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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药协[2021]15号 

 

关于组织参加第 6届广州国际生物技术大会

暨展览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由中国蛋白药物质量联盟、广东省生物产业协会、广州医

药行业协会等单位主办的“第 6届广州国际生物技术大会暨展

览会”将于 2021年 9月 10日－12日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Ｃ

区举行。本届技术大会暨展览会将围绕生物抗体、免疫治疗、

创新药、精准医疗、生物制造等话题，通过来自国家政府机构

的权威人士、海内外药企与生物技术公司高管的数十场会议与

论坛，分享政策需求、技术科研、产业规划等最新行业资讯。 

本届技术大会暨展览会将针对抗体药物与研发创新、靶向

与细胞免疫治疗、基因检测行业发展、分子诊断和伴随诊断等

主题，举办多场高峰论坛（具体时间、地点、内容见附件），

邀请专家、企业高管等嘉宾，围绕产业发展热点话题展开深入

的探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同时，展会将覆盖实

验室技术及设备、生物技术服务、医学检验及 IVD、工程技术

设备、质量控制及安全、生物制药成分等六大展览板块。为加 



强交流学习,开阔视野,本会拟组织会员单位相关人员前往参

会及观展。具体安排如下:

一、时间安排:2021年 9月 10日 (星期五 )上午 10时在

琶洲广交会展馆 C区 15.1馆 门前集中,领取 ⅤIP参观证及午

餐券。

二、参加人员:会员单位科研、实验室、质量、生产、供

应、市场、设各等部门的主管领导、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

人数不限。请参观人员务必带上身份证和名片。

三、交通指引:地铁 8号 线琶洲站 C出 口

四、参会及观展回执请于 9月 7日 前报协会 (可通过 OA、

QQ、 邮箱:gZ~ppaa126。 c。m等方式),以便做好安排。

附件: 1、 高峰论坛议程

2、 参加活动回执

协 会 电话 :66281015

联 系 人 :邝 佩 莲  13609788692

梁 思 维   13622276813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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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一）分子诊断和伴随诊断高峰论坛 

 
论坛时间：2021年 9月 10日 

论坛地点：广交会展馆 C区 15.1号馆 会议室 

主办单位：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迈杰转化医学研究（苏州）有限公司 

大会主持：汤郡 医学博士 副总裁  迈杰转化医学研究（苏州）有限公司  

 

时间 议程内容 主讲嘉宾 

9:30-9:55 
宏基因组二代测序在感染性

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马筱玲 医学博士 

一级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院区副院

长、安徽省感染病检验诊断中心主任 

09:55-10:20 遗传性肿瘤基因检测新挑战 
陆国辉 医学博士 

广州嘉检医学发起人、创始人 

10:20-10:45 
分子病理检测在伴随诊断中

的作用和现状 

张庆玲 教授 医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世界华人医师协

会检验与病理医师协会常委 

10:45-11:10 茶歇  

11:10-11:35 
幽门螺杆菌检测现状及免疫

分析方法研究 

赵肃清 

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广东工业

大学生物医药学院二级教授 

11:35-12:00 质谱技术助力血药浓度监测 

刘焕亮 博士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胃肠病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大学附属

第六医院临床检验科主任 

13:30-13:55 
实体瘤 MRD的临床应用及进

展 

宋超 执行总监 

先声诊断市场部&转化医学部、南京医科大学

兼职教授 

13:55-14:20 

深度剖析肿瘤免疫抑制性微

环境和细胞基因组学的生物

标志物发现 

许大康 博士 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瑞金医院 

14:20-14:45 待定  

14:45-15:1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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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5:35 
伴随诊断促进肿瘤免疫治疗

新药临床开发 

汤郡 医学博士  

迈杰转化医学研究（苏州）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中山大学医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和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究员 

15:35-16:00 

 

细胞基因组学技术与检测应

用的现状及未来 

赵强 主任医师 教授 

金域医学检验集团医学遗传学检测中心医学

总监及医学遗传学科主任 

16:00-16:25 待定  

注：具体议程以现场大会公布为准 
 

 

（二）基因检测行业发展高峰论坛 

论坛时间：2021年 9月 10日 

论坛地点：广交会展馆 C区 15.1号馆 会议室 

主题 主讲嘉宾 

签到  

开场致辞  

产业技术篇  

当前基因检测市场问题与趋势探讨 

柴映爽 

阅尔基因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CEO 

高通量测序仪发展：从国产化到国际化 

蒋 慧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

官 

国产高密度基因芯片平台助力基因检测行业的

发展  

李 智 

拉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 

高品质 DNA合成技术在基因测序中的应用 
张明荣 

伯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O 

基于三代测序的大数据诊断技术与应用 

汪德鹏 

北京希望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CEO 

圆桌会议（上）  

全面建设健康中国与基因检测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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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具体议程以现场大会公布为准 

 

 

 

（三）抗体药物与新药研发创新论坛 

 

论坛时间：2021年 9月 11日 

论坛地点：广交会展馆 C区 15.1号馆 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蛋白药物质量联盟、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时间 议程内容 主讲嘉宾 

9:30-9:55 
后疫情时代，国内人用疫苗

企业的发展战略选择 

陈建国 博士 

和君咨询业务合伙人 

9:55-10:20 靶向肿瘤免疫因子 

杭海英 博士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中科院生

物物理所，蛋白质与多肽药物所重点实验室，

研究组长 

临床应用篇  

高通量测序在生殖遗传领域的应用 
杜仁骞 

苏州贝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研究员 

NGS在肿瘤精准医疗的应用 

王东亮 

求臻医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首席医学

官 

基因检测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程芳婷 

西安医臻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医学市场

部总监  

组学技术在感染性疾病的应用 
李少川 

瑞因迈拓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 

肿瘤液体检测（ctDNA）的关键障碍与壁垒 
严令华 

上海桐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 

圆桌会议（下）  

基因检测在临床应用中的挑战与破局  

行业评选活动·颁奖环节  

解忧饭局（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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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45 待定 京天成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0:45-11:10 

高表达 CHO细胞株的构建和

新一代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开

发的思路和实践 

冯 见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区域

经理 

11:10-11:35 ADC 药物研发挑战 

韩念和 博士 

上海新理念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 

11:35-12:00 生物制药智能化的未来工厂 
李树德 博士 

乐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13:30-13:55 
多快好省——加速基因治疗

载体的开发 

黄 露 

非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13:55-14:20 

抗体药物在不同开发阶段的

工艺变更或工艺放大的质量

可比性研究 

施立明 博士 

杭州奕安济世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分析科学，

质量控制及工艺产品开发运营副总裁 

14:20-14:45 
纳米抗体免疫治疗创新技术

研发 

卢小玲 博士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纳米抗体研究中心主任，广西

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 

14:45-15:10 
抗体药物的表征技术及相关

申报策略 

黄 懿 博士 

探实生物，臻格生物分析科学及质量控制部

高级总监 

15:10-15:35 
新型生物技术药临床分析的

挑战和重要考量 

黄启宽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联合创始人      

15:35-16:00 
生物合成技术在生物医药上

的应用与推广 

胡志浩 博士 

苏州华赛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16:00-16:25 
验证程序在 GMP 生产中的地

位和作用 

罗治刚 

鼎康（武汉）生物有限公司副总裁、质量负

责人 

注：具体议程以现场大会公布为准 

 

 

（四）靶向与细胞免疫治疗论坛 

 

论坛时间：2021年 9月 11日 

论坛地点：广交会展馆 C区 15.1号馆 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蛋白药物质量联盟、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大会主持：向双林 董事长湖南远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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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议程内容 主讲嘉宾 

9:30-9:55 
CAR-T 细胞治疗药物研发需

要解决的关键共性问题 

向双林 

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硕士、日本金泽大学医学博

士、美国哈佛医学院博士后、讲师，湖南师范

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远泰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9:55-10:20 
基因编辑与细胞治疗：从基

础到转化医学研究 

刘明耀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调

控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首批特聘专家 

国家讲席教授，邦耀生物创始人、董事长 

10:20-10:45 
实体肿瘤 CAR-T 研发的困扰

和应对思路 

王恩秀 博士 教授  

南京艾德免疫治疗研究院院长 、南京卡提医

学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10:45-11:10 茶歇  

11:10-11:35 待定  

11:35-12:00 
全球首创通用型 CAR-DNT 细

胞药的研发 

杨黎明 博士 

浙江瑞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13:30-13:55 

脐带间质干细胞来源的外泌

体修复急慢性肝损伤的作用

及机制 

严永敏 教授 

江苏大学医学院 

13:55-14:20 
CART 治疗的现状、挑战和未

来展望 

汪文 

驯鹿医疗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14:20-14:45 待定  

14:45-15:10 茶歇  

15:10-15:35 
CAR-T 细胞新药研发的新挑

战和未来发展趋势 

杨林 博士 

博生吉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创始人/董

事长/CEO、苏州大学唐仲英血液学研究中心特

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肿瘤免疫诊疗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15:35-16:00 

人源化抗 BCMA CAR-T细胞治

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

瘤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初步研

究报告 

齐军元  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GCP病房主任 

16:00-16:25 待定  

注：具体议程以现场大会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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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参加活动回执 

 

单位名称： 

姓名 部 门 职 务 手 机 
单位 

电话 
邮 箱 

      

      

      

      

      

      

      

      

      

      

      

      

回执请于 9月 7日前报协会（可通过 OA、QQ、邮箱：gz_ppa@126.com等方式）。 

mailto:gz_pp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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