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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颗粒大会”协办协议 

甲方：                     

乙方：                     

乙方就甲方于 2021年 10月 22-23日在长沙组织召开的“第五届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

研究大会暨全国工业药剂产学研高峰论坛”（以下简称“第五届颗粒大会”）合作事宜，本

着平等自愿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1．乙方作为协办企业参加第五届颗粒大会。 

2．甲方同时为乙方提供： 

具体见协议附件，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乙方向甲方支付助力费用： 

乙方按照约定，选助力方案             ，一次性付给甲方助力费用¥         （大

写人民币         ），完成转账之后，甲方为乙方提供报销发票。 

4．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扫描件有效。 

二、违约责任 

1. 如因甲方原因致使合作内容不能正常履行，甲方应积极协调，并取得乙方同意后继续进

行，协调不成功的，可以终止本协议，甲方仅收取完成部分的费用，均未完成的退还全部

助力费用（10个工作日内）。 

2. 如因乙方原因致使合作内容不能正常履行，乙方应积极协调，并取得甲方同意后继续进

行，协调不成功的，可以终止本协议，已经收取的赞助费不退还。 

甲方： 

开户行： 

账号： 

地址： 

电话： 

汇款注明：颗粒大会协办费 

乙方： 

税号： 

开户行： 

账号： 

地址： 

电话： 

联系人：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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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 会 协 办 方 案  

助力类型 价格（人民币） 

交流+协办 18万元 

  

会议现场 会议宣传 

 30 分钟演讲机会（内容需要委员会审核同意） 

 (宽 2.6m*高 2.8m)展台【位置优先选择】 

 (宽 16m*高 4m)企业展板【主会场内展板】 

 15 张会议入场券 
 策划 24 日企业内部交流 
 茶歇期间投放公司影像宣传 

 会议讲义【≥500 册】插页 2P（A4 正反两面） 

 协办方名称，出现在会议宣传中 

 协办方名称，出现在会议背景板醒目位置 
 协办方名称，出现在讲义封面醒目位置 

 协办方名称，出现在会议项目介绍中 

 协办方名称，出现在会议挂官网，媒体宣传中 

其他 

 会后提供会议照片 

 演讲现场录音、资料下载 

 参会学校/企业名称、人员名单分享 
 

助力类型 价格（人民币） 

协办单位 10万元 

 

会议现场 会议宣传 

 30 分钟演讲机会（内容需要委员会审核同意） 

 (宽 2.6m*高 2.8m)展台【位置优先选择】 

 10 张会议入场券 
 茶歇期间投放公司影像宣传 

 会议讲义【≥500 册】插页 2P（A4 正反两面） 

 协办方名称，出现在会议宣传中 

 协办方名称，出现在会议背景板醒目位置 
 协办方名称，出现在讲义封面醒目位置 

 协办方名称，出现在会议项目介绍中 

 协办方名称，出现在会议挂官网，媒体宣传中 
其他 

 会后提供会议照片 

 演讲现场录音、资料下载 

 参会学校/企业名称、人员名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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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历届会议精彩回顾 

 

第二届全国生物颗粒技术研讨会 

 

第二次全国生物颗粒专委会部分参会人员的照片 

  

吕万良教授 常津教授 

  
唐星教授 陈晓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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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福德教授作报告后热烈提问和讨论 

 

  

张振忠教授 

 

吴传斌教授 

  

郑颖教授 徐国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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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际工业药剂学和临床药学研讨会 

 

第三届国际工业药剂学分会场部分参会人员 

 

 

第三届全国生物颗粒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化工前沿（苏州）论坛 

 

崔福德教授•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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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专业委员会小组会议合影 

  

吴铎 张灿 

  

尹莉芳 孙永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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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海报奖（论文）颁奖 

  

海报（论文）交流 

  

钟志远 何仲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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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合影 

  

崔福德教授 开幕致辞 四方田（翻译：朴洪宇） 

  
川岛嘉明（翻译：杨智钧） 砂田久一（翻译：王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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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野忠嗣（翻译：崔福德） 西村美佐夫（翻译：朴洪宇） 

  

杨悦（清华大学教授） 刘海（深圳信宜特总经理） 

  

唐星（沈阳药科大学教授） 李范珠（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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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颗粒学会                                       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专业委员会 

 

 

 



中国颗粒学会                                       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专业委员会 

 

           



中国颗粒学会                                       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专业委员会 

 

 

 

 

 

 

 

 

 

 

 

 

 

 

 

 



中国颗粒学会                                       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专业委员会 

附件 3：第四届参会人员（部分名录） 

姓名 工作单位/学校 职称/职务 

ALEX RAO KERRY 技术销售经理 

安静依 郑州大学 学生 

包丽昕 哈药集团技术中心 研发部部长 

鲍通 江苏道宁药业有限公司 业务员 

毕立军 深圳市药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 

卜水 广东赛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蔡丽音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 

蔡锐杰 兆科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中级实验员 

蔡盛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研究员 

曹亮 山东百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曾少兰 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研究员 

常津 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所长 

陈安 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 

陈彪 四川科伦药业 固体制剂总监 

陈博 国民核生化灾害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研究员 

陈德仁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 

陈浩荣 深圳市锐拓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建明 上海维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陈娇婷 赣南医学院 无 

陈俊楠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副主任 

陈开义 三金集团湖南三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陈乐平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陈茂胜 深圳未名新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制剂高级研究员 

陈平 暨南大学 博士 

陈忍霞 山西皇城相府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员 

陈书院 澳美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陈婷婷 南方医科大学   

陈维良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级制剂研究员 

陈文 石河子大学 教授，院长 

陈新立 江苏道宁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陈琰 上海京新药业 所长 

陈燕雯 澳美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TS 制剂研究员 

陈艺 贵州医科大学 老师 

陈勇 南通大学 教授 

陈震 深圳市信宜特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程雅婷 暨南大学 学生 

程智慧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副总监 

崔福德 沈阳药科大学 教授 

崔京浩 苏州大学 教授、教研室主任 

崔雨恒 深圳市信宜特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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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冬梅 沈阳药科大学 教师 

代茹楠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邓家华 澳美制药厂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邓涛 国药集团致君制药(深圳)有限公司 固体车间技术副主任 

狄爱俊 苏州大学   

丁军露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课题组长 

董青云 丹东百特仪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董运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杜若飞 上海中医药大学 教师 

段晓品 南方医科大学 教授 

方霞 杭州朱养心药业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冯光 保定思诺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大区经理 

冯瑞华 山东大学 实验师 

冯素香 河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 

冯宇 美国 GRACE 公司 销售经理 

付常余 辽阳友信制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 

付娟 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HR 

付强 沈阳药科大学 副教授 

甘勇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 

高芳 Jacobson research laboratory limited 助理经理 

高晓黎 新疆医科大学 教授 

高媛媛 潍坊医学院 副主任 

戈震 杭州成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巩方玲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关延彬 河南中医药大学 教师 

郭良然 广东赛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韩艳琪 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实验员 

韩媛媛 北京金埃谱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韩云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研究员 

郝秀斌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副所长 

何国平 苏州艾特森制药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何海冰 沈阳药科大学 无 

何勤 四川大学 华西药学院 教授、副院长 

何鑫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专员 

贺海波 深圳市瑞华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制剂负责人 

洪碧红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胡富强 浙江大学 药学院党委书记 

黄洁 贝达药业 研发员 

黄旻 浙江贝灵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mah制度 

黄小婉 广州海瑞药业 制剂研究员 

黄仪友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黄莹 中山大学 研究员 

黄雨婷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实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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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君 澳美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TS 

黄智龙 成都晶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经理 

季巧遇 华润江中 研发总监 

冀賽 江蘇萬高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員 

贾东华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助理工程师 

贾永艳 河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 

江晨 广州迈达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主管 

江翠平 南方医科大学 讲师 

江甜甜 苏州大学   

姜虎林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院 教授 

姜金生 三金集团湖南三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研究员 

姜俊敏 深圳市信宜特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蒋平顺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蒋胜军 澳美制药厂 Scientist 

金玉花 江苏道宁药业有限公司 经理 

靳惠娟 中国科学院大学过程工程研究所 学生 

靳育山 北京海泰天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黎秉富 佛山市隆信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研发总监 

黎健业 广东温氏大华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员 

李成刚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李成刚 杭州新博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李范珠 浙江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 教授 

李峰 广州新济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李红组 深圳市贝美药业有限公司 经理 

李娟 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 

李岚岚 深圳市康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专员 

李力 上海三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 

李林 深圳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李明丽 济宁学院 教师 

李明谦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李楠 天津大学 副教授 

李普成 丽珠医药 主管 

李秋霞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李维凤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李雪冰 丹东百特仪器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李雪瑞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 

李杨帆 暨南大学 学生 

李有健 四川海泰 技术经理 

李振 广州迈达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副经理 

李周 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栗梦婷 郑州大学 学生 

梁超峰 广东省制药工程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梁劲康 温氏大华农 研发员 



中国颗粒学会                                       药物制剂与粒子设计专业委员会 

廖联安 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廖秋红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艺员 

林敢建 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林美 广州朗圣药业有限公司 制剂一部经理 

林霞 江南大学 副教授 

刘斌斌 上海中医药大学 学生 

刘东春 沈阳药科大学 副教授 

刘海 深圳市信宜特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慧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组长 

刘鹏飞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主管 

刘岐 扬州大学 学生 

刘强 南方医科大学 教授 

刘润儒 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刘调调 上海京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 

刘晓敏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刘亚兰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刘亚楠 汕头经济特区鮀滨制药厂 所长 

刘源 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 中级工程师 

刘珍宝 中南大学 副教授 

龙吉云 新奥（厦门）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龙婕妤 中山大学 学生 

龙梓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鲁莹 海军军医大学 药学院药剂学教研室 教授 

鲁云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副经理 

陆步实 江苏省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 

陆超 中山大学 副研究员 

罗成 深圳信立泰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罗华锋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制剂主管 

罗利华 浙江大学 学生 

罗石坚 深圳市信宜特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吕宝茹 丽珠医药集团 初级研究员 

吕万良 北京大学 药学院党委副书记 

吕志强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员 

吕竹芬 广东药科大学 研究所副所长 

马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专家 

马筱茜 苏州大学   

毛世瑞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院 教授、教研室主任 

明良山 赣南医学院 无 

穆朝峰 浙江中医药大学 副教授 

牛会斌 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售后专员 

欧晓玲 奥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主管 

欧阳德方 澳門大學 助理教授 

潘昕 中山大学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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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亚敏 郑州大学 学生 

彭剑青 贵州医科大学 副教授 

彭婷婷 中山大学 学生 

彭新生 广东医科大学 药学院 教授 

朴洪宇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院 副教授 

朴龙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研究员 

戚广才 澳美制药（海南）制药有限公司 制剂主管 

戚建平 复旦大学 副教授 

齐召波 安徽九洲方圆制药有限公司 工艺研究员 

乔明曦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 教授 

丘鸰原 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 制药工程师 

区坤勇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瞿宏艳 郑州大学 学生 

权桂兰 中山大学 副研究员 

尚丽霞 诺康达 副总 

尚丽霞 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邵伟军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主管 

沈美月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研究员 

沈一杰 杭州和康药业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施辉昊 山东则正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助理制剂研究员 

石凯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院 教授 

史春梦 陆军军医大学 教授、副所长 

史独天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职员 

史哲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总监 

宋春艳 中科森辉微球 销售部长 

宋凯 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主管 

宋尚龙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 

苏红清 山东谷雨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苏璐诗 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研究员 

孙兵兵 威海路坦制药有限公司 经理 

孙红闯 保定思诺流体 业务 

孙萍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研究员 

孙琦 解放军总医院研究生院   

孙赛男 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主管 

孙少平 黑龙江大学 制药工程系主任 

孙永达 深圳市思瑞爱斯制药工程有限公司 创始人 

孙源谦 上海京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制剂开发员 

孙忠军 威海路坦制药有限公司 经理 

谭关子 国药集团深圳致君制药有限公司 中层管理 

谭小锋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 工艺员 

汤桂梅 齐鲁工业大学 药剂系主任 

唐晓娇 苏州艾特森制药设备有限公司 博士 

唐星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 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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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秀梅 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田力文 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售后经理 

佟振博 东南大学 教授 

王爱臣 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部经理 

王鳌 山东则正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王汉杰 天津大学 副教授 

王慧 丽珠集团 技术主管 

王建丽 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车间副主任 

王璟 中山大学 学生 

王连艳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王七根 金之路药业 副总 

王世刚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制剂研究员 

王婷 中国药科大学 博士后 

王维东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制剂室主任 

王伟萍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初级研究员 

王显著 广州一品红 制剂总监 

王心怡 广东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王亚娜 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部长 

王优杰 上海中医药大学 副研究员 

王泽颖 郑州大学   

韦经强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研发主管 

韦祎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副研究员 

温林 大光集团 项目经理 

文康 中国科学院大学 学生 

吴铎 苏州大学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副主任；化工

与环境工程学院执行院长 

吴景华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坪山制药有限公司 制剂研发 

吴丽文 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吴鹏辉 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吴思璇 郑州大学 学生 

吴素香 浙江中医药大学 教授 

吴伟 复旦大学 教授 

吴稀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 员工 

吴振华 亚什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吴正红 中国药科大学 教授 

吴志玲 温氏大华农 研发员 

吴忠鑫 汤臣倍健 助理工程师 

吴子强 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项目组长 

伍言娟 泰州医药城国科化物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主管 

武凤梅 广州世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武鑫 上海维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项琪 暨南大学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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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峰 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谢浩 江苏省药物研究所 主管药师 

谢湘云 新疆医科大学 学生 

谢英 北京大学 副教授/系副主任 

辛永涛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员 

邢晋华 山东诺明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熊慧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专员 

徐冰 北京中医药大学 副教授 

徐春莲 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制剂主管 

徐国杰 海南华益泰康药业有限公司 研究院院长 

徐文文 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徐文祥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 

徐鑫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徐岩 哈药集团技术中心 项目经理 

许伯慧 南通大学 副教授 

许丹 沈阳伟嘉牧业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部经理 

许骏 中科森辉微球 销售部长 

严珅 苏州大学   

严相平 江苏省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 

颜永冬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职员 

杨春梅 北京城市学院 生物党支部书记 

杨大龙 江苏省药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杨红 苏州大学 教授 

杨建宏 宁夏医科大学 药学院副院长 

杨经安 深圳海王医药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员 

杨立军 新奥（厦门）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杨丽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院 教授、药学中心主任 

杨祺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研究员 

杨锐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副研究员 

杨润潮 深圳市锐拓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师 

杨维兴 中科森辉微球 总经理 

杨小叶 山东大学 学生 

杨震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研究 

杨子毅 江南大学 教师 

叶柳青 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及售后专员 

叶勇 广西医科大学 副教授 

叶玉林 苏州艾特森制药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尹宗宁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 教授 

游剑 浙江大学药学院 教授 

余佳琪 江苏集萃工业过程模拟与优化研究所 副研究员 

袁训贤 广州迈达康 总监 

岳占国 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副总监 

翟光喜 山东大学药学院 教授，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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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兵波 同济大学 教授 

张超 香港澳美制药厂 研究员 

张道英 赣南医学院 教研室副主任 

张冬萍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张慧娟 郑州大学 学生 

张继稳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 

张露心 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张美娜 Kerry 技术经理 

张冕 荆楚理工学院 教师 

张铭辉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张盛宇 苏州大学   

张蜀 广东药科大学 教授 

张铁峰 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 

张同祥 北京国药龙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万琛 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总经理 

张伟明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制剂负责人 

张新雨 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专员 

张雪娟 中山大学 学生 

张雪莉 郑州大学   

张彦 华润三九 工程技术总监 

张宇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 副教授 

张振中 郑州大学药学院 教授、副院长 

张志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药学院 教授 

赵呈雷 南京中医药大学 助理研究员 

赵红 北京弘德信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经理 

赵立杰 上海中医药大学 副研究员 

赵领 西南医科大学 副院长，教授 

赵楠 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赵瑞芝 广东省中医院 团队负责人 

赵文昌 广东医科大学  教授、主任 

赵学刚 河北奥星集团药业 研发副总 

赵艳霞 中科森辉微球 市场部经理 

赵玉姣 广州朗圣药业有限公司 项目运营总监 

郑琪耀 深圳立健药业有限公司 制剂室主管 

郑炫 广州大光制药有限公司 研究员 

周桂荣 河北奥星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技术副总 

周杭 宁波西敦医药包衣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室主管 

周鹏 道蒙（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周寿云 宁波西敦医药包衣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周伟杰 广州帝奇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副经理 

周玉洁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朱梦良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朱亚东 深圳市信宜特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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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颖 杭州朱养心药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 

祝丽敏 武汉久安药业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庄殿友 沈阳药科大学 主任 

卓秋琪 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部部长 

持续更新……排名不分先后，信息不全者未体现，具体以签到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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