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桑国卫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原主席 中国药学会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陇德  全国人大常委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原卫生部副部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卫生部副部长  中国卫生法学会会长
第十届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孙隆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药理学会肿瘤药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

丁  健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第二届国医大师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会长

张大宁

原卫生部副部长  中国医师协会名誉会长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会长

殷大奎

曹荣桂  原卫生部副部长 中国医院协会名誉会长

原国家经贸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生物医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

于明德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常务理事

原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王  阳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交通医学会主席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研究员
王正国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办公室副主任          

天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
王生田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脏外科研究所所长

国家卫健委器官移植临床重点专科主任

王学浩

全国政协委员 

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
王承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  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院长 

全军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重点实验室主任付小兵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

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

毕力夫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医学部病原生物学系教授 
庄  辉

于生龙  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于宗河    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  原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名誉所长

王  夔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王龙兴    上海市卫生局委员会书记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

王北婴    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

原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
毛江森

包文辉    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  原山东省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

刘  耀  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中国法医学会理事长

刘允怡  中国科学院院士 香港中文大学和声书院首任院长

刘玉芹  原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  山东省医师协会会长

刘玉清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医院放射科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
刘新垣

原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司长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终身荣誉副会长
李长明

刘昌孝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药物研究院名誉院长

刘海林  中华医学会原副会长

刘维忠  政协甘肃省委提案委员会主任

李  青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校长

李世绰  原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中国抗癫痫协会会长

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李振吉

李济仁  首届国医大师  皖南医学院附属戈矶山医院教授

杨  镜  中国医师协会荣誉会长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长
吴以岭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华口腔医学会名誉会长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名誉院长
邱蔚六

杨成旺  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原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

杨勇志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原副会长

杨雄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州大学神经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肖培根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肖梓仁  原卫生部科教司司长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副理事长

吴明江  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邹长征  中日医学科技交流协会秘书长

汪忠镐
中国科学院院士

首都医科大学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杨宝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所长
吴咸中

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 
李秀华

彭  玉 原卫生部副部长

王永炎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
王琳芳

刘志红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

吴天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

青海高原医学科学院院长

孙  燕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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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 教育部心血管重构和功能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张   运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中国执业药师协会名誉会长
张文周

中国工程院院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教授
张金哲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  陆道培医院集团首席专家 
陆道培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
陈凯先

原北京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  北京医学会会长
金大鹏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主任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糖尿病研究所名誉所长
项坤三

中国工程院院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
胡亚美

沈毓龙  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张元禄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体生物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

张伯礼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张学文  首届国医大师  陕西中医学院教授

张鹤镛  国务院参事  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陈可冀
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二届国医大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

陈润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陈冀胜  中国工程院院士  解放军防化研究院教授

陈灏珠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誉所长

周宏灏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

周良辅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郑树森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卫健委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宗淑杰  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原理事长

房书亭  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中国中药协会会长

赵  葆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副会长

赵自林  原卫生部规财司司长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理事长

胡晓抒  原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夏照帆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

俞永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研究员

姚开泰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方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名誉所长

姚志彬
全国政协常委  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原广东省卫生厅厅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研究所名誉所长
郭应禄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韩济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夏医学科技奖副理事长 

全军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廖万清

贺乃新  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原局长

高思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高润霖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医院首席专家

黄纪晔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隋殿军  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喜  乐  原西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

韩胜斌  日中医学研究所所长

程天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三军医大学复合伤研究所教授

程兆盛  原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童坦君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衰老研究中心主任

曾  渝  原海南医学院副校长

蔡纪明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

颜正华  首届国医大师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潘学田  原卫生部药政管理局局长  中国医院协会原常务副会长

潘绵顺  武警上海总队医院主任医师

霍凤兰  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

穆大伟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秘书长

鞠  躬  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四军医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

原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司长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终身荣誉副会长

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曹洪欣

中国工程院院士

青海高原医学科学院院长

张礼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教授

顾玉东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研究所所长

主 管 单 位：

主 办 单 位：

学 术 支 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  

二十一世纪联合创新（北京）医药科学研究院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经营活动运营：
中 文 传 媒 集 团

中文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