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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医药行业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断萎缩的利润和日渐乏力的增长，各制药公司

不遗余力地削减生产成本，开拓新兴市场。亚洲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

体和充满活力的制药行业，已逐渐成为各制药公司的生产宝地。印度、新加坡、中国等亚洲

国家成为重塑国际制药版图的新生力量。

身为制药企业的领导，你将无法忽略本次产业巨变，那么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全

球药品生产高峰论坛第一天大会将聚焦亚洲药品生产外包，致力于为各制药巨头、生物制药

公司、原料药生产企业，药品合同生产组织以及其它国际和本土的药品生产组织提供一流的

交流平台，助力相关企业加强合作，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降低生产供应链风险，完善生产

外包策略。

全球药品生产高峰论坛将关注新兴市场药品生产趋势，评估相关新法规的执行力度及对药品

生产的影响，介绍生产工艺技术的创新以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生产浪费；展示行业领先公司

为提高药品质量、降低生产周期所采取的策略，如智能生产、精益生产和绿色生产；领悟药

品生产领域最新的概念及其应用如药品质量风险管理、绿色化学、灵活生产、过程分析技

术、制造执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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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　医药行业及生物医药行业大量现有和潜在的买家

促进　原料药生产的发展

探索　药品无菌生产的最佳策略 

评估　医药行业绿色生产的投资利润和挑战 

学习　在药品生产过程中如何实现质量源于设计(QbD)

利用　精益生产原则降低生产周期，减少次品数量

发现　创新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

洞察　药品发展的最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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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业

■  制药原料生产企业（API/中间体）

■  药品制剂生产企业

■  医药辅料生产企业

■  生物制药/生物技术公司

■  CRO/药品研发/院校科研机构

■  制药设备/药品包装/包材生产企业

■  第三方检测检验机构/资询公司

■  投融资机构/证券公司

　职　位

■  行业协会/政府机关单位
■  行业协会/政府相关部门领导
■  企业总裁/总经理决策层
■  技术研发/临床研发总监
■  院校科研机构教授/专家/学者
■  质量环境控制人员
■   检测/认证/咨询机构工作人员
■  质量检测部总监
■  企业生产总经理/车间主任
■  洁净工程师/厂务工程师

参会人员的行业及职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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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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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1.药品采购与供应链策略 
面对复杂的全球医药市场，医药商业企业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供应链策略，建立贯穿上下游的供应链，提供增

值服务，提供全球最先进、最灵活的解决方案，才是增强竞争优势的所在。而医药供应链各个环节管理中应用

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并且已经逐渐形成行业公认的一个标准，这既是社会的呼唤，也是企

业自身发展的需求。

1.世界卫生组织（WHO）的GMP认证程序、GMP认证文件准备及注意事项

2.联合国药品采购机构注册、联合国药品采购规则、特点、注意事项及如何在中国药品采购

3.如何突破政府药品采购的第一道屏障？

4.如何建立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形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安全责任链

5.如何采用全球供应商网络提高运行效率完成价格优势目标

6.医药界圆桌会议-医院药品采购经验谈

2.生物药生产与社会
生物制药作为生物工程研究开发和应用中最活跃、进展最快的领域，被公认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生

物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国内上市公司积极参与这一新兴产业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1.亚洲生物医药产业-如何实现从仿制阶段、仿创结合到自主创新阶段跨越

2.免疫细胞治疗技术：未来的生物医药生产支柱产业

3.生物制药实例解析-单体克隆抗体药物产业化

3. 绿色原料药生产 
越绿色，越有利！随着全球对“绿色生产”的呼声越来越高，环保已经成为隐形的贸易壁垒，原料药企业也感

受到了压力。

1.如何能够继续降低原料成本，且执行严格的质量标准，并向顾客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保证

2.亚洲企业的挑战-由生产工具、技术和药物研发方式引起的生产率问题

4.药品生产
医药行业仍需继续努力以提高效率，若想在中国、印度取得成功，所面临的挑战是平衡质量、安全、可靠性与

低成本的能力。而亚洲国家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同时，遇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应对更加频繁的西方监管

和审计，如何在药品生产过程中越来越严格的符合良好生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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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足西方标准和监管要求的可行策略

2.药品生产挑战-平衡质量、安全、可靠性与低成本的能力

3.基于良好规范的设计和验证-GMP在制药水系统中的应用和考虑

4.中国医药改革和新版GMP对制药行业的持续深刻的影响

5.GMP时代监管保护码和医药包装环保

6.药品生产的环境污染控制

5.药品生命周期与药品经营对策
保障基本药物公平可及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但是，基本药物的生产和配送，在政

府宏观管理下，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对基本药物实行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减少流通环节，引导基

本药物生产供应的公平有序竞争。招标采购，是市场经济的典型做法；统一配送，更是现代的物流方式。

1.贯穿于药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综合风险管理

2.药品生命周期低碳化管理

3.延长药品生命周期的策略

4.药品生命周期中管理人类安全方面的质量问题

5.药物的生产供应环节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6.工业软件在医药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运用

6 . 全球医药外包领先合同制造商
药品供应链的延伸对当前和未来的医药外包动态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为满足制药企业不断变化的需求，合同

制造商组织（CMOs）已开始在地理范围上扩张，以便在全球留下足迹。亚洲的CMOs开始涉足北美和西欧的生产

和研发业务，而西方的CMOs同样开始加强其在亚洲的地位。顾客在选择外包合作伙伴并为其设定项目战略目标

时，通常要求其具有商品化能力。总体来说，拥有普通技术、普通产品质量和普通供应链能力的西方供应商承

受的竞争压力最大。尽管如此，那些能够提供独特技术，或能保证关键原料供应链安全的企业，则能够利用差

异化战略，通过提供价值增值产品，保证其中期生存能力。

1.西方和亚洲国家供应商的成本差异

2.如何选择亚洲外包合作伙伴并帮助实现项目战略目标？

3.如何成为拥有项目管理和服务一体化能力的外包合作伙伴？

4.一站式：CRO未来发展方向

5.领袖头脑圆桌：亚洲制造合同服务有什么特殊影响？近期和长期医药外包有何特征？全球经济放缓对药品研

发和制药服务整体有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