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上市药品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会议

二轮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对安全用药的认识，促进上市药品风险

评价及风险管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由中国毒理学会临床

毒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上市药品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会议

（RARM 2021）定于2021年 5月 21日至 24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

二、会议主题

药品安全·从科学证据到临床实践

三、会议日程

21日 全天 会议报到

22日

8:30-12:00 大会报告

13:30-18:00
专题论坛①--传统药物安全性的科学认知与风险控制

专题论坛②--药源性心脏损害的流行特征与防控

专题论坛③--基于电子健康数据的药品安全性评价

23日
8:30-12:00 专题论坛④--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评价与案例分析

专题论坛⑤--药品风险主动监测与评控的协作模式

13:30-18:00 专题论坛⑥--注射剂安全风险的识别与防控

专题论坛⑦--药品安全与青年创新

24日 上午 代表离会

详细会议议程请见附件



四、会议地点

广州万达融创嘉华酒店，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凤凰北路 73 号。

五、会议注册

参会者请访问以下地址或通过微信扫描以下二维码注册：

https://www.wjx.top/jq/92075796.aspx

六、会议费用

1.收费标准

1.1 注册费包含资料费及 5 月 22 日、23 日午餐。

1.2 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可有 2 名免注册费参会代表名额

（含本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1.3 注册参会代表可登录中国毒理学会会员系统注册入会，登录

地址：http://chntox.scimall.org.cn/member/，注册时发展来源

请选择“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

2.缴费方式

2.1 银行汇款

会议注册费请汇至中国毒理学会，汇款账号：

开户名：中国毒理学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永定路支行

账号：9558850200000760830

12 位银行识别代码:102100000499

参会人员 4月 21 日前注册并缴费 4月 21 日后注册并缴费

中国毒理学会会员 1200 元 1500 元

非会员 1500 元 1800 元

学生（凭学生证参会） 400 元 600 元

https://www.wjx.top/jq/92075796.aspx
http://chntox.scimall.org.cn/member/


汇款请备注“临床毒理会议及参会者姓名”。发票将在会议结

束后发到手机或邮箱。

2.2 现场缴费

现场缴费只收现金，建议参会人员将会议注册费用提前汇至中

国毒理学会。

七、论文征集

本次会议将组织论文征集，凡未公开发表、具备科学性、创新

性和实用性、与会议交流议题相关的研究论文或有参考价值的综述

均可投稿。大会学术委员会将择优录用，部分专题报告将从投稿中

择优产生，同时将进行青年优秀论文评选。入选通知初审后另发。

征文格式要求：按照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4段式撰写，800～

1000 字以内的论文摘要或综述，请注明姓名、单位、通讯地址、邮

编、电话及 E-mail 地址。A4 纸版面，四个边距均为 2.5 厘米，行距

为 1.5 倍；论文题目 4 号黑体，作者 5 号楷体，单位地址五号仿宋

体；正文 5 号宋体。

征文投稿信箱：rarm2022@126.com，截稿日期：2021 年 4 月 15

日。

青年优秀论文评选：作者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1981 年 12 月 31

mailto:rarm2022@126.com


日以后出生），并在论文上方注明愿意参加青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八、住宿交通

注册参会代表会议食宿及交通自理，可选择在会议推荐的酒店

住宿或自行安排。

由于会议宾馆预留房间有限，4 月 30 日后注册参会人员会议不

能保证预留房间，如有住宿或其他特殊需求请提前告知。

九、学分证书

全程参会注册代表将被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Ⅰ类学分

4 分，项目编号：2021-13-01-153 (国)。

十、其他事项

1.联系人及电话：靳洪涛: 13911262199；孙宜康：13510216071；

联系邮箱：rarm2021@163.com。

2.如会议因故取消，已缴纳的会议注册费将如数退还。

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

2021 年 3月 12 日

mailto:rarm2021@163.com


第三届上市药品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会议议程（RARM2021）

会议日程

时间：2021 年 5 月 21-24 日 地点：广东省广州市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21日 全天 会议报到

22日

8:30-12:00 大会报告

12:00-13:30 会议午餐

13:30-18:00

专题论坛①--传统药物安全性的科学认知与风险控制

专题论坛②--药源性心脏损害的流行特征与防控

专题论坛③--基于电子健康数据的药品安全性评价

23日

8:30-12:00
专题论坛④--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评价与案例分析

专题论坛⑤--药品风险主动监测与评控的协作模式

12:00-13:30 会议午餐

13:30-18:00
专题论坛⑥--注射剂安全风险的识别与防控

专题论坛⑦--药品安全与青年创新

24日 上午 代表离会



第三届上市药品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会议议程（RARM2021）

大会报告

时间：2021 年 5 月 22 日上午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报告人简介

领导致辞

沈传勇
“十四五”时期药物警戒的

目标与发展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中心主任，博士，国家药监局药物警戒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

室主任，中国药学会药物警戒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侯凡凡 药物不良反应与肾脏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家肾脏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器官衰竭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南

方医科大学内科学教授，主任医师，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

国际肾脏病学会（ISN）理事兼东亚和北亚地区主席，全球改

善肾脏预后委员会（KDIGO）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

茶 歇

Hervé Le
Louët

Application of Real World
Data in Risk Assessment and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on
Drug Use（视频报告）

世界卫生组织乌普萨拉监测中心（WHO-UMC）主任，临床

药理学教授，巴黎大学医院（AP-HP）药物流行病学部门联席

主席，欧洲药物管理局药物警戒风险评估委员会（PRAC）成

员。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CIOMS）前任主席，国际药

物警戒学会（ISoP）前任主席

王海学
临床试验期间的药物警戒

与风险监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负责人，

主任药师，复旦大学药理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细胞与分子药理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临床试验期间的安全信

息评估与安全监管工作

肖小河
中药安全性评价与药物警

戒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全军中医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岐黄学者，

中国药学会临床中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临

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

张陆勇
药源性胆汁淤积肝损伤的

机制研究

广东药科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理毒理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药安全性评价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药品注册

审评专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等职



第三届上市药品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会议议程（RARM2021）

专题论坛①--有效沟通与风险防范

传统药物安全性的科学认知与风险控制

时间：2021 年 5 月 22 日下午 论坛主席：唐健元、张冰、王伽伯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报告人简介

论坛主席致辞

唐健元
中药新药安全风险的全过程

评价与有效沟通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教授，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青年岐黄学者，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会副主

任委员等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中药临床部部长

张 冰
中药药物警戒与安全风险沟

通策略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岐

黄学者、重点学科临床中药学科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

学中药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毒理学

会临床毒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Jo Barnes
Advances in Pharmacovigilance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s（视频

报告）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国际药物警戒学会（ISoP）
草药和传统药物学组主席，WHO药物安全监测国际协作中

心草药安全监测顾问委员会委员

赵志刚
如何发挥临床药师在药品安

全风险沟通的作用

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主任，首都医科大学药学院临床药学系

主任，主任药师、教授，国家药典委第 11届委员，中国毒

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健康中国研究中心药品

和健康产品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药师协会居家药学服务药

师分会主任委员等职

茶 歇

张 磊 中药说明书与风险沟通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上海中医健康服务协同创新中心

执行主任，中国药学会临床中药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等

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审评二部

部长、中药临床部部长

梅全喜
中成药安全性的科学认知与

风险防范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中山中医院科教科科长、药学部中

药临床药学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等职

李 平
中药相关肾损伤及其风险防

范

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药物药理室主任，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肾病临床疗效评价重点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岐黄学者，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

床安全用药专委会主任委员等职

王伽伯
基于互联网的药品安全风险

沟通调研

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副院长，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

学中心全军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万人

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论坛主席总结



第三届上市药品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会议议程（RARM2021）

专题论坛②--科学证据与临床实践

药源性心脏损害的流行特征与防控

时间：2021 年 5 月 22 日下午 论坛主席：华 潞、黄宇虹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报告人简介

论坛主席致辞

张宇辉
肿瘤药物治疗中的

心之伤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力衰竭中心、心衰重症监护病区HFCU副主任,

主任医师, FESC, 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心力衰竭专委会秘书长,中华

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心力衰竭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委

会总干事, 国家心力衰竭医联体和中国心力衰竭质控项目秘书长等职

林展翼
药源性心血管毒性

评估方法学进展

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副主任

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卫生健康委老年医

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等职

汪 芳
药源性长 QT 综合

征

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药物临床试验研

究标准评价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

抗衰老促进会慢病防控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郭志刚
非甾体类抗炎药的

心血管风险

南方医科大南方医院惠侨医疗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药教育

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委，广东省药学会心血管联盟心力衰竭专委会主

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徐 琳
抗精神病药物与心

脏毒性反应

南部战区总医院老年心血管内科主任，心脏康复中心和高血压中心负

责人，主任医师，广东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黄宇虹
从“大毒小毒”谈中

药的心脏安全性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药理中心主任，研究员，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青年岐黄学者，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会常务委员等职

郭淑贞
用证据评述中药的

心脏安全性

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教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青年岐黄学

者，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研院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杨忠奇
中药心脏安全性临

床评价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长江学者，兼任国

家中药监管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中药临床评价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等职

李英骥
心脏毒性临床前预

测与评价技术

心血管医学博士、北京爱思益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海

聚工程”北京市特聘专家

专题

讨论

药源性心血管损害

的评价与防治

主持专家：

华潞：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血栓中心副主任, 主任医师, 中国

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血栓与止

血专委会常务委员等职

曹剑：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老年心内科、国家老年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候任主任

委员，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

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血栓与止血分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论坛主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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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③--临床数据与循证评价

基于电子健康数据的药品安全性评价

时间：2021 年 5 月 22 日下午
论坛主席：詹思延、陈平雁

执行主席：孙 凤、刘述森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报告人简介

论坛主席致辞

詹思延
利用电子健康数据库开展药

品主动监测的方法学

北京大学公卫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主任，北医三

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药学会药物

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

学分会主任委员等职

陈平雁
真实世界数据用于药品风险

全程评价的思考

南方医科大学生物统计学系教授，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

统计分会主任委员，国际生物统计学会中国分会副理事

长等职

陈 勇

Vaccine Active Safety
Surveillance and Assessment
with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视频报告）*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生物统计、流行病和信息学

系终身教授，美国统计协会 Elected Fellow，国际循证

医学协会 Elected Fellow，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统计

推断和学习实验室主任

孙 凤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药物流

行病学研究的思考*

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

会副秘书长，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委会副主委，中

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肿瘤化疗专委会副主委等职

茶 歇

郭瑞臣
利用医疗大数据开展药品安

全性研究的伦理问题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主任药师，教授，临床药理学博士研

究生导师，山东生物药业协会会长，山东省人文医学协

会药学伦理学分会会长等职

李晓娟

Leveraging Real-World
Evidence for Regulatory Use:
methods, opportunities, and
use cases（视频报告）

博士，药物流行病学家，哈佛大学医学院群体医学系助

理教授

刘述森
真实世界研究结果的偏倚识

别与控制*
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真实世界证据和流行病学负责人，中

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会委员

Vaishali
Patadia

Role of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on Drug Active
Surveillance（视频报告）

赛诺菲流行病学分析与创新团队负责人

专题讨论
基于医疗大数据开展药品风

险评价，技术难题与要素
主持专家：孙 凤

执行主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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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④--科学证据与临床实践

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评价与案例分析

时间：2021 年 5 月 23 日上午
论坛主席：肖小河、陈成伟、李进

执行主席：陈 军、周光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报告人简介

李 进 论坛主席致辞 主任医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

陈成伟
药物性肝损伤临床应注意的

实际问题

《肝脏》杂志主编，海军军医大学 905医院教授，华夏

肝脏病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中华医学会肝

脏病学分会前副主任委员

茅益民
药物性肝损伤的监测和防

控：科学研究和转化

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中国毒理学会

临床毒理专委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性

肝病学组组长、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副组长等职

茶 歇

药物性肝损

伤案例分析

讨论专家：

 陈成伟：《肝脏》杂志主编，海军军医大学 905医院教授，华夏肝脏病联盟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前副主任委员

 茅益民：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性肝病学组组长、脂肪肝和酒精性

肝病学组副组长等职

 谢 雯：北京市地坛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中国防痨协会结核与肝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陈 军：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华

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性肝病学组委员秘书等职

 周光德：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国

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

病学组委员等职

 蔡庆贤：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教授，广东省医疗行业

协会中医药脂肪肝专委会主委，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中医药管理分会副会长等职

陈成伟 论坛主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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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⑤--临床数据与循证评价

药品风险主动监测与评控的协作模式

时间：2021 年 5 月 23 日上午
论坛主席：翟所迪、贺 佳

执行主席：孙 凤、刘述森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报告人简介

论坛主席致辞

翟所迪
医院开展药品上市后安全性

临床评价方法与案例*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教授，北京大学医

学部药物评价中心主任，北京市药学质控中心主任，中

国医学装备协会药房装备与信息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药学会副理事长，《药物流行病杂志》主编等职

贺 佳
基于电子健康数据的信号挖

掘

海军军医大学卫生统计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医

学博士。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

际生物统计学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上海预防医学会卫

生统计专委会主任委员等职

蔡永铭
基于知识图谱的药品不良反

应预警研究

广东药科大学医药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广东省中医

药精准医学大数据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世中联中医药信

息专委会常务理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智能医学专委会

副主委、广东省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专委会副主委等职

赖伟华 用药错误信息化识别与评价

广东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主任药师，中国医院协会

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药学会医药信息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智慧药学联盟副主席，广东省药

理学会药物警戒与药品再评价专业委员会主委等职

裘行敏
药品上市后主动监测经验分

享-从信号到证据
辉瑞全球安全策略部安全风险负责人

曹海俊
电子健康数据库在药品安全

性评价的应用与展望
医渡云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 浩
创新药品上市后风险评价与

风险管理的实践
德泰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佳
附条件批准药品上市后安全

性评价的思考
瓴路药业药物安全和药物警戒高级总监

专题讨论
药品风险评价的协作模式与

发展路径、创新方法
主持专家：刘述森

执行主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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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⑥--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

注射剂安全风险的识别与防控

时间：2021 年 5 月 23 日下午 论坛主席：靳洪涛、孙桂波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报告人简介

论坛主席致辞

梁爱华
中药注射剂超敏反应评价与

控制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药

理学重点学科带头人，日本东京药科大学客座教授，中

华中医药学会中药毒理学与安全性研究分会副主委，中

国中药协会中药注射剂研究发展专委会副主委等职

喻锦扬
注射剂药物警戒的企业责任

及工作要点
广东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副主任

齐 云
中药注射剂速发性超敏反应

的确证及其分子靶点的搜寻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导，长期致

力于中药与天然药物抗炎免疫、中药注射剂速发型超敏

反应及中药与天然药物创制新药研发

靳洪涛
注射剂安全性评价与研究探

索与实践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北京市科技

新星，中国毒理学会理事，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

会副秘书长等职

茶 歇

宋海波
注射剂严重风险评价要点的

考虑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药师，中国毒理学会

常务理事及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会主任委员，国

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 DILI-WG 专家等职

孙 凤

基于电子诊疗数据开展注射

剂安全性研究的思考-以多

西他赛为例

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

会副秘书长，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委会副主委，中

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肿瘤化疗专委会副主委等职

专题讨论
如何识别并评价注射剂的严

重风险

主持专家：

 孙桂波：研究员，博导，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药理毒理中心副主任，中国中药协会脑病专

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会

副秘书长，北京药理学会理事，中国医科院“基于经

典名方的新药发现”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

 王连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精准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委会委员等职

论坛主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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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⑦--青年论坛

药品安全与青年创新

时间：2021 年 5 月 23 日下午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报告人简介

论坛致辞

蔡庆贤
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的管

理

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教

授，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中医药脂肪肝专委会主任委

员，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中医药管理分会副会长等职

吴 艳

肺动脉高压靶向药物在儿童

患者中的不良反应分析及其

管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血栓中心副主任医师，博士，

国际心脏研究会中国转化医学工作委员会（ISHRCCTM）

委员

论坛报告 RARM2021 青年优秀论文报告/临床毒理专项课题优秀成果报告

茶 歇

专题讨论 信息化时代的药品安全创新研究

会议颁奖

论坛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