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医院协会文件
川医协发（2019）第 10 号

四川省医院协会关于举办医院临床药学
暨药剂科主任培训班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加快我省医院药学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高质量

发展，经研究,我会决定举办第十八期“医院临床药学暨药剂

科主任培训班”，拟邀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

二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等省内外的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和授

课。培训结束后，授予参训人员继续教育学分。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19 年 5 月 16 日—18 日，16 日 9:00-18:00 报到截止。 16 

日晚 19:00-21:00 及 17 日-18 日全天集中培训。

二、培训地点

成都市双流禧悦酒店（地址：成都市双流区广都大道一



段 2 号；电话：028-85729666；可乘坐地铁 3 号线延线 “双

流广场”站，A 出口即可到该酒店）。

三、培训内容

1、孕产妇感染抗菌药物临床选择；

2、2.骨质疏松症与临床用药合理选择；

3、新型 ICS/LABA 的药理特性和临床价值；

4、4.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在儿科领域的应用；

5、关于“一致性评价”的几点讨论；

6、医院用药安全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

7、医院药学学科建设；

8、医患新需求下药师团队的"为"与"位"；

9、合理用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10、卫生技术评估和药物经济学在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中

的应用

11、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药品安全性评价

12、新时代临床药学创新与实践

13、PD-1/PD-L1 肿瘤免疫治疗药物新进展

14、药物警戒与安全

15、从 1 例案例入手谈氯吡格雷个体化用药

16、临床药师在抗菌药物品种遴选中的作用

17、从药理学角度看口服抗栓药物的选择

18、临床药师参与呼吸专业临床实践及案例分享



19、妊娠期患者药物敏感性肺结核的抗结核药物治疗决

策

四、参训人员

分管院领导、医务（处）科长、药剂科主任、临床药师、

药师、医师。

五、参训费用

参训人员每人交纳参训费 650 元（含资料、场租、授课

等费用），由成都翔域会务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培训事务服务

工作，并出具注明“培训费”的正式发票，住宿及交通费回

单位按规定报销。

六、学分获取说明

1、根据四川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川继为办

发[2017]12 号）文件规定，2017 年 10 月 16 日起全省启用国

家级、省级和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电子学分授予，同时停止

发放纸质学分证书。所有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技术人员，请登

录http://202.61.90.26 下载并安装四川省继续医学教育管

理平台客户端，按要求完成基本信息录入，以正常开展继续医

学教育管理。

2、注意事项：请参培训人员携带本人二代身份证完成签

入和签出，如不按规定时间签到或只有签入（出），不能获取

学分。即报到时或开班前在机器上刷身份证，培训班结束时刷

身份证。



3、新政策规定，同一时间段重复刷证获取的学分不合

格。本次培训班授予省级继续医学教育Ⅰ类学分 3 分。

七、其他事宜

1、请各会员单位接通知后派人按时参加培训，并将参训人

员回执（见附件）于 5 月 5 日前电话、传真或邮箱告诉我

们，以便安排食宿，准备资料。鼓励使用公众微信号二维码

报名代替回执，请参训人员于 16 日 18 点以前报到刷身份

证，以便保证上课和获取学分。

2、扫描四川省医院协会公众微信号二维码也可报名，

届时在报到处再扫一次即可完成签到注册。步骤：先扫一扫

二维码关注，填写真实信息后提交，进入协会微信页面，点

击右下角会员服务→最新会议，再点本次会议图标→会议报

名。

联系人：吴正中 13808002167 龙恩武 17708130650

黄晚霞 15928176212

办公室电话：028-86147160 传真：028-86136807邮

箱： scyghxw@163.com ； 药事管委会 QQ 群：

四川省医院协会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mailto:scyghxw@163.com


417123783 （请各会员单位成员积极加入，以便交流沟通）

附件：医院临床药学暨药剂科主任培训班参训人员回执

四川省医院协会

2019 年 2 月 14 日

附件

医院临床药学暨药剂科主任培训班参训人员回执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四 川 省 医 院 协 会
医院临床药学暨药剂科主任培训班日程安

排
2019.5.16——5.18 日 地点：成都市双流禧悦酒店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主持人

5月 16日
星期四

09:00-18:00 报到划卡
禧悦酒

店大厅
黄晚霞

5月 16日
星期四

下午

19:00-19:10

19:10-19:50

19:50-20:30

20:30-21:10

21:10-21:50

1.开班仪式

2.孕产妇感染抗菌药物临床选择

--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杨 勇主任药师

3.2.骨质疏松症与临床用药合理选择

--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龙恩武主任药师

专题讲座 1 新型 ICS/LABA的药理特性和临床价值

--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杨 勇主任药师

专题讲座 2 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在儿科领域的应用

--四川省人民医院公路医院 李 刚院长

禧喜悦

酒店会

议中心

一楼正

源厅

吴正中

蒋 刚

李 刚

龙恩武

5月 17日
星期五

上午

08:00-12:00

08:00-09:00

09:00-10:00

10:00-10:10

10:10-11:10

11:10-12:10

1. 关于“一致性评价”的几点讨论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 蒋学华教授

2. 医院用药安全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邱 峰主任

茶歇

3.医院药学学科建设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张伶俐副院长

4.医患新需求下药师团队的"为"与"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金朝辉博士

禧喜悦

酒店会

议中心

一楼正

源厅

吴正中

蒋学华

金朝辉

饶友义

5月 17日
星期五

下午

13:30-18:00

13:30-14:30

14:30-15:30

1.合理用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何 琴主任

2.卫生技术评估和药物经济学在药品临床综合评价

中的应用

禧悦酒

店会议

中心中

心一楼

正源厅

李钟勇

罗 林



15:30-15:40

15:40-16:40

16:40-17:4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胡 明教授

茶歇

3.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药品安全性评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吴逢波博士

4. 新时代临床药学创新与实践

--四川省人民医院 童荣生主任

唐志立

于波涛

5月 18日
星期六

上午

08:00-12:00

08:00-09:00

09:00-10:00

10:00-10:10

10:10-11:10

11:10-12:10

1. PD-1/PD-L1 肿瘤免疫治疗药物新进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何治尧博士

2.药物警戒与安全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李 根主任

茶歇

3.从 1例案例入手谈氯吡格雷个体化用药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王国俊主任药师

4.临床药师在抗菌药物品种遴选中的作用

--南充市中心医院 苏 强副主任药师

禧悦酒

店会议

中心中

心一楼

正源厅

吴正中

徐蜀远

林芸竹

闫峻峰

5月 18日
星期六

下午

13:30-18:00

13:30-14:30

14:30-15:30

15:30-16:30

16:30-16:40

1.从药理学角度看口服抗栓药物的选择

--四川省人民医院 边 原副主任药师

2.临床药师参与呼吸专业临床实践及案例分享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李胜前副主任药师

3.妊娠期患者药物敏感性肺结核的抗结核药物治疗

决策

--绵阳市中心医院 周 捷副主任药师

培训班总结及问卷调查

禧悦酒

店会议

中心中

心一楼

正源厅

徐蜀远

陈 力

李 燕

授课时间、授课内容如有变动，以会务组通知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