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学术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备注

1 麻醉药学围术期用药安全研讨会 2021年3月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梅丹

2
环京肿瘤精准用药论坛

2021年9月 抗肿瘤药学专业委员会 李国辉

3
《干眼患者临床用药指南》的

制订
2021年3月-10月 药剂专业委员会 赵荣生

4
“改良型新制剂与临床需求”专

题研讨会
2021年5月 药剂专业委员会 赵荣生

北京药学会2021年度活动计划

活动简要说明

为了加强麻醉领域与药学服务的沟通，保证患者围术期
用药安全，举行小范围闭门会议，邀请药剂科主任与麻
醉科主任共同就围术期用药问题进行讨论。

为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求，进一步提高肿瘤规
范化诊疗水平，加强肿瘤临床药师和临床医师的多学科
协助，推动肿瘤临床药学的学科发展，促进抗肿瘤药物
的科学合理使用，定于2021年9月在北京召开环京肿瘤
精准用药论坛。本次论坛将邀请国内抗肿瘤治疗领域知
名临床和药学专家围绕肿瘤免疫治疗、肿瘤精准治疗、
肿瘤用药规范化管理和肿瘤药事质控等内容进行学术报
告和交流。

干眼治疗的目标主要是缓解眼部不适症状（轻度患者）
和保护患者的视功能（严重患者）。目前，有多种药物
可以用于干眼的治疗，包括人工泪液、润滑膏剂、局部
抗炎及免疫抑制剂和自体血清等。《干眼患者临床用药
指南》的制订，旨在基于循证药学的方法，整合眼科药
学资源与力量，总结当前可获得的干眼患者临床用药的
最佳循证证据，结合医生经验与患者意愿，为青光眼患
者临床用药提供适宜的推荐意见。

药剂学课题研究的问题来自于临床需求，通过科学的研
究，产出的研究成果只有回归于临床，才有实际意义与
存在价值。目前改良型新药研发正在成为中国创新药研
发的重要途径，为了更好地满足临床需求，我们亟需衔
接临床需求，来研制开发具有临床优势或有效的药物新
制剂。本活动拟邀请药剂学专业、临床药学、临床医生
、研发部门等共同参与研讨，寻求药学研究契合点。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备注

5
医疗机构制剂安全发展资源共享

研讨会
2021年8月 药剂专业委员会 赵荣生

6
质谱沙龙-质谱技术在医院精准

医药科研中的应用
2021年10月23日 应用与转化药学专业委员会 刘丽宏

7
老年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研发与治

疗研讨
2021年6月 老年药学专业委员会 蒲小平

8 第三届青年学术与成长交流论坛 2021年5月 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 邹忠梅

9
中药经典名方质量控制要求与

实践
2021年4月 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 郭洪祝

医疗机构制剂为解决临床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制
剂标准持续提升工作日趋常态化，制剂生产与检验设备
提高，工艺更新，原辅料与包材使用等问题均面临新挑
战。新药品法实施，对药品安全性要求也不断提高。亟
需探索实现资源共享与统一配制的可行性。本活动拟邀
请各制剂生产单位、药监部门等有关人员参加。

“青年学术与成长交流论坛”是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主
办的青年论坛，旨在促进北京地区天然药物青年科技工
作者的交流合作。2019年和2020年已成功举办了两届。
2021年拟邀请3-4位北京地区天然药物领域的青年工作
者做学术报告，并号召本专业研究生积极参与讨论。

针对中药经典名方新药质量控制要求，结合技术指导原
则和实践案例，交流和讨论中药新药质量控制方法，推
进首都中药新药研发质控水平提高。

活动简要说明

“质谱沙龙”活动是由北京朝阳医院、火箭军总医院等
共同发起组织的技术交流活动，2007年9月至今已成功
举办50余期,2021年已申请国家继续教育项目。质谱沙
龙一直秉承自由交流、技术共享、促进合作的宗旨，希
望通过活动吸引质谱领域的专家学者互动交流，开拓质
谱在医院应用研究的新视野，促进质谱技术在医药科研
工作中的应用。授课老师均具有丰富质谱应用技术的高
职专家或10年以上的使用者，授课内容涵盖体内小分子
定量、代谢组学、高通量快速筛查、蛋白质组学及生物
标志物研究等内容，参与者为从事质谱工作的一线人员
。

会议主题围绕老年药物研发—成像技术和脑卒中创新药
物药效学评价、抗脑卒中药物合理用药、其他老年药物
进行研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备注

10
《中国药典》2020年版新技术，

新方法，新要求学习讨论
2021年6月 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 郭洪祝

11 生物药质量控制进展沙龙 2021年9月 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 郭洪祝

12
第三届北京地区药物化学博士

论坛
2021年10月-11月

药物化学专业委员会
药物化学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李中军
钟武

13 医药物资储备商业化运营研究 2021年9月前 药品流通专业委员会 张松

14 药品冷链运输标准化研究调研 2021年11月前 药品流通专业委员会 张松

加强对存储运输有特殊要求的医药商品的管理工作。促
进行业内部交流，促进在京各医药企业的基础管理水
平，提高质量风险管控，避免重大药品质量事件的发生
。

结合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建立完善医药物资储备机制。
促进北京作为首都所承担的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四大首都核心功能的建
设工作；促进北京市民提高基础医疗保障和良好看病就
医条件的提高。

组织从事药品研发，生产，监管等相关人员对新版药典
中新技术，新方法，新要求进行学习讨论，加深理解，
从而更好地执行新版药典。

组织北京地区药物化学相关研究院、所博士生就新药创
制新靶点、新理论、新剂型、新合成方法及相关研究进
行学术交流，搭建北京地区药学交流平台。

面向相关药品研发、生产企业从事质量分析的人员，首
都高校药学师生，介绍生物药（疫苗，抗体药物等）质
量控制进展，提高从业人员对生物药监管工作的认识和
知识储备。

活动简要说明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备注

15 新药推介会 2021年11月 应用药理专业委员会 陈晓光

16 抗病毒药物创新论坛 2021年5月20日 药物化学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钟武

17 医院药物经济学论坛 2021年8月 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 史录文

18 治疗药物监测工作团体标准编制 2021年2月-7月 治疗药物监测专业委员会 张相林

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就广谱抗病毒药物的创新发展开展学
术报告和学术交流。

北京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研究型医院学
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邀请国内药物经济
学领域相关专家，结合药物经济学国内外最近进展，依
据国家医改及健康中国相关政策，围绕提高医疗机构药
学服务能力展开讨论，交流学科最新进展，推动各级医
疗机构相关人员能力提升、优化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水平
、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

推广和介绍近2年北京市科研机构的原创药物。第一大
类主要包括抗肿瘤新药的研发进展，围绕最新的免疫检
查点设计开发药物，包括LAG3, PD-L1, sting，IDO等
。还有其它明星抗肿瘤靶点的新药，如针对STAT3,
BTK, PI3K等靶点设计的药物。另外还将介绍最新的抗
肿瘤药物筛选平台，主要包括针对肿瘤代谢领域的新靶
点设计，旨在逆转肿瘤细胞基因突变后带来的代谢重编
程。第二类是针对急性感染导致重症肺损伤和肾损伤的
药物，会有多个非常有上市潜力的新药将为大家进行介
绍。最后一类是针对慢性肾病的中药和化药进行介绍和
推广。

专委会已于上年度联合北京药学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开
办了首届北京地区治疗药物监测理论与实践技能培训，
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为进一步规范治疗药物监测的开
展，拟于2月召开启动会，3月12日召开讨论会，制定治
疗药物监测工作团体标准的范围和框架。7月21日召开
中期总结会，汇总各单位撰写的治疗药物监测工作团体
标准初稿。

活动简要说明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备注

秘书处 翟所迪

分论坛

承办2021年北京药学年会药学科普分论坛，
贯彻落实国家《基本医疗与健康促进法》，
采用科普专题报告和科普讲演形式，传播安
全用药知识，提升药学人员普及药学知识能
力。

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胡欣

1.承办2021年北京药学年会分会场，聚焦医
院药学工作当前的热点及难点问题，邀请国
内外专家作学术报告，北京市各医疗机构药
师参会学习、交流。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梅丹

2.承办2021年北京药学年会分会场，主题围
绕天然药物与大健康，天然药物与重大疾病
防治方向研讨。

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 邹忠梅

3.承办2021年北京药学年会分会场，主题主
要围绕抗肿瘤药物治疗药物监测的前沿、监
测技术、临床应用开展学术报告及研讨。

治疗药物监测专业委员会 张相林

分会场

北京药学年会是为北京药学会会员和北京地区药学科技
工作者组织的学术会议。聚焦医药创新、成果转化、药
学服务、合理用药、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医药领域发
展热点。年会形式为主题报告会、分论坛、分会场等，
全面展示北京药学的成就与发展。

活动简要说明

19 2021年12月2021年北京药学年会
北京市级I
类3学分



二、培训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备注

1 处方审核培训班
2021年4月-10月

2期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梅丹

北京市级I
类8学分

2 药学实用技能培训班 2021年7月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梅丹

3 精细化抗凝管理研讨会
2021年7月15日-16日

1期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郑英丽

北京市级I
类2学分

4 中药临床药学培训班
2021年4月或5月

1期
中药专业委员会 王丽霞

5 中药知识与技能培训班
2021年10月

1期
中药专业委员会 王丽霞

6 药师“分享·同行”
2021年3月-10月

3期
基层药学专业委员会 刘桦

北京市1类
4学分

北京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协和医院联合主
办，面向医院临床药师，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临床
合理用药经验，分享医院药事管理、临床药学实践与临
床药学学科建设中的工作经验与体会，提高临床药师专
业技能。

活动简要说明

由北京协和医院牵头，联合北京多家医院，面向北京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一线药师，邀请北京临床专家、资深医
院药师及骨干药师授课，以提升药师的处方审核能力。
培训方式：利用周末线下授课，共2期，每期6次（或根
据疫情情况改为线上授课）。

以精细化抗凝管理为目标，关注抗凝领域的热点及难点
问题，探索抗凝领域发展前沿。探讨肺栓塞、房颤等常
见的血栓性疾病及合并症的抗凝治疗，培训临床药师抗
凝指标的监测管理，新型口服抗凝药的应用，对抗凝的
全程化管理等。

面向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师，邀请药学专家、
资深药师分享慢病患者用药管理、互联网药学等工作模
式和经验等，促进不同级别医疗机构药师之间的交流，
促进药师药学服务能力的提升。培训方式：线下授课，
计划3期（或根据疫情情况改为线上授课）。

从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以及中药临床用药管理角度
加强培训。培训共1期，时长3天。

从中药质量管理、处方审核与点评，安全性监测等方面
加强培训。培训共1期，时长3天。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备注

7 科研培训

2021年5月
1期

2021年10月
1期

基层药学专业委员会 刘桦

8 社区药学服务实践技能培训
2021年8月-9月

1期
基层药学专业委员会 夏文斌

北京市级I
类8学分

9 精准用药门诊规范化培训 2021年10月29日 应用与转化药学专业委员会 刘丽宏

10
喹诺酮类抗生素使用和研究进展

培训
2021年6月下旬

1期
抗生素专业委员会 胡昌勤

11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控制与研究者

能力培训
2021年7月-12月 药物安全评价专业委员会 焦立公

12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

及相关内容宣讲
2021年10月

1期
医疗器械专业委员会 薛玲

活动简要说明

对我市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进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控制与
提升研究者能力的相关培训，从政策解读、技术要求、
注意事项、常见问题等方面着手，指导药物临床试验工
作。

通过社区药学服务实践能力的专项培训，建立医联体为
依托的药师团队学帮促的工作模式，以二、三级医院药
师联合和带动社区药师，参与慢病患者长期用药管理、
参与老年患者居家用药管理、参与公众安全用药科普宣
传、参与健康管理，发挥药师的专业服务作用，保障患
者用药安全。计划开展1期。

围绕喹诺酮类抗生素使用过程的热点问题，如耐药机制
、用药禁忌、质量评价等进行专题研讨，并对基层药师
进行培训。拟开展1期，培训1天。

新版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已通过国务院常
务会议审核，2021年将发布实施。如何理解和应对法规
的变化，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充分创新驱动，服务行
业，专委会拟在《条例》修订发布后组织相关内容的宣
讲。拟开展1期，培训0.5天。

面向基层医疗机构药师，邀请科研专家、统计学专家开
展理论培训，同时组织开展科研项目，请专家提供专业
指导。通过理论结合实践，促进基层医疗机构药师的科
研水平的提升。计划开展理论培训2期，组织科研项目
3-5项。

旨在推动领域内医疗机构、研究机构与制药企业之间凝
心聚力，更好地服务于新药的临床研究及以精准用药为
目标的创新技术的发现及转化，让中国的百姓得到更精
准、更有效、副作用小、费用更低的药物治疗，为制药
企业“赋能”，为健康中国“助力”，让更多的中国患
者享受“订制”的药物治疗。培训对象为临床药师。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备注

13
治疗药物监测理论与实践技能

培训
2021年6月5日-6日

1期
治疗药物监测专业委员会 张相林

北京市级I
类4学分

14 药学新形势新进展系列讲座
2021年4月-6月

8期
秘书处 谭玲

北京市级I
类8学分

15 阳光药师沙龙活动
2021年4月-9月

4期
秘书处 张威

北京市级I
类4学分

16 医院药学临床实践学术活动
2021年5月-8月

4期
秘书处 朱曼

北京市级I
类8学分

17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规

范化管理培训班
2021年3月-10月

2期
秘书处 赵怀全

北京市级I
类6学分

该培训班主要内容包括：TDM定义及相关专业课、药物
体内分析技术、实用定量药理模型、主要治疗药物的临
床干预，同时还有TDM规范化研究和药事管理关联内
容，并对TDM岗位职责和执业规程进行详细解读。主要
目标提升药师药物个体化治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促进
临床实际工作开展。拟开展1期，培训2天。

药学新形势新进展继续教育项目涵盖医院药学包含的所
有内容国内外研究前沿与进展，是我国医药工作者进行
学术学习的重要平台。项目紧跟药学学科发展步伐，及
时跟踪医院药学及医改的最新进展，帮助医院药学人员
获得全面、可靠、及时、延续和深度的前沿信息，让学
员不断学习新理论、获得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不断提
高医院药学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共8期，每期
0.5天。

贯彻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全面提高医疗机
构特殊管理药品规范化管理能力；培训新修订的《药品
管理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医疗
机构药事管理规定》等有关特殊管理药品法律法规。培
训计划举办2期，每期3天。

邀请北京地区医疗机构的临床医药学专家，为来自北京
地区50余所医疗机构、近百名医院药学人员进行专题授
课，帮助医院药师完善临床药物治疗学知识体系，提升
医院药学服务思维，促进医院药学实践中的医、药沟通
互动。分4期举办（每月第三个周二进行），每期1天。

本项目针对活跃在临床一线的年轻专科临床药师，让他
们能有更多的与临床专家、资深药学专家沟通和交流的
机会。通过交流和学习，使临床药师能更好的适应以患
者为中心的临床药学实践工作模式，开展以合理用药为
核心的临床药学工作。分4期举行，每期0.5天。

活动简要说明



三、科普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备注

1 安全用药全民健康科普课堂 2021年5月-10月 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胡欣
北京市级I
类6学分

2 开展“药学人文赛” 2021年12月前 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胡欣

3 药学科普作品征集赛 2021年6月中旬 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胡欣

4
“《药物与人》年度最佳作者”

评选
2021年11月中旬 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胡欣

5 社区药学服务大篷车 2021年12月前 药品流通专业委员会 张松

活动简要说明

为提升药学人员专业知识，提高科普作品能力，面向公
众宣教安全用药知识，增加专业传播力；计划面向药学
人员举办3期、每期2天，面向公众拟举办6-8期。

继续开展“安全用药大讲堂”活动。选定1-2个社区卫
生服务站，旨在宣传药品管理法规、安全用药知识，为
居民安全用药服务。

药师参与讲述药的故事、药学人的故事。

继续开展“2020年《药物与人》药学科普作品赛”，围
绕药学传播药学知识，以视频、音频、图片（漫画）、
文章等方式创作作品。

从2021年《药物与人》刊登的科普文章中，评选出年度
最佳作者。



四、其它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承办方 负责人 备注

1 参访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2021年9月-10月 药物化学专业委员会 李中军

活动简要说明

组织专委会委员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参访北京市药检所，
就药品检验的法律法规、检测标准、检测仪器及流程等
进行学习、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