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第三届银杏叶提取物 360°产业论坛 

主办： 

时间：2013 年 4 月 19-20 日     地点：中国•上海  

会议背景 

银杏是我国的特产植物，近几年来的银杏叶制品异常热门，受国际市场影响，我国的银杏产业发展迅猛，

无论是在制剂方面，还是在提取加工方面，以及种植业方面都在飞速发展。 

特别是 2011 年第四季度中药注射剂银杏内酯注射液获得 SFDA 批准上市，引发药企及市场的极大关注。

根据米内网中成药临床数据显示，银杏叶注射剂的市场份额最大，占 16.77%。 

尽管我国资源丰富，但是银杏提取物及制剂的产量，质量在国际上未能进入世界前列。近几年来

国内市场的无序竞争，也给银杏产品发展蒙上阴影。 

针对以上现状世易科技将于 4 月 19-20 日在上海隆重召开“2013 第三届银杏叶提取物 360°产业论坛”，

论坛将 360 度聚焦银杏行业圈，共同探讨行业市场，技术革新！ 

热点议题 

 银杏叶提取物的进出口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 

 银杏叶制剂的医院市场分析 

 中成药市场分析 

 银杏叶及其制剂的质量标准控制评价研究 

 高品质银杏叶产品关键生产技术研究进展 

 银杏提取物在保健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态势 

 高纯度银杏内酯的提取 

 银杏叶制剂的研发进展 

 银杏活性成分加工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银杏内酯，黄酮的高效分离纯化方法 

拟邀请专家机构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 

 SFDA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 

 中国保健协会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中国药科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上海市中药研究所 

 合肥工业大学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更多机构邀请中…… 

上届盛况 

在前两届论坛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第三届银杏叶提取物 360°产业论坛”将进一步扩大规模，关注银杏

提取物及其制剂的国内外市场、价格走势、产业政策等以加强企业在国内外的竞争力，同时为树立企业品牌、

形象、扩大销售及采购渠道、加速企业研发和创新提供了宝贵资讯，从而更有效帮助企业提升在国际市场上

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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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三届银杏提取物 360°产业论坛 

    大 会 议 程 

14:45  银杏花果叶的综合开发利用研究 

2013年4月18日  星期四 曹福亮 校长 南京林业大学 

15:30  茶歇交流 

14:00–20:00  来宾签到 16:00  高纯度银杏内酯的提取 

游松 教授 沈阳药科大学 
2013年4月19日  星期五 

16:45  银杏叶药物产业化进程 

于垂亮 博士 上海信谊百路达药业有限公司 09:00–12:30 市场专场  
             研发中心主任 

大会主持：楼凤昌 教授 中国药科大学 

09:00  银杏提取物的过去，现在，将来  

楼凤昌 教授 中国药科大学 

09:30  中成药银杏制剂医院临床用药现状及趋势分析 

       范淮平 市场副总监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 

10:15  茶歇交流 

10:45  银杏类保健品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及市场趋势 

周邦勇 副秘书长 中国保健协会 

11:30  银杏市场圆桌讨论 

讨论主题： 

 银杏叶提取物的出口形势和国际市场 

 银杏叶新制剂对其医用市场的冲击 

 银杏叶保健品市场的发展趋势 

拟邀请企业：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保健协会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杏灵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信谊百路达药业有限公司 

12:15  集体拍照留念 

12:30  自助午餐 

17:15  质量技术圆桌讨论 

讨论主题： 

 如何提高银杏提取物的含量 

 银杏叶制剂种类的研发现状 

 银杏叶提取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 

拟邀请机构：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沈阳药科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上海信谊百路达药业有限公司 

18:00  招待晚宴 

 

 
2013年4月20日  星 期 六    

09:00–12:00  应用专场 

 

 

 

 

 

 

 

 

 

 

 

 

 

09:00  银杏叶提取物制剂研究进展 

张文成 所长 合肥工业大学生物机电工程研究所 

09:45  基于“组分”层次的银杏叶提取物制剂研究 

贾晓斌 研究员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10:30  茶歇交流 

11:00  银杏内酯固体分散体的制备 

11:45  会议回顾及闭幕· 

12:00  招待午宴 

 
 

14:00–18:00  技术专场 

 

 注：更多专家确认中，演讲嘉宾以当天到会为准 www.360guanxi.com

14:00  银杏叶提取物及其制剂质量控制研究进展 

       魏锋 博士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中药民族药

标准研究与检测中心 

联系人：龚雪娟       电话：021-5169 1611×1003          手机：13651949391       传真：021-51571478  

E-mail: xuejuan.gong@echinachem.com                  网址：http://www.360guanxi.com 

http://www.echinachem.com/
http://www.echinachem.com/


2013 第三届银杏叶提取物 360°产业论坛 4月19-20日 上海

部分拟邀请企业名单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麓山天然植物制药有限公司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强生药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得宝保健食品公司 

北京朗圣大地科技有限公司 华润三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雅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晨牌药业有限公司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信维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恩华赛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成大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正闻经济技术发展公司 江苏飞马药业有限公司 沈阳协合集团有限公司 

博福--益普生（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百裕科技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美通制药有限公司 石药银湖制药有限公司 

成都华高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润邦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江油恒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新世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郯城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美罗中药厂有限公司 江苏银杏生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郯城县宏伟银杏叶烘干厂 

东莞广发制药有限公司 朗致集团万荣药业有限公司 郯城县绿叶银杏有限公司 

广东长兴科技保健品有限公司 南京易亨制药有限公司 唐山市福乐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国医堂制药有限公司 宁波立华制药有限公司 天津市阳成高科技天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银可银杏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天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罗定制药有限公司 青岛海仁博大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亚宝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博罗先锋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大德昌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太阳神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百详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仁和制药有限公司 通化正和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傅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皖南大鹏天然产物有限公司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天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银杏鹰实业有限公司 山西瑞福莱药业有限公司 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 

桂林红会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瑞福莱药业有限公司 西安天一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圣源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太原药业有限公司 厦门龙力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制药六厂 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 烟台荣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陕西百年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金岛制药厂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仙居保健品厂 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太和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金果保健品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诺德生物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生物谷灯盏花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港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惠松制药有限公司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同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民康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新汇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东灵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午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万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汉森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信谊百路达药业有限公司 中健行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金泰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杏灵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诸城市浩天药业有限公司 

                                        
 

注：更多企业正在邀请中，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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