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召开第二届全国药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第二轮） 

医药科委〔2019〕12 号 

 

为了扩大研究生在药学领域中的学术视野，充分展示药学研究生

的科研成果，促进学术和科研创新，推动医药学的发展与应用，搭建

全国各高校及科研院所药学研究生的学术交流平台，中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药学会和沈阳

药科大学定于 2019 年 11 月 22-24 日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第二届全国

药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守正创新推动药学发展，

博采众长助力健康中国”。会议将采用大会报告、分会专家报告、口头

报告及壁报展示等多种形式。有关事项如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药学会 

沈阳药科大学 

二、承办单位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沈阳药科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  



辽宁省药学研究生创新与学术交流中心 

辽宁省药学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沈阳药科大学期刊编辑部 

四、会议时间与地点 

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22 日~24 日 

会议地点：中国·沈阳·沈阳药科大学南校区（地址：辽宁省本溪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佗大街 26 号） 

五、会议主题及征稿范围 

主题 1：创新药物与现代制药工艺研究 

主题 2：药物分子靶标发现与作用机制 

主题 3：药物质量评价与药物分析新技术新方法 

主题 4：药物递送系统与生物药剂学 

主题 5：中药及天然药物的创新研究与应用 

主题 6：循证药学与临床大数据挖掘研究 

主题 7：创新生物医药研发及产业化 

主题 8：药事管理与药物经济学评价 

六、会议主要日程安排 

1.开幕式地点：沈阳药科大学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分会场报告及壁报展示地点：沈阳药科大学南校区播馨楼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1 月 22 日 全天 代表报到 创新大厦等 

11 月 23 日 

8:40-11:00 
一、开幕式 

大学生活动中心 
二、大会报告 

11:00-12:00 三、分会专家报告 播馨楼 

12:00-13:30 午餐 思源斋 3 楼 



13:30-17:30 
四、研究生口头报告 

五、壁报交流 
播馨楼 

18:00-20:00 晚餐、交流联欢 思源斋 3 楼 

11 月 24 日 

8:30-12:00 
六、研究生口头报告 播馨楼 

七、闭幕式及颁奖 播馨楼 105 室 

12:00-13:30 午餐 思源斋 3 楼 

下午 代表离会  

七、会议注册 

1. 凡参会者均须注册并填写第二轮参会回执表（见附件），通过

E-mail 发送至指定邮箱：shenyao_xslt@163.com。请申请参会人员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前返回第二轮参会回执。 

2. 组委会已完成口头报告和壁报的初期评审工作，并于近日将评

审结果通知至本人，请受邀报告和壁报代表做好参会相关准备。 

八、报告与壁报要求 

1. 口头报告：研究生口头报告时间为 10 分钟，提问 2 分钟，会

务组提供多媒体投影仪，请受邀报告代表准备好 PPT 文件，于 11 月

19 日 17:00 前将 PPT 文件终稿（文件以“分会场主题 1~8-单位-作者”

命名）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shenyao_xslt@163.com。 

2. 壁报：组委会提供面积为 80 ㎝×180 ㎝的展架，供壁报展示

代表张贴，请受邀壁报代表提前将壁报做好，并于 11 月 23 日中午带

至会场展区自行张贴，张贴所用工具由会务组提供。 

九、住宿安排 

1. 住宿地点：本溪康溪理疗温泉度假区创新大厦（地址：本溪市

溪湖区孙思邈大街 62 号）；前台电话：024-45598050。 



2. 酒店房间已统一预定，参会代表无需预定，务必在第二轮参会

回执（附件 1）里标明所选房型，报到时办理入住。住宿费用由参会

代表自行与酒店结算并开具发票。酒店费用标准如下： 

客房类型 客房面积 协议价格（含早餐） 

双标房 26m
2
 约 220 元/间 

三人间 30m
2
 约 305 元/间 

四人间 30m
2
 约 340 元/间 

十、交通安排 

会务组在指定时间，共安排 3 个接站点接站，请参会代表在参会

回执中选择好接站地点，填写车次（航班）。非报到日期及非接站时间，

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具体接站点交通信息如下： 

1.沈阳药科大学校本部接站点（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103

号，请大家自行前往至本接站点，接站时间 9:00-18:00） 

沈阳站—沈阳药科大学校本部 

出租车：距离 7.5 公里，人民币约 20 元； 

公共交通：可乘坐地铁 1 号线（黎明广场方向），青年大街站换乘

2 号线（全运路方向），工业展览馆站下车 C 口出，东行 1.2 公里；或

乘坐环路公交车，沈阳站南上车（沈阳站北方向），陆军总院公交站下

车，东行 200 米，费用人民币 2 元。 

沈阳北站—沈阳药科大学校本部 

出租车：距离 7 公里，人民币约 18 元； 

公共交通：可乘地铁 2 号线（全运路方向），工业展览馆站下车 C

口出，东行 1.2 公里；或乘坐 224 路/333 路/334 路公交车，沈阳北站



上车，陆军总院公交站下车，东行 200 米，费用人民币 2 元。 

2.沈阳桃仙机场接站点（国内到达出口处，接站时间 11:00-19:00） 

出租车：从沈阳桃仙机场至本溪康溪理疗温泉度假区创新大

厦，距离 39 公里，费用约人民币 100 元。 

3.本溪新城高铁站接站点（出站口处，接站时间 8:00-21:00） 

出租车：自行前往本溪康溪理疗温泉度假区创新大厦，距离 8 

公里，约人民币 20 元。 

十一、会务组联系人 

1．沈阳药科大学会务组 

会议报到  吴海霞老师  024-43520098  荆志鑫 13167789910 

交通住宿  杨亚明老师  024-43520089  王  雪 15204002353 

会议报告  曲远芳老师  024-43520088  吴美琪 13634347824 

壁报交流  顾丽娜老师  024-43520100  司惠中 18340809809 

会议协调  翟  鑫老师 024-43520096   

会议 E-mail：shenyao_xslt@163.com 

研讨会 QQ 群：446941498 

2.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金  鑫 010-82805042 

3.交通线路图： 



  

 

附件 1：第二轮参会回执表(注：请参会人员认真填写回执表，统计数据将

用于会务组安排接送等)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代章）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药学会 

沈阳药科大学 

                                        2019 年 1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