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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國際中醫藥學會

資助機構：澳門基金會

承辦機構：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大學）

澳門中藥研發中心

路演時間：2020年11月18日星期三 09:00-18:00

路演賽場：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N22-G2演講廳

中國澳門 2020年11月18日

2nd





為發揮「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作用，響應國家創新發展中醫

藥的號召，從澳門出發，建立海內外中醫藥創新創業青年才俊生態社

群，促進中華醫藥技術創新和科技轉化，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和

澳門中醫藥產業發展，特此舉辦「第二屆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

大賽由澳門基金會支持，國際中醫藥學會主辦，特邀海內外著名

的醫藥學家、企業家、金融家、私募基金、天使投資人、證券分析師

等擔任大賽通訊評審專家和路演評審嘉賓。

本次大賽向各大著名大學、中醫藥高校和醫藥企業徵集參賽項目

計劃書；組委會提供道地藥材目錄，參賽者可遴選其中道地藥材進行

國際研發思路介紹；路演擬採用「現場+線上」方式進行；大賽將對

部分來澳的評審專家和參賽人員提供資助，並對優秀參賽的項目給予

獎勵。

通過本次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的成功舉辦，不僅可為創新創業

的中華醫藥青年才俊提供科技成果的轉化平臺，也為創新企業和投資

界薈萃中華醫藥創新苗頭和發明精品，同時促使澳門成為全球中醫藥

創新引人矚目的「一國兩制」科技和教育成功實踐亮點，更為中華醫

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發揮推動和拓展作用。

國際中醫藥學會

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2nd

活動簡介



組委會主席

謝志偉 博士 國際中醫藥學會理事長、澳門大學校董會前主席、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校長

楊寶峰 院士 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學部前主任、中華醫學會副會長、哈醫大前校長

組委會副主席：

卞兆祥 教授 香港重要創新中心主任，香港浸大協理副校長、澳門中藥研發中心聯席主任

陳士林 教授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所長，澳門中藥研發中心聯席主任

李 佳 教授 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所長，新藥研發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唐旭東 教授 中國中醫科學院副院長、中藥臨床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

周德敏 教授 北京大學藥學院院長，天然藥物與仿生藥物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組委會委員：

車馮升 博士 四環藥業控股集團董事長

陳 忠 教授 浙江中醫藥大學校長

劉建順 先生 漳州片仔癀藥業公司董事長

竇金輝 博士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植物藥前資深評審官

馮奕斌 教授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署理院長

胡 剛 教授 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

李楚源 先生 廣藥集團董事長、澳門中藥研發中心聯席主任

林志秀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副院長

呂愛平 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

邱華偉 先生 華潤三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澳門中藥研發中心聯席主任

王 梅 教授 萊頓大學教授，歐盟藥典委員會EDQM資深專家

王順龍 博士 國悅君安股權投資基金董事長、三正健康投資董事長

王永輝 先生 香雪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澳門中藥研發中心聯席主任

武繼彪 教授 山東中醫藥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

于曙光 教授 成都中醫藥大學校長

楊 為 博士 美國藥典委員會USP資深專家

于文心 博士 海通證券總監

組委會秘書長

王一濤 教授 國際中醫藥學會秘書長、中藥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澳門中藥研發中心主任

組委會副秘書長：

趙永華 教授 澳門大學中藥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

鍾章鋒 博士 澳門大學中藥國家重點實驗室博士後研究員

第二屆組織委員會
(姓氏拼音為序)



主禮嘉賓

鍾 怡 女士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代主席

葉桂林 博士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委員

洪 波 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與青年工作部副部長

王永輝 先生 香雪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澳門中藥研發中心聯席主任

謝志偉 博士 國際中醫藥學會理事長、澳門大學校董會前主席、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校長

評審委员会 (姓氏拼音為序)

王永輝 先生 主席、香雪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澳門中藥研發中心聯席主任

龔元香 女士 副主席、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副行政總裁

莫 蕙 教授 副主席、國際中醫藥學會理事、科大醫院副院長

崔國禎 教授 委員、遵義醫科大學教授、珠海市創業導師

陳 祥 先生 委员、澳門產業區塊鏈協會副理事長，澳門綠洲文化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黨元野 博士 委員、廣州醫科大學創業導師

馮文滔 先生 委員、澳門廠商聯合會副理事長、融貫國際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

胡 豪 教授 委員、澳門大學創業導師

譚 雯 博士 委員、蘭州大學、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畫項目導師

張在軍 教授 委員、暨南大學教授、廣州喜鵲醫藥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獎項 證書與獎勵

一等獎 證書與獎盃；授予中華醫藥雜誌見習青年編委；總獎金30,000澳門幣

二等獎 證書與獎盃；授予中華醫藥雜誌見習青年編委；總獎金20,000澳門幣

三等獎 證書與獎盃；授予中華醫藥雜誌見習青年編委；總獎金10,000澳門幣

第二屆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

決賽獎項

賽制日程

日期 賽段

2020年10月01日-10月31日 接受報名 — 第一輪項目徵集

2020年11月01日-11月15日 接受報名 — 第二輪項目徵集

2020年11月16日 第一階段評審 — 書面評審

2020年11月18日 第二階段評審 — 現場和線上路演

2020年11月18日 現場和線上宣佈比賽結果和頒獎



路演日程簡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址

11月17日

(週二)
09:00-22:00 特邀評審專家、參賽選手報到與註冊

澳門新濠

影匯酒店

11月18日

(週三)

上午

09:00-09:30

開幕式

1. 國際中醫藥學會理事長謝志偉博士致歡迎辭

2.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代主席鍾怡女士致辭

3. 澳門科技發展基金行政委員葉桂林博士致辭

4. 合影
澳門大學

N22-G002
09:40-10:40 路演項目報告（上半場）

10:40-11:00 茶歇

11:00-12:00 路演項目報告（下半場）

12:00-12:30
創新經驗分享

決賽頒獎儀式

12:30-14:00 工作午宴（富臨軒餐廳）
澳門大學

N1

11月18日

(週三)

下午

14:30-15:30 參觀中藥質量研究國家實驗室（澳門大學）

澳門大學

N22
15:30-16:30 創業經驗交流會（N22-1046會議室）

16:30-18:00 前往巴黎人酒店（自由活動）

18:00-20:00 交流晚宴
巴黎人

法式餐廳

11月19日

(週四)

09:00-12:00

12:00

世界文化遺產-澳門舊城區考察

離澳

會務組安排

交通

注：決賽項目匯報講演環節5分鐘，問答環節5分鐘



道地中藥目錄
（僅供參考）

北藥：黨參、板藍根、柴胡、麻黃、苦參、黃芩、連翹、知母、山藥、
酸棗仁、貫葉金絲桃、蓼大青葉、牛膝、白芷、地黃、辛夷、甘草、
黃芪

陝甘寧藥：款冬花、淫羊藿、北大黃、當歸、枸杞子

蘇贛徽藥：蒼術、蒲黃、佩蘭、白頭翁、胡蘆巴、牡丹皮、梔子、夏
枯草

關藥：人參、五味子、蒲公英、西洋參、桔梗、刺五加、蔓越橘

川渝藏藥：川芎、麥冬、薑黃、半夏、黃連、生薑、赤芍、丹參、川
牛膝、花椒、乾薑、獨活、羌活、蒿本、厚朴、厚朴花、郁金、法半
夏、紅花、補骨脂、紅景天、冬蟲夏草

浙閩藥：菊花、延胡、白芍、白術、骨碎補、粉防己、玄參、薏苡仁、
靈芝

雲貴藥：三七、茯苓、蓽茇、吳萸、天麻、杜仲

廣貴瓊藥：砂仁、陳皮、巴戟天，番瀉葉、胡椒、何首烏、肉桂、葛
根、粉葛、槐花、鉤藤、蘆薈、豆蔻

注：參賽者需在組委會提供的道地藥材中遴選作為研發主題，內
地單位宜選參賽單位當地道地藥材，港澳單位可任選



決賽項目

序 參賽項目 推薦機構

1 納米果凍-銀杏葉提取物的食品再利用 香港大學

2 神農本草-川芎 源於中藥川芎治療缺血性腦卒中創新藥物的研究開發 暨南大學

3 基於杜仲多糖的新型骨種植體 澳門大學

4 道地柴胡進階式研發--從經典名方出發「尊古、崇今」 蘭州大學

5 基於「養血消腫」功效的紅花「煥顏」系列產品研發 成都大學

6 中華靈芝--基于質量保障體系的中華靈芝澳門智造 澳門大學

7 肉蓯蓉大健康產業體系的構建 北京中醫藥大學

8 基於浙產延胡索道地性研究、質控分析與藥理進展的創新開發 浙江中醫藥大學

9 一種益生元飲品黃連湯的開發 西安交通大學

10 基於3D列印「藥輔合一」設計的黃芪健康產品研發——元芪凍 成都中醫藥大學

11 基於中藥質量標誌物的三七健康產品研製 白雲山和黃中藥



國際中醫藥學會

簡 介

國際中醫藥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Medicine）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註冊成立的獨立非牟利學術團

體，自2004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聯合世界各地醫藥研究力量，

通過跨學科、跨學術及研究機構、跨地區及國界的學術交流和

合作，藉此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的發展。目前學會已集

合亞洲、歐洲、北美洲及澳洲從事中醫藥研究著名大學及研究

機構為團體會員。學會將繼續把世界各地各地中醫藥研究機構

及學者聯繫起來，組織及參與有關中華醫藥領域的學術活動，

共同向中醫藥國際化的目標邁進。為配合澳門中醫藥發展，本

學會立足澳門，努力將澳門打造成國際中醫藥建設平臺。

學會旗下創辦並運營 SCI 源期刊中醫藥學報 Chinese

Medicine，2019年影響因子為2.96，已躋身于補充替代醫學

SCI雜志領域第5位，目前實時影響因子為4.05。此外，我們亦

希望在推進中醫藥發展同時，讓世界從另一個角度認識澳門。



NOTES

便 箋



主辦機構：國際中醫藥學會

資助機構：澳門基金會

承辦機構：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大學）

澳門中藥研發中心

第二屆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

聯絡人： 趙永華教授 +853-63369982

鍾章鋒博士 +853-63424368  +86-18163424368

Chinese Medicine: Made in Macau

中華醫藥學報：澳門名片、中醫藥引航員

No. 1 Greate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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