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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专家、同道：

您好！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

见》的决策部署，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家中医

药局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

年）》的要求，由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浙江省抗癌协会、中国抗癌协会中西

医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杭州师范大学承办的“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医

药创新与转化学术交流会、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之江科学论坛-中西医整

合肿瘤防治新策略”浙江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学学术年会”，将于2019年10月

25-26日在杭州市召开，会议将围绕肿瘤防治新策略这一主题展开广泛深入的

研讨，交流中西医药抗肿瘤的最新理念和前沿技术以及新药研发、医疗器械、

精准医疗等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是我国医药领域的盛会。

本次大会邀请肿瘤学、药学、中西医整合、医疗器械、精准医疗等领域知名

专家及学者出席并进行学术报告，以期奉献一场精彩的医药学术盛宴。

在此谨代表会务组，诚挚的邀请您在百忙之中拨冗出席本次学术会议。

大会主席：

欢迎辞

会议报到

报到时间：2019年10月25-26日 

25日报到地点：杭师大梅苑悦居酒店（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余杭塘路

2318号杭州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B座） 

26日报到地点：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学术交流中心A座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医药创新与转化专家委员会筹备会

会议时间：2019年10月25日 19:00

会议地点：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行政楼417会议室

学术大会

会议时间：2019年10月26日上午 

会议地点：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学术交流中心A座1500人报告厅

浙江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专委会全体委员会议

会议时间：2019年10月26日 14:00

会议地点：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行政楼417会议室

会议联系人

王凯峰 135 8808 8469

隋新兵 134 8619 2868

郑寅涛 135 8838 7492

住宿联系人

祁晓炎 173 7650 7319

会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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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2019年10月25日晚（星期五）

时　间 主　题

主持人：晓萌理事长、陈小庆主任、张　华副秘书长、
任　洪主任、谢　恬教授、李　宁主任、黄　萍主任

19:00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医药创新与转化专家委员会筹备会

2019年10月26日下午（星期六）

时  间 主  题

主持人：吴　扬秘书长、谢　恬教授

14:00         浙江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专委会全体委员会议

2019年10月26日上午（星期六）

时　间 主　题 讲　者

主持人：章志量教授 / 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书记

08:30-09:00

主持人介绍参加会议的领导、嘉宾及专家
开幕式致辞

胡　华教授 / 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

张学敏院士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部主任

张　华教授 /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副秘书长

林思达主任 /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

   主持人：李宁主任医师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办主任
　　　　　　　　　　     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09:00-09:30
肿瘤防治的国际前沿与
挑战

张学敏院士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
学部主任

09:30-09:50
烟霾盛，肺癌生：分子
机理与防治策略

周光飚教授 /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分子肿瘤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杰青

2019年10月26日上午（星期六）

时　间 主　题 讲　者

主持人：葛明华教授 / 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

09:50-10:10
基于靶标结构生物学的
药物设计与发现

刘新泳教授 / 山东大学药学院院长

10:10-10:30 纳米肿瘤学的进展与转化
崔大祥教授 / 上海交通大学纳米生
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国家杰青

 主持人：黄　萍教授 /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浙江省肿瘤医院药剂科主任

10:40-11:00
抗肿瘤分子靶点鉴定与
新药研发

贾立军教授 / 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
中医肿瘤研究所所长、国家杰青

11:00-11:20
以趋化因子CKLF1为靶
点的抗脑卒中新药研发

陈乃宏教授 / 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
科学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王辉山教授 / 北部战区总医院副院长

11:20-11:40
靶向重大神经精神疾病
的中药/天然药物发现

镇学初教授 / 苏州大学药学院院
长、国家杰青

11:40-12:00
中药材生产中的多学科
交叉发展关键科学问题
的探讨与对策

张重义教授 / 福建农林大学中药材
GAP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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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杭州师范大学是一所以教师教育、艺术教育为特色，文理基础学科为主，新兴应

用学科迅速发展，多学科协调并进的地方综合性大学，是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学校

前身可追溯至创建于1908年的全国六大高等师范学堂之一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

堂。1978年建立杭州师范学院，2000年前后杭州教育学院等五校相继并入，2007年

更名为杭州师范大学。

百十年办学历程中，杭师大人秉承首任校长经亨颐倡导的“与时俱进”办学方

针，坚持“勤慎诚恕、博雅精进”校训传承，弘扬“包容开放、学与俱进、追求卓越”师

大精神，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弘文励教、青蓝相继，自强不息、弦歌不

辍，形成“人文学堂，艺术校园”办学特色。李叔同、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等名师大

家曾在校任教，培养出了丰子恺、潘天寿、陈建功等各领域成绩斐然的杰出校友，成

为当时浙江新文化运动策源地、最早传播民主科学思想主阵地，是中国现代教育、近

代中国艺术教育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发祥地之一。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学校紧

跟时代发展步伐，办学能力水平不断提升，新时代涌现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

数字经济创新者马云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学校环境优美、风光秀丽，现有仓前、玉皇山、下沙三个校区，分别位于杭州未

来科技城、西湖之滨和钱塘江畔，占地面积198.9万平方米。学校下设19个学院、1个

公共教学单位、1个直属附属医院（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有全日制在校生20280人

（不含独立学院），全日制硕士生2724人、博士生40人，留学生495人。现有教职工

2271人，专任教师1558人（高级职称占比近56%），共享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国家和省级高层次人才近80人，享受国务院津贴者21

人，全国优秀教师3人，学校入选首批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2008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杭州师范大学建设一流综合性大

学的若干意见》（市委〔2008〕12号），大力支持学校建设和发展，学校迎来了事业发

展黄金期。通过全校师生勠力同心，各界鼎力支持，学校被认为是近十年来全国发展

最快的地方高校之一。现有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1个，一级学科硕士

点2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6个，获得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

生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化学、临床医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神经与行为科学4个学科

进入ESI全球前1%，ESI综合排名连续多年进入全国百强，有省一流学科14个（A类

8个、B类6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位居省内高校前列，

杭师大精神：包容开放、学与俱进、追求卓越

2012年以来更是获得了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各1项。

高水平论文数逐年上升，论文自然指数（NI）连续三年进入中国内地高校百强。

学校现有本科专业74个，覆盖11个学科门类，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5个，教育部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1个，省级“十二五”“十三五”优势专业和特色专业34个，国家级

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和视频公开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9门，国家规划教

材13部；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1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51项；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个，国家级示范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项目2项；国际合作科研平台12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个，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各1个，省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研究基地、科技创新服

务平台等17个，省部级创新团队11个，省新型高校智库2个。

学校始终把教学质量作为立校之本，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传承“人格为

先、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居浙江省高校前列，近五年来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10项，获奖数名列省内高校前列，为浙江省乃至全国输送了一大批教育

理念先进、理论素养较高和实践能力特强的优秀教师，是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改革项目实施单位、首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地方实施高校、首批全国创

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学校先后与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30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交流关系，与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合办1所孔子学院，

拥有来华留学生招生与培养资格，是全国首批来华留学质量认证试点工作院校。

当前，全校上下正团结一致，勠力同心，共同朝着加快建设成为实力强劲、特色

鲜明、文化厚重的一流大学而不懈奋斗！

杭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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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整合药学院（HIPI）简介

杭州师范大学为了响应浙江省一流学科建设，顺应整合医学与整合药学的发

展潮流，在桑国卫院士、樊代明院士、陈凯先院士的亲切关怀下，在省市各级领导

的支持下，成立杭州师范大学整合药学院，践行“四个整合”的教学与科研理念：医

学与药学整合、中医与西医整合、实验与临床整合、研究与产业化整合，致力于培养

“三型”人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生物医药产业优秀人才。杭州师范大学

整合药学院遵循教学与科研并重，学科建设与研究开发相互促进，应用性学科与

产学研融合发展的建设理念；创建浙江省药学中药学一流学科，树立产学研结合的

样板，建立整合药学教学、科研与产业化创新联盟及产业化基地，建设成为特色鲜

明、在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创新综合体，为浙江省及杭州市打造“医药港”服务，为

实施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促进医药产业发展及转型升级服务，为打造健康浙江

服务。

2017年7月7日，杭州师范大学拟隆重举行整合药学院（HIPI）成立大会，聘请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项总师、中国药学会会长桑国卫院士担任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聘请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副会长樊代明院士担任名誉院长，

聘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项副总师、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先院士担任学术

委员会主任。聘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吴阶平医学奖（医药创新奖）获得者谢恬教

授担任院士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当前，医学和药学的高等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如专业越分越细，学生掌握的知

识越来越碎片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医学与药学分离，中医与西医分离，教学与实

践分离，实验与临床分离，研究与产业化分离。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杭州师范大学成

立新型药学院--整合药学院（HIPI），新成立的整合药学院将在课程设置、学生培养

及科学研究方面注重医学与药学结合、中医与西医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实验与临

床结合、研究与产业化结合，着重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医药产业人才。

整合药学院将通过整合中医学、中药学、现代医学、现代药学、制药工程、系统

生物学、纳米医药学等学科，融合交叉各学科的优势，实现医学与药学整合发展，中

药与西药协同研究，基础药学与临床药学融会贯通，从人体是一个系统性复杂性的

有机整体观念出发，实现医学药学各领域最前沿知识和技术的融合，深入研究整合

药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构建药学中药学的新体系，引发药学发展的新飞跃。杭州

师范大学整合药学院着重培养整合药学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做出重大的创新研究

成果，推动药学中药学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的不断发展，推动我省及全国药学中

药学事业的发展。

杭州师范大学整合药学院谢恬教授团队提出中西医药结合的分子配伍理论

研发新药，从浙八味温郁金（温莪术）成功提取分离小分子绿色抗癌药--榄香烯

（Elemene）,将其精制成脂质体靶向制剂并实现产业化。榄香烯脂质体(Elemene 

Liposome)上市以来，已在全国一千多家医院使用，已使国内外七十多万癌症患者

受益，被列入国家基本用药目录及医保目录。临床研究及循证医学评价证实榄香烯

脂质体对肺癌、肝癌、脑癌、食道癌、胃癌、骨转移癌、癌性胸腹水等安全有效，与放

化疗联合使用具有增效减毒作用，尤其在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抗转移复发、

抗耐药等方面独具优势。榄香烯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癌植物药，有关研究

成果先后获教育部一等奖、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技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中国发明专利优秀奖。谢恬教授也因此荣获吴阶平医学奖（医药创新奖）、何梁

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杭州师范大学整合药学院将以整合医药学知识的教学为基础，以科学研究、学

科建设和产业化为核心，研究药学前沿技术，推动创新型药物研发，着重研发防治恶

性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慢性疾病的药物和健康产品，带动一产（中药

材种植栽培）、二产（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与生产）、三产（创新药物研发、药品流通、

健康服务业）等大健康产业发展，提高杭州师范大学药学中药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为我省一流学科创建打造一张金名片。

杭州师范大学整合药学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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