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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简介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是“诺贝尔奖得主国际科学交流协会（ISSCNL）”在中国举办的年度

国际医学峰会。峰会汇集中外诺奖得主、中外科学院院士、知名大学教授、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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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第四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立足贵阳，面向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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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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阳

贵阳，贵州省省会，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是“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重要结点城市，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同时是自然资源富集的黔中产业带中心城市。

贵阳气候凉爽，空气清新，处于人类居住的最佳纬度范围和心脏休养的最佳海拔高度，为世界上紫

外线辐射最低的城市之一。是国家森林城市、中国避暑之都、最佳生态文化旅游名城、最受欢迎国际会

奖旅游目的地。

贵阳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适宜的居住条件、优惠的招商政策，大力发展“大数据、大健康、大金融”

三大产业，并卓有成效。贵阳已成为国家级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全国领先的大数据技术创新与应用服务

示范基地和产业集聚发展的“中国数谷”。贵阳被评为《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全国循环经

济生态试点城市、全国投资环境十佳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近些年来，贵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与时俱进，因地

制宜地发展大健康产业。重点发展“苗医 + 苗药”，将中医药产业定位为贵阳特色优势产业的名片之一。

大力发展休闲养生、滋补养生、温泉养生三大业态，山地户外运动、水上运动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三大运动，围绕健康养生、健康医药、健康医疗、健康养老、健康药食材、健康运动产业发展六项计划，

形成“大数据 + 大健康”管理服务新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人民健康、保护生态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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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四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

会议主题：科学：事实与虚构的博弈

                （Science-Fact and Fiction）

会议时间：2017 年 9 月 14 日 -16 日

会议地点：中国·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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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

诺贝尔奖得主国际科学交流协会（ISSCNL）

承办单位

中高会国际交流合作中心

世诺医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癌症基金会

中国医学基金会

贵州省中医药学会

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

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支持单位

贵阳市人民政府

主题论坛

① 第二届国际精准医学高峰论坛

② 第二届世界青年创新论坛 

③ 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④ 第二届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论坛

媒体支持

央视 1 套、2 套、4 套、国际台、爱奇艺科技、第一财经、

贵阳卫视、人民日报、香港卫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

医学论坛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时报、医师报、丁香园、生

物谷、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科技日报、凤凰网、科学网、

BBC、CNN、健康报、健康界、医脉通、路透、AFP、

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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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

大会组织结构

王国强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局长

Richard J. Roberts

199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获得者、英国皇家

科学院院士

束 为

中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

詹启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会主席团 
陈凯先　陈志南　程书钧　高　福　何晓顺   刘延宁   刘新垣   马俊如　束   为　孙　燕　王国强　魏于全　杨焕明　

于金明　詹启敏　张大宁　甄永苏　      

诺贝尔奖获得者：Richard J. Roberts　Jack W. Szostak　Barry J. Marshall　Craig C. Mello  

Thomas C. Südhof　Robert C. Merton　Daniel Kahneman　Eric S. Maskin　Aaron Ciechanover   

Martin L. Chalfie　Sheldon L. Glashow   Steve Chu   Randy W. Schekman

学术委员会
主　任：Richard J. Roberts　詹启敏

委　员：卞修武　陈凯先　陈志南　杜　杰　韩为东   何晓顺   黄晓军    牟巨伟    石乐明　魏于全　王拥军   徐　

平　杨焕明　于金明　游伟程   再帕尔·阿不力孜　朱　兰　张   霆   Alan F. List　Brian J. Druker　

Carl H. June　Daniel A. Haber　David P. Ryan　Noopur S. Raje   Webster K. Cavenee

产业委员会
主   任：Randy W.Schekman    Robert C. Merton    陈凯先   王存玉    

联席主任：郭志新  潘广成   王文礼  

委   员：鲍志华   陈   一   郭   颖   高铁军   高春霞    黄  华   洪文平   何风志   蒋卫平  金   锐   江   萍   李   晖   

李荷宝   李安民   林正伟   李小简   刘展言    娄   实  秦   云   任萱雨  宋正阳   施国敏   王   屹   王晓光   王   晖   

吴   钧   徐炜轩   徐  枢    徐   军    俞   昌  禹   勃   叶   静   杨晓栋  杨云霞   瞿   镕   周宇炜   张   立   张   悦   

张自然   张帅鑫   张泉源   宗   翔    周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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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
主　任：Steve A. Kay　  刘延宁   赵　平　张　炬　

成　员：陈　勇　陈　元　陈珞珈   程　颖　钭方芳　段志光　顾　晋　郭亚军　龚   涛   姜利斌    康静波　黎孟枫　 

李惠平　李树业   李建华   刘爱国　刘景诗　罗娅红　毛光华　毛伟敏　钱其军　乔得径    任国胜　任　军　申宝忠　

申文江   沈洪兵　宋启斌　宋张骏　苏　琦　孙朝侠　谭　晶　唐其柱　汪　诤   王杰军　 王　静   王静成　王新华　 

王　正　王晓云   王   炜   魏少忠　吴　彬　吴　琦　徐　萌　徐瑞华　徐丛剑   游伟程    俞   昌   尹玉新　于小冬   

张国君　张居洋　张兰军　张自然　支修益　周斌兵　朱思伟　

秘书处
秘书长：王国辰    康哲秀   吴　炯　张　炬   

副秘书长：刘   平   王　奕   王   宇   孙   慧   车露莹  苏　燕   鲜启明   于保国   朱   乙

执行秘书长：王舒敏　生学明　

成　员：陈兆初   陈中秀   陈林楚   江   山   郭   鹏  郭继华  洪文平  欧阳伟科  冀小坦   李　鑫　李　莹  刘思华　

刘   丹   乔春永   生　银　申   雨   孙永进　石俊嘉   单晓卫  王   励   吴春晖  武   振   杨振双   杨   平   赵占军   

周鲁京   张祥林   张永华   谢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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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内容

  一、亮点活动

（一）高峰对话

对话主题：科学 - 事实与虚构的博弈（Science: Fact and Fiction）

活动形式：对话诺贝尔奖获得者

话题涉及：揭示目前全球所忽略的重大问题的事实真相，包括气候变化、转基因生物以及与各种能源（包

括石油 ，天然气 ，煤炭和核能源）相关联的风险等。

（二）“诺奖之星”评选活动

“诺奖之星”评选活动是选拔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青年骨干专家，向其提供代表全

球顶尖科研成就的数个诺奖得主实验室的学术交流机会，以期在医疗科研领域唤起前辈奖掖后学，后生

博采互鉴，薪火相传，众志创新的新鲜学术气息。前两届，已有 11 位在基础转化、临床医学、中医领

域优秀中青年科学家荣获“诺奖之星”殊荣。

( 三 ) 其他活动亮点

科学早餐会、与诺奖面对面鸡尾酒会、“诺奖之星”发布会、政府 + 企业对接会、优秀企业创新创业大

赛、青少年科技发明大赛、大健康医疗产品展、意向落户观摩团、诺奖中国行系列活动（走进科研机构、

医院、学校、企业）。

二、主题论坛

思想启蒙·思维启迪

（一） 第二届世界青年创新论坛

论坛规模：300 人

活动形式：主题演讲、圆桌对话、青年科技创新成果展示、诺奖得主与年轻人互动交流、 科学早餐会等。

预期目的：旨在为国内外优秀青年学者、中青年科学家、科技创新型企业人才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之间提

供一个独一无二的思想交流平台。诺奖得主分享科研心得和人生经历，年轻人可以直面诺奖得主互动交

流，甚至挑战权威。我们希望通过世界青年创新论坛的举办，向青年一代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独立思考，

激发科学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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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的本质——真实与虚幻的对话论坛

规模：200 人

活动形式：诺贝尔奖获得者与佛教大师的对话

预期目的：爱因斯坦曾说 :‘智力上的成绩，依赖于性格上的伟大。’这句话精辟地描述了高等教育与佛教教育

之间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的关系。佛教教育侧重于德、智、体、群、美、甚至知情意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和生长，

以建立人的真 理生命，为高等教育提倡全人教育的理念储备了有益资源。面临当前的社会挑战，常规的教育学

习方式需要改变， 要重新定义学习的概念。学习可以理解为获得信息、认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学习既是

过程，也是这个过 程的结果 ; 学习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 既是个人行为，也是集体努力。学习是由环境决定的

多方面的现实存在。 学习只关注结果，主要是指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

知识、技能、价值观 和态度。”面对当前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教育要帮助人们改变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同时，

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 需要采用开放和灵活的全方位的终身学习方式，这也是需要高等教育与佛教教育共同

作为。

 对话议题：

1、感观与真实

2、思辩与真实

3、从东西方文化看待“我们所经验的现实究竟是真实还是一种幻觉？”

学术探讨·产研对接

（一）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论坛规模：300 人

活动形式 : 政策解读、学术分享、主题演讲、圆桌对话、产学研投对接会

预期目的：依托贵阳丰富的中药材品类、悠长的中药材种植历史、扎实的中医药发展基础及得天独厚的自然

生态环境，从全球视野、国家战略层面弘扬中医药文化、推进中医药及民族医药的继承创新、发展中医养生

保健服务、拓展中医医疗服务新业态、推动中医药尤其是苗医苗药的海外发展。同时结合贵阳休闲养生、滋

补养生、温泉养生三大业态，重点探讨养生与健康产业的国际趋势、剖析旅游养老产业发展的痛点与难点、

如何应地制宜创新发展旅游经济等重要话题。

（二）第二届国际精准医学高峰论坛

规模：300 人

活动形式：学术分享、主题演讲、圆桌对话

精准医学是肿瘤研究的前沿与热点，也被认为是肿瘤治疗的发展方向。会议将邀请精准医学领域的知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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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就该领域的最新进展、发展模式、产业化及临床应用前景等，进行深入和广泛的交流。第二届国际

精准医学高峰论坛，将从政产研学用几个方面，对目前精准医学发展的结果进行分享，存在的难点进行讨论，

为精准医学的更快更好发展提供高端交流平台。

 资本融合·产业落地

（一）第二届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论坛

规模：300 人 

活动形式：国内外项目多轮筛选、优选项目路演、嘉宾点评、主题分享、对话沙龙、政企投对接会

预期目的：以诺奖得主、中外院士及知名大健康产业专家智囊团为基础，引进顶尖人才、精选国内外技术领先、

产业化成熟度高的优秀项目及产业资目落户国内园区；打造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引导布局中医药

材、休闲旅游、养生养老、健康与运动装备、医疗大数据等产业链；以国际科研成果转化为导向，建立诺奖、

中美院士或者专业领军人物工作站。

活动内容：

项目对接沙龙（100+100 家企业及投资机构）

精准医疗产业分论坛

项目路演及颁奖仪式

三、“诺奖中国行”系列活动

2017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面向贵阳市各园区、科研机构、医院、医学教育单位、企业、中小学，组织

以诺奖得主、国内学术专家、国际产业专家为主的“诺奖中国行”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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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罗伯茨 （Richard J. Roberts）

199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理查德·罗伯茨爵士是断裂基因与 RNA 剪切发现的鼻祖。开启了利用计算机进行序列数

据分析的先河，在 Science，Nature, Cell 等著名期刊发表了 230 余篇学术论文。

朱棣文（Steven Chu）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第 12 任能源部部长、现任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8 年 12 月 15 日，获得美国第 56 届当选总统奥巴马提名出任美国第 12 任能源部长。

朱棣文，1993 年获颁费塞尔国王国际科学奖；1994 年，获亚瑟萧洛奖及威廉梅格斯奖；

1997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巴里·马歇尔（Barry J. Marshall）

200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美国

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美国胃肠病协会会员，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会员

巴里·马歇尔，澳大利亚科学家，西澳大学临床微生物学教授，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2005 年，因发现了幽门螺杆菌 (H. pylori) 是导致大多数胃溃疡疾病的主因，马歇尔与罗

宾·沃伦 (J. Robin Warren) 被授与 2005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罗伯特 • 默顿 (Robert C. Merton )

199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罗伯特·默顿是美国哈佛大学商

学院金融学教授。哈佛大学最高级别“大学教授”。现代金融学开创者之一

默顿于 1970 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师从著名经济学大师、美国首位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 萨谬尔森教授。

兰迪·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与

细胞生物学系教授，兼任霍华德 • 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兰迪·谢克曼， 2013 年因与美国科学家詹姆斯·罗思曼（James E. Rothman）和德

国科学家托马斯·苏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发现能够控制细胞传输系统不同方

面的三类基因而共同获得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拟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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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奇

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副校长、乳腺癌肿瘤基础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高级科学促进会

（AAAS) 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药物化学家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技术副总师、化学药物

责任专家组组长，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斯蒂芬·格鲁克（Stefan Gluck）

美国新基全球医疗事务副总裁

斯蒂芬·格鲁克自 2014 年 10 月起担任新基公司全球医疗事务副总裁，是一名致力于乳

腺癌治疗的肿瘤专家。新基全球医疗事务副总裁，斯蒂芬监督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乳腺癌、

卵巢癌、膀胱癌及免疫肿瘤的进展情况。近期还主导了胰腺癌在内的胃肠道部分的事务，

对临床研究和乳腺癌感兴趣，是迈阿密 37 所乳腺癌临床研究中心的学术带头人及许多科

技转化项目的研究员。

史蒂夫·卡伊（Steve A. Kay）

南加州大学人文艺术科学学院院长 , 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所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史蒂夫·卡伊教授是南加州大学人文艺术科学学院院长及 Anna H. Bing 荣誉教授。卡伊

博士广为人知的研究成果包括对基因和昼夜节律的研究。卡伊博士发表了超过 200 篇科研

论文，并被授予 ISI“最高引用文章学者”荣誉。他的研究成果三度成为《科学》杂志报

道的“年度科学突破”。2008 年卡伊博士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9 年入选美国科

学促进会，2011 年卡伊博士获得美国植物生物学家协会“马丁吉布斯奖”。

陈国强

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病理生理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教育部细胞分化与凋亡重点实验

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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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玉

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肿瘤细胞凋亡的调控和转移、口腔炎症发病机理、代谢性骨丧失以及口

腔干细胞分化的分子调控等。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口腔生物学和医学系主任、

教授。曾在 Wnt 信号传导与细胞凋亡和肿瘤发生发展的关系、成人干细胞永生化等领域

进行了一系列国际前沿性研究，取得了国际同行公认的创新性研究成就。获得 IADR 的“年

青调查者”奖和“Gie Award”（JDR 最佳论文奖），他领导的实验室在干细胞、肿瘤、

炎症方面多次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

吴以岭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中医心血管病专家

中医络病学学科创立者和学科带头人，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长，国家 973 首

席科学家，国家人事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

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络病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络病重点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魏于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副校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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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863”生物与农业技术领域生物工程技

术主题专家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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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第五届教育部科学技术

委员会生物学二部常务副主任，担任 Human Gene Therapy 副主编。

樊代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

肿瘤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 973 项

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共产党十四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批国家优秀中青年人

才专项基金及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获得者，首批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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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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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启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家 863 高技术计划“十一五”生物和医药领域专家组组长、国家 973 重大基础研究

项目 ( 肿瘤转移 ) 首席科学家、中国微循环学会理事长、中国抗癌学会副理事长。

张伯礼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学科带头人，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技术副总师，世界中

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

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学敏

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现从事学科专业：肿瘤生物学研究，科研方向：肿瘤发生与干预。担任“国家重大科学

研究计划”项目和“国家 863 计划”生物医药领域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

张大宁

国家第二批“国医大师”，中央文史馆馆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被中央授予优秀中央保健医生。全国中医肾病学会主任委员，中

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会长，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天津市中医肾病研究所所长，

中医肾病学的奠基人，1998 年国际天文联合会把中国科学院新发现的 8311 号小行星，

命名为“张大宁星”。

陈士林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药研究所所长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中心主任；CGCM( 中药全球化联盟 ) 副主席，教育部长江学

者创新团队负责人。兼任 " 濒危药材繁育国家工程实验室 " 主任、中国药学会中药与天

然药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药典传统中药咨询组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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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巨伟

国家癌症中心，医科院肿瘤医院胸外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卫生计生委肺癌规划诊治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胸

心血管外科学会微创学组，食管癌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快速康复学

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胸部肿瘤分会副主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

进会胸外科分会常委，世界华人肿瘤医师协会常委，北京市肿瘤规范化诊治质控中心专

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胸部外科杂志编委，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logy 编委，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 编委。

刘尚义

国医大师 , 贵州省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导

国家第三、四、五批名老中医师承指导老师，第一批贵州省名中医。原贵阳中医药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在中医杂症肾症、脾胃症、外疡疾患等的诊治上，取得

了显著疗效，学术成就瞩目。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编及参编国家级出版著作 11 部。

秦钧

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贝勒医学院教授 , 分子研究与通路发现中心主任，著名的生物质谱学家和生物化学

家，在质谱仪器设计、蛋白质组研究方法进展和生物研究等领域有一定的造诣，尤其在

DNA 损伤反应、通过分离鉴定内源性蛋白质复合体发现核激素，鉴定体内翻译后修饰

并诠释功能特性等方面有突出贡献。发表研究论文 100 余篇，包括以责任作者在 Cell、

MolCell、Genes & Developments 和 P Natl Acad Sci USA 等上发表的多篇论文。

黄晓军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自 1989 年开始从事血液病临床及实验研究，在常见血液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丰富

的经验，尤其在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后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感染和复

发等各种移植合并症的诊断和处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解决了许多疑难杂

症。在真菌感染、移植免疫等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

韩为东

分子免疫学专家

解放军总医院分子免疫学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肿瘤治疗抵抗机制与临床研究 , 干细胞

与组织再生基础与临床研究。创建了解放军总医院首个生物治疗转化医学病区，在国内

率先建立了“前店后厂”的转化医学模式。建立了多项肿瘤靶向免疫细胞治疗体系，率

先在国际临床试验机构注册并开展多项 CART 治疗的临床试验，并获得企业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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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继柏

国医大师，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

研究生导师，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教授。历任中医经典古籍

教研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中医学会内经专业委员会委员。临证善于辨证

施治，因证选方，因方用药，是国内外著名的中医专家。

刑力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擅长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乳腺癌等胸部肿瘤及膀胱癌、肾癌、前列腺癌、睾丸肿

瘤等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的诊断及放射治疗与综合治疗。掌握立体适形调强放疗、TOMO

放疗等目前国际上先进的放疗技术。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63 项目、省

攻关项目多项。在国内外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20 篇。

徐兵河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及乳腺病诊治中心副主任，国

家新药临床研究基地临床药理室负责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职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审评专家，中国抗癌协会临床

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常委和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科技进步奖与技术发明奖评

审委员等职。《中国医学论坛报肿瘤学专刊》特约副主编，《中国肿瘤临床》、《中国

癌症杂志》等 9 种杂志的编委。

杨柱

贵阳中医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

和中医基础理论病因病机学，是贵州省中医多学科研究会会长，贵州省儒家研究会副会

长。

周彩存

同济大学医学院肿瘤研究所所长，肿瘤学系主任，上海市肺科医院肿瘤科主任，肺癌免

疫研究室主任，临床药理机构主任

主要从事肺癌早期诊断、综合治疗、靶向治疗和个体化治疗，肿瘤的分子显像，噬菌体

疫苗。2007 年入选上海市科委第二批优秀学科带头人。目前承担国家课题 1 项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1 项，上海抗科委重大攻关项目 2 项，参加国家十一五攻关课题 2 项。中国

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CSCO 委员， ASCO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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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帕尔·阿不力孜

分析化学、药物分析及代谢组学领域专家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药物研究院副院长，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

“863”计划项目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七届教

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张路霞

北京大学医院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2004 年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2008 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2008 年于受国际肾脏病协会 (ISN) 资助美国哈佛公共卫生

学院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张霆

首都儿科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儿童发育营养组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目前主要从事儿童早期生长发育的理论营养学和应用营养学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以来，

与出生缺陷研究领域连续多次承担国家“973 计划”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孕前出生缺陷一级预防预警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首席科学家，

近五年以第一作者 / 通讯作者在营养遗传学领域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目前社会兼职

有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儿童早期发展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儿科卷副主编，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

曾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首都劳动奖章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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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日程

              9 月 14 日  

08:00-20:00 大会注册（签到）

              9 月 15 日

08:30-09:30 开幕式

09:45-11:00 高峰对话：科学 - 事实与虚构的博弈

11:00-12:00 2017“诺奖之星”发布盛典

12:00-13:00 午餐

14:00-18:00

主题论坛：

1. 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2. 第二届国际精准医学高峰论坛

3. 第二届世界青年创新论坛

4. 第二届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论坛

5. 国信证券对接会

19:00-20:30 诺奖文化之夜

19:00-20:30 项目路演沙龙

              9 月 16 日

08:00-14:00 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08:00-12:00

1. 第二届国际精准医学高峰论坛

2. 第二届世界青年创新论坛

3. 第二届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论坛

4. 项目路演对接会

08:00-10:00 分论坛：教育的本质——真实与虚幻的对话论坛

08:00-12:00 2017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国际生命科学前沿成果第四次学术报告大会

08:00-12:00 分论坛：代谢组学与临床医学

12:00-13:00 午餐

14:00-18:00
第二届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论坛

闭幕式

14:00-17:00 贵阳高新区观摩考察



20  

国家及政府相关部门领导

诺贝尔奖得主、中外院士

国内外知名医学专家

全国各级医疗机构院长、主任、临床医生

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新锐领袖

资深投资机构

报名类型 常规注册

报名时间 2017 年 6 月 15 日—2017 年 9 月 5 日

个人报名 □ RMB  800

团队报名 □ RMB  480 

学生报名 □ RMB  480

说明：

1. 团队报名，需满足 10 人及以上；

2. 学生报名，需提供有效学生证明；

 3. 报名费用包含：会议资料、会议期间午餐；

参会报名

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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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

参会报名

电话咨询：010-65206687-605

在线注册：www.nobelsummit.com           邮件报名：wnpls@nobelsummit.com

微信公众号报名：           H5 报名：

        

组委会联系方式

执行秘书长兼国际部主任

联系人：王舒敏

联系方式：15801302976  |   邮箱：smwang@nobelsummit.com 

商务部

联系人：苏燕                  

联系方式：13501283949  |  邮箱：ysu@nobelsummit.com 

媒体部

联系人：李鑫

联系方式：18811218295  |  邮箱：xli@nobelsummit.com 

投资部

联系人：杨振双        

联系方式：18510129392         邮箱：18510129392@163.com

办公室

电话：010-65206687               传真：010-65206617

邮箱：wnpls@nobelsummit.com（中文）  |     intl@nobelsummit.com (English)             

官网：http://www.nobelsumm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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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组委会

组委会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香河园街 1 号院 12 号楼

电话：（8610）6520-6687     

邮件：wnpls@nobelsummit.com

网址：www.nobelsummit.com
关注峰会公众号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扫描二维码

大会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