，期间
展区有展商
报告

基础药剂学论坛二：   新型非

注射递药策略及应用

国际控释协会中国分会年会

工业药剂学论坛一：长效制剂

研究与开发

工业药剂学论坛二：药物监管

与政策法规研究

工业药剂学论坛三：复杂制剂

临床研究

20:00-
22:00

中国药学会药剂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10月13日

（周日）

08:30-
11:50

基础药剂学论坛一：   新型注

射递药策略及应用

上午论坛安
排1小时的
休息，期间
展区有展商
报告

基础药剂学论坛二：   新型非

注射递药策略及应用

国际控释协会中国分会年会

（青年药剂学工作者论坛）

工业药剂学论坛四：脂质体制

剂研究与开发

工业药剂学论坛五：新型药用

辅料及包材研究

药剂学研究生论坛

12:00-
13:30

大会午餐

13:30-
17:30

基础药剂学论坛一：   新型注

射递药策略及应用

下午论坛安
排1小时的
休息，   期

基础药剂学论坛二：   新型非



间展区有展
商报告

注射递药策略及应用

国际控释协会中国分会年会

（青年药剂学工作者论坛）

工业药剂学论坛六：经皮制剂

研究与开发

工业药剂学论坛七：药物制剂

表征与评价技术研究

药剂学研究生论坛

       五、参会对象
 

       从事基础药剂学、工业药剂学、药物新制剂、中药制剂、医院制剂、保健品制剂、药用辅料、药包材、药用装置、制剂

质量控制、制剂设备等相关研究与开发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制药企业、研发单位、医疗机构、药物监管等相关机构的科

研人员、管理人员、研究生等。欢迎广大药学工作者积极参加或投稿。

       六、征文内容

       1.药物制剂新理论与新技术；

       2.药物制剂的智能制造技术及应用；

       3.高端制剂的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

       4.制剂新技术在化药、生物药、中药等领域中的研发应用；

       5.药物制剂质量与评价的新技术、新方法；

       6.新型药用辅料的研发与应用；

       7.新型包材的研究与开发；

       8.药物制剂临床研究与应用；

       9.药物监管与政策法规研究。

       欢迎广大医药研发人员积极投稿，投稿论文要求：英文摘要形式（少于800个英文单词，12号Time New Roman字体，

单倍行距），可结合图表，请注意文字编辑工作。论文未在公开发行期刊发表或在全国学术会议上交流过，文责自负；请注

意表达清楚、数据准确；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请将论文摘要（电子版）于2019年8月20日前

发至会务组投稿邮箱（E-mail：yjxdhtg2019@163.com）。组委会将评选出若干优秀论文，另行通知制作壁报或在药剂学

研究生论坛等大会相关分会场进行大会交流。

       七、会议收费

       （一）收费标准

       1．2019年9月30日前汇款的参会代表（会前优惠报名），缴纳会务费1200元（学生800元）；9月30日之后停止接受电

子汇款，参会代表可选择会议报到现场缴费；报到现场缴费的代表缴纳会务费1500元（学生1000元）。学会会员、贫困地

区、新疆或西藏代表可减免100元/人。

       2. 会务费包含资料费和10月12-13日午餐费。交通、住宿费和其他餐费自理。参会代表可选择推荐酒店或自行安排住

宿。

       （二）缴纳方式

       1.电汇方式：收款单位：中国药学会；开户行：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帐号：778350009320。电子汇款时，请在汇款

单附言中注明“2019年药剂大会+代表姓名+单位名称（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并将汇款信息扫

描件发送至会务组汇款邮箱（E-mail：xsb@cpa.org.cn)。请在邮件主题再次注明上述汇款单附言的信息，以便款项确认，

及时开具发票。

       2.报到现场缴纳：报到现场可用银行卡（公务卡、信用卡）、支付宝或微信等方式缴纳。会务组可出具现场缴费证明。

       （三）发票

       （1）汇款人和参会人员姓名不一致，或单位给多名参会代表汇款的情况，请务必详细告知汇款人姓名、参会人姓名、工

作单位、联系方式、汇款金额、汇款日期、开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开具发票的张数及金额。请将

上述信息发送至会务组汇款邮箱（E-mail：xsb@cpa.org.cn)，便于准确开具增值税发票；否则由于汇款人多，难于准确核

对信息，不能及时开发票。



       （2）提前汇款的代表在现场领取发票（有特殊要求的，在汇款信息中注明），团体汇款的代表请详细告知开具发票的张

数及金额。

       （3）现场缴纳注册费的代表只能收到会务组出具的缴费证明，正式发票需在会后开具并邮寄。

       八、食宿安排

       1. 住宿安排

       为了方便参会者，大会特地提供酒店房间预约服务，价格优惠。由于房间数有限，参会者如需要预订推荐酒店，请联系

会务组，接受预订截止日期为2019年9月30日。会议期间，会议推荐酒店之间将安排接驳车，具体安排将于会议手册中注

明。

酒店名称 优惠价格 地址 联系方式

烟台南山

皇冠假日

酒店

单住：标准间或大

床房，465元/间*

夜。

合住：标准间，

232.5元/人*夜。

烟台市莱山

区港城东大

街299号

 

联系人：戚亚       邮

箱：

hopeso2008@126.com

手机：18901021818 

（微信电话同号）烟台孚利

泰国际大

酒店

单住：标准间或大

床房，300元/间*

夜。

合住：标准间，

150元/人*夜。

 

烟台市莱山

区莱源路

10号

烟台海悦

大厦酒店

单住：标准间或大

床房，320元/间*

夜。

合住：标准间，

160元/人*夜。

烟台市莱山

区港城东大

街590号

       2. 交通信息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乘坐机场巴士3号线，可直接抵达烟台南山皇冠假日酒店。票价25元，车程约1小时30分钟。详细情

况可关注“烟台交运机场巴士”微信公众号。

       烟台火车站（高铁站）：约16.5公里。步行200米至火车站北广场站乘坐17路，至国际博览中心站下车，步行约450米到

达烟台南山皇冠假日酒店。

       烟台南站：乘坐567路，城铁南站上车，至国际博览中心站下车，步行约450米到达烟台南山皇冠假日酒店。

       烟台西站：约32.5公里。步行约150米至烟台德龙烟铁路西站公交点，乘坐306路至御花园站下车，转乘39路，至世纪名

都站下车，转乘566路至国际博览中心下车，然后步行约450米到烟台南山皇冠假日酒店。

       3. 会议用餐

       会议期间大会组委会将为参会代表统一安排会议午餐，具体时间和地点将于会议手册中注明。与会代表将在注册时领取

餐券，凭券用餐，剩余餐券不退。

       九、报名方式

       1．点击报名网址www.dds-china.cn/2019/Cn，“在线注册”报名。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2.填写报名回执表（见附件）发送至会务组报名邮箱（E-mail：yjxdh2019@163.com）。

       3．会前报名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9月30日；9月30日后仍可通过邮件报名，也可选择现场报名。



       十、会议学分

       授予参会代表中国药学会继续教育学分4分。会议现场领取学分证和纸质报销的会议通知。

       十一、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1.汇款联系人：

       大会会务组-中国药学会学术部：文  瑾     孙文虹 

       电话：010-67095313，67095861

       会务组汇款邮箱：xsb@cpa.org.cn（用于接收汇款、发票及邮寄信息）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2号（100050）

       2．投稿及报名联系人： 

       大会会务组：欧阳怡          

       电话：021-62589200-736

       E-mail：cphiic@163.com

       会务组投稿信箱：yjxdhtg2019@163.com（用于接收论文摘要）；

       会务组报名信箱：yjxdh2019@163.com（用于接收报名及汇款信息）。

       附件： 第十三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注册回执表

                    中国药学会

                     201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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