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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愿景
锻造医药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商学院；
铸就百战归来医药英才的新起点。

学院使命
培养根植中国、面向世界，兼具专业水准和
系统思维，勇于担当的医药行业发展推动者。

学院宗旨
服务为本，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学院价值观
弘道亦弘人，兴道亦兴业。

学院特色
以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全球视野和国际
水准为目标，以适用型人才培养为重点，以
课程精品化为基础，以管理创新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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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制药匠士
助力药品制造

学院简介

为了国内药品早日达到国际质量水平，近年来中国药政改革力度空前，从推
动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改革临床试验管理、修订药品管理法、提
出上市许可持有人（ＭＡＨ）制度、积极加入国际组织、接受 ＩＣＨ 的质量标准
为审评基础，到优化审评审批制度、积极建设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处处体现

辛 强

博士

药明生物首席质量官
原美国 ＦＤＡ 驻华办副主任

政府提升药品质量及促进药品创新的决心。
在此种环境下 ， 药品制造管理人员的能力建设更显重要，同时药品质量的保证
与生产管理优劣息息相关。如何有系统地针对制造管理人员，加强质量管理
体系的规范 ， 从设施 ／ 设备确认管理、供应链管理，到生产流程及工艺验证，
完成实验室测试，对药品可能产生的影响能有效的控制，由于牵涉范围广，
需要许多部门参与，管理人员的能力培养成为制药企业关注的重点。
“药品制造管理”课程旨在培养药品生产管理人员的能力，从生产管理的角度，
以质量管理体系为基础，把握合适的文件处理，在产品的生命周期中，完成
工艺验证与设施 ／ 设备确认，达到质量管理之目的。
亦弘商学院为沈阳药科大学二级学院，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政府立足于国际产业变革大势，做出全面提升

月，实行以理事会管理体制下院长负责制的新型学院管理

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纲领。

机制。学院实行以课程为导向的全员教师聘任制，整合教

在此国家政策环境下，亦弘商学院紧跟国家发展战略，以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

育、研究资源，邀请国内外最具实力的一流学者、业内专

在继“药品国际注册”、“药物研发的科学管理”、“临床研究管理”之后，

家开展教学与研究，形成强大的师资教研队伍。开展精英

适时开设“药品制造管理”课程。希望有志人士参与，为未来中国药品质量

学位教育、高层经理培训课程、定制教育、网络教育等教

的提升，乃至药品制造向“智造”的升级，一同做出贡献！

育项目。
学院致力于探索医药领域管理教育与应用教育的新模式，
为医药产业培育根植中国、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准的高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级管理与应用人才，开展医药产业政策与行业研究，增进
国内外药事管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
和创新精神的教育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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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质量源于设计”的管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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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企业生产运营策略变成具体行动
“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行业政策，对医药职业经理人
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我们希望通过整合优质师资，
创新教育模式，以专业、精细化的课程体系，培养具有
专业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学位教育项目

张象麟 院长
沈阳药科大学亦弘商学院

汇聚一流优质师资
学院以课程为导向，在全球范围内邀请一流专家，倾力设计开发和讲授精品课程。
构建系统课程体系
采用专题模式和案例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讲授行业急需的专业知识与管理理念。

学位教育项目

一流的课程建设

课程项目
药品国际注册
药物研发的科学管理

课程结构

时间地点

８－１０ 个核心专业模块，２－３ 个
通识模块。

主要在北京授课。学制 １－１．５ 年，
在职学习，每月集中授课 ４ 天（周
四至周日）。

临床研究管理
药品制造管理

系统的课程方案

学员的全面获益

药物研发的科学管理专业能力培养项目
培养药物研发管理领域未来的行业精英
助力企业提升研发管理效率和水平
临床研究管理专业能力培养项目
聚焦专业与管理两个维度，培养复合型临床研究管理者
助力企业科学高效规范开展临床研究
药品国际注册专业能力培养项目
培养药品国际注册领域未来的行业精英
将企业国际化战略变成具体行动
药品制造管理专业能力培养项目
以“质量源于设计和制造过程管理”为理念，提升企业
在药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

学员构成

学位申请

课程语言

平 均 年 龄 ３５ 岁， 平 均 工 作 经
验 １０ 年， 中 高 层 人 员 比 例 近
８０％。

符合条件者，可申请沈阳药科大
学药事管理硕士学位。申请硕士
学位者，需公开发表 １ 篇论文并
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

汉语授课为主，外语授课时配中
文交替翻译。

注 ： 每个项目 １２ 个模块，约 ４００ 学时，接受个人申请和企业或机构申请

申请条件：
个人申请者：５ 年以上医药领域相关从业经历，可保证每月利用 ２ 天工作时间（周四和周五）参加学习。
申请硕士学位者需具备本科以上学位。

企业或机构申请者：可根据预订的学习名额选派不同人员参加各模块的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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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师资

主任委员

委

员

兼模块课程主席，按姓氏笔画排序

辛 强

博士

药明生物首席质量官
原美国 ＦＤＡ 驻华办副主任

王 刚 博士

申京建 博士

张 华 女士

原国家药品审评中心首席
科学家
原美国 ＦＤＡ 驻华办副主任

北京世桥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总裁

上海药品审评核查中心
副主任

特别感谢：

为保证课程质量，学院专门成立“药品制造管理”课程
建设委员会，邀请业内颇具影响力和专业能力的专家开
发和设计课程，并以课程为导向，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医
药领域一流的讲者担任课程主席和课程教授，精心组织

李鸿阳 先生

林丽红 女士

苏州诺华工厂质量总监高级
制药工程师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ＣＦＤＡ 有关专家及亦弘商学院研究员邵颖
博士对课程建设给予的指导 ！

教学设计，为学员提供独具特色的学习体验。

模块课程主席
部分，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董明 先生

肖志坚 先生

罗氏制药中国区质量总监

诺华制药大中国区质量负责人
执行总监

武亚峰 先生

费 坚 先生

天俱时医药化工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董事长
天俱时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

百特（中国）大中华区质量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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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获益

课程详情

通过选派企业骨干参加系统学习，助力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行业竞争力：
◆提升企业药品制造的规划、设计、实施与管理的能力；
◆全面提升企业药品制造与管理的体系构建能力；
◆全面提升企业药品生产过程控制与质量管理能力，有效控制风险，提高运营效率；

药品的质量源于设计和制造管理过程，将良好的设计物化为良好的制造与质量管理

◆提升企业药品质量与品质，提高企业的品牌价值；

过程是药品制造企业的基本技能，更是保证药品质量和品质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聚焦技术和管理两个维度，培养复合型生产与质量管理及未来的领导者；
◆增强企业对高潜力人才的凝聚力；
◆促进企业质量文化的良性健康发展。

课程目标
本课程以“质量源于设计和制造过程管理”为理念，以药品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控制为核心，系统讲授药
品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转移、工艺验证、生产过程控制和质量管理的科学与技术实践，使学生深入、系统

学员获益

理解并全面掌握药品制造全过程的系统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具备良好的管理思维、组织实施和系统解

从通过本专业课程的系统学习和实践演练，学员将收获：

决问题能力的药品生产管理和质量管理高端人才。具体包括：

◆从宏观到微观系统掌握药品制造过程的决策节点与要素、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方法，
体验和学习支持企业高层决策的能力；
◆系统了解、熟悉药品生产与质量管理的专业知识体系，培养构建有效与规范的质量
管理体系的能力；

规划决策能力

组织实施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具备以宏观角度与风险控制的管理理
念，在生产运营和质量控制过程中关
键节点的决策能力，为公司规划与运
营决策提供支持。

有能力领导、组织和实施跨部门生产
资源的配置和协调，以推进合规的生
产运营；能够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体
系，控制风险，保证药品质量。

熟悉药品生产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法规体系和技术要求，理解工艺与质
量要素，能够将系统的理论和认知落
实到日常工作中，具备有效执行能力；
同时提升持续学习和提高解决问题的
能力。

◆全面掌握基于风险管理的药品生产与质量管理的操作规程；
◆与全球高端管理与专业人士深度交流，融入国际化视野与专业水准的师生团队和职业平台；
◆为持续学习提高及成功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适用对象
本课程拟培养药品制造领域未来的管理者与领导者，招收学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药品制造、质量管理、工程等领域中的中高层技术或管理人员；
◆药品监管机构相关管理人员；
◆对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有较强兴趣或有志于从事生产和质量管理工作者；

系统构建药品制造管理知识体系
与全球高端管理与专业人士深度交流

◆具备一定药品研发、生产或质量管理经验者；
◆申请硕士学位人员还须具相关专业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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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管理

模块

模块设置
本项目为模块制课程，核心专业模块为 １０ 个模块，通识课程为 ２ 个
模块。每个模块 ３２ 学时，每 １６ 学时为 １ 学分。

药品制造与质量管理

模块

１

◆药品制造和质量管理导论
◆药品质量管理体系
◆药品质量管理体系主要元素及实施
◆检查缺陷的回复及其整改
◆药品质量管理体系架构的构建、实施和评估

模块

２

供应链质量管理

３

◆供应链和供应链质量管理导论
◆供应商管理
◆供应链完整性的保证
◆运输管理和仓储管理
◆新产品上市衔接

◆药品质量风险管理基本概念和过程导论
◆质量风险管理常用工具及决策树
◆质量风险管理流程：计划、风险评估 （识别、
分析、评价）、风险控制、回顾与沟通
◆质量风险管理的相关法规
◆质量风险管理在药品生命周期的应用及质量
风险管理和质量体系间的关系
◆质量风险管理的综合应用
◆质量控制策略

模块

８

４

◆委托生产和委托检验

◆技术转移
◆ ＡＰＩ 的生产
◆非无菌制剂生产的风险点及其控制
◆无菌制剂生产的风险点及其控制
◆产品包装

５

◆工艺能力评估
◆工艺能力系数 Ｃｐｋ 和 Ｐｐｋ 的区别和应用实例

◆精益生产的六要素和质量系统、质量管理与成本；推动生产

◆工艺控制图：概述、类型选择及应用、构建、

◆工艺能力及工艺能力系数的概念

◆欧亚执行工艺验证现状

◆药品生产生命周期：第一阶段 － 工艺设计

◆加速 ／ 突破疗法的工艺验证考量

◆药品生产生命周期：第二阶段 － 工艺确认

模块

９

◆制药企业信息系统的构建和要求
◆数据的分析方法和运用
◆质量管理文件系统
◆电子化文件管理系统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
◆良好的文件书写规范
◆数据可靠性—法规要求和数据生命周期
◆企业数据管理体系的构建
◆计算机化系统的数据可靠性的风险评估
◆审计中常见的数据可靠性问题

检查与改进

模块

◆企业自检（内审）

１０

◆官方 ＧＭＰ 检查（中国）

应用与解读

模块

从技术到管理

１１

工业统计学

沟通管理

◆官方 ＧＭＰ 检查的迎检和应对
◆官方 ＧＭＰ 检查（ＷＨＯ）
◆官方 ＧＭＰ 检查（美国）
◆检查缺陷的回复及其整改
◆危机管理及警告信的回复及其整改

通识课程（１）

◆精益生产的基础 ５Ｓ 和基本工具、６－ 西格玛和 ＤＭＡＩＣ 过程

◆统计学工艺控制概述

◆旧产品（Ｌｅｇａｃ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的验证

◆药品生产工艺基本概念

数据和文件管理

◆仓储和运输

◆发展历史与概述、７ 种浪费（ＴＩＭＷＯＯＤ）

◆精益生产与精细化管理的区别

◆检厂方法与验证

◆确认与验证管理

◆清洁验证

生产管理（２）：精益生产与统计学工艺控制

和拉动生产的关系

◆验证与确认导论

◆药品生产生命周期：第三阶段 － 持续工艺核实

◆药品短缺和供应链安全

模块

７

◆ ＧＭＰ 体系对生产设施及设备管理的要求
◆厂房设施设计
◆厂房设施建设（ＧＥＰ）
◆环境、健康、安全（ＥＨＳ）
◆ ＨＶＡＣ、水系统、工艺用气
◆ ＥＭＳ、ＢＭＳ、计算机系统
◆文件管理和人员培训
◆相关的确认和验证、校验和维护

◆工艺统计初步

生产管理（１）：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

模块

模块

验证与确认

质量风险管理

◆ ＭＡＨ 制度下的端到端的质量管理体系

模块

６

◆认识质量和 ＱＣ 的功能
◆质量理念的实现
◆实验室的布局、环境和设施及安全管理
◆实验室的组织管理
◆仪器设备管理及取样和样品管理
◆分析方法验证及质量标准的建立
◆数据可靠性
◆稳定性管理及 ＯＯＳ／ＯＯＴ 调查
◆统计学分析基本概念和检测误差控制
◆文件控制和数据管理

公用工程设备 ／ 设施管理

通识课程（２）

模块

项目管理

１２

谈判与博弈

会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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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弘课堂

一个来了忘不了，来了还想来的课堂！
一个迫使每个人都有存在感的课堂！

系统完整

引导授课

案例分析

实战演练

小组报告

互动参与

头脑风暴

分享见解

互动
课堂

精心打造“有价值的课程”
共同营造“有质量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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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英
校 友

一流的课程建设

系统的课程方案

专门成立课程建设专业委员会，邀请
业内颇具影响力和专业能力的专家开
发和设计课程，以一流的设计和讲者
为学员提供独具特色的学习体验。

采用模块化教学和案例研讨等方式，
系统梳理相关知识体系，全面介绍国
际先进管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培养学
员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课程所学知识和
技能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

全面的学员获益

丰富的互动交流

引导学员构建创新思维、拓宽观察问
题的视野、提升沟通与合作的技能、
掌握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拓展商学
知识与思维，在全面系统掌握专业知
识的同时，收获管理与自我管理之道。

课程期间邀请政府或行业资深专家进
行专题讲座，开展研讨和调研活动，
丰富课程内容，为学员提供深度的沟
通交流和互动平台。

平均年龄
３５ 岁
平均管理经验
６．８ 年

来自研发、临床、
注 册、 生 产、 管
理等多个部门和
领域

由个人学员和企
业学员组成独特
的半流动班级

来自不同省市地
区， 企 业 中 高 层
人员占比 ８０％ 以
上

课程目标聚焦化
课程学习系统化

课程设置全面化
课程流程优质化

课程师资专业化
班级管理精细化

授课形式多样化
交流平台丰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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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

学位申请
参加本项目并取得沈阳药科大学《高级专门人才研修班结业证书》的学员（以下简称“申请人”），可提出以研
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药事管理专业）的意愿，但须满足：

课程证书
参加本项目的学员，完成规定课程且考试成绩合格者，可获得由亦弘商学院颁发的药品制造管理
专业能力培养结业证书。
参加本项目的个人学员，可申请继续学习沈阳药科大学药事管理学专业同等学力班规定的课程（补
修和认定包括公共英语、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内的药事管理学
硕士学位要求的课程，累计 ２８ 学分以上）。申请者资格和成绩审核通过者，将颁发沈阳药科大学《高
级专门人才研修班结业证书》。

具有学士学位，或虽无学士学位但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已获得的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为国（境）外学
位的，其所获的国（境）外学位需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申请人自进入项目学习之日起（以第一堂时间开始计算），须在五年内通过沈阳药科大学组织的全部课程考试
和国家组织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且成绩合格。
申请人自进入项目学习之日起（以第一堂课时间开始计算），须在三年以上六年内完成学位论文、提交学位论
文答辩申请并进入答辩程序，六年内未完成以上环节者，本次申请无效。
申请硕士学位的具体工作，遵照最新版《沈阳药科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的规定》
执行。

申请程序
课程费用

面试录取：每期开课前 ３－５ 个月

课程费用：１５８，０００ 元

授课时间：每月学习一个模块，安排在每月

▲包括学费、教材费、案例使用费、午餐费、资料费、文具费、
笔译及口译费（如有）和其他相关材料费。
▲申请硕士学位者，后续还需按学校规定缴纳相关课程费及论文
答辩费。

第二周或第三周的周四至周日，
共４天
申请信息：本项目计划招收 ３５ 名学员，
接受个人申请和企业或机构申请

优惠方案 ： 减免 ８０００ 元：开课前 ３ 个月之前申请成功者。
更多优惠详情敬请关注学院“亦红包”激励政策。

１． 申请提交：
报名表、推荐信、申请人自述等。截止日期：请关注学
院官网或微信平台发布信息
２． 面
试：
申请资料经招生专家工作组审核后发送面试通知
３． 申请确认：
面试通过后发送付款通知；付款完成日期：请关注付款
通知
４． 录取确认：缴费后 ５ 日内收到录取确认通知
５． 开学时间：首期课程计划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６ 日开学。请
关注学院官网或微信平台发布信息

注

尊享八五折

报名申请：每期开课前 ６ 个月

我院保留对课程信息（包括日期、地点、师资、课程安排和其他细节等）进行
调整的权利。因课程席位有限，我院保留根据招生情况停止接受申请或将申请
调剂至同一课程下一期次的权利。

申请方式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４１５７７－８３６／８３２
邮箱 ａｐｐｌｙ＠ｙｅｅｈｏｎｇｅｄｕ．ｃｎ

１． 申请者为亦弘学员，或为亦弘学员推荐；
２． 企业申请者，满足派员参加
高层经理培训 ／ 研修课程累计 ５ 次，或学位教育 ２ 次。

尊享八折
亦弘荣誉学员。
折扣礼遇不可叠加

个人申请

企业申请

申请者可登录学院网页（ｈｔｔｐ：／／

本课程接受企业或机构申请，

ｗｗｗ．ｙｅｅｈｏｎｇｅｄｕ．ｃｎ）在线报

企业可根据预定名额在不同模

名 ， 或致电 ／ 邮件索取报名表（或

块选派不同学员参加学习。官

网页下载），学院将及时给您

网在线报名或致电 ／ 来函索取

发送报名须知和相关资料。

报名表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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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弘悦读
亦弘商学院学位教育项目致力于培养专业与通识兼
具、负有责任感的高端人才。为此，教授团队精心
推荐阅读书目，助力学员构建扎实的知识结构。

专业 专注
Ｆ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Ｈｏｌｌｙ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Ｌｙｎｃｈ，Ｉ．Ｇｌｅｎｎ Ｃｏｈｅｎ，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ｌａｗ—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ｅｔｅｒ Ｂａｒｔｏｎ Ｈｕｔ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Ｍｅｒｒｉｌｌ，Ｌｅｗｉｓ Ａ．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Ｔｈｅ Ｍｅｒｃｋ Ｄｒｕｇｇｅｒｎａｕｔ：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Ｇｉａｎｔ，Ｆｒａｎ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Ｉｎｃ，２００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１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Ｇａｒｙ Ｐ． Ｐｉｓａｎｏ，，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Ｇｅｎｅｎｔｅｃｈ：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Ｓａｌｌｙ Ｓｍｉｔｈ Ｈｕｇｈ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Ｄｏｌｌａ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Ｏｎ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Ｄｒｕｇ，Ｂａｒｒｙ Ｗｅｒｔｈ，，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ｄｏｔｅ：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Ｎｅｗ Ｐｈａｒｍａ，Ｂａｒｒｙ Ｗｅｒｔｈ，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２０１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Ｊ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ｓ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３
Ｓｉｘ Ｓｉｇ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ｒｉａｎ Ｋ． Ｎｕｎｎａｌｌｙ， Ｊｏｈｎ Ｓ．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 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ｕｇ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ｒｕｇｓ，Ｅｎｒｉｑｕｅ Ｒａｖｉｎａ，Ｗｉｌｅｙ－ ＶＣＨ，２０１１
Ｄｒｕｇｓ：Ｆｒｏｍ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Ｒｉｃｋ Ｎｇ，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５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Ｕ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ｉｎ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ＲＡＰＳ，２０１５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ＥＵ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ＲＡＰＳ，２０１５
Ｐｈａｒｍａ ２０２０： Ｆｒｏｍ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ｗＣ，２０１２

《药物简史—近代以来延续人类生命的伟大发现》（德）博伊姆勒著，张荣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药物史话》高宣亮，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新药研发的故事》梁贵柏，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４
《新药研发案例研究—明星药物如何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白东鲁，沈竞康，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４
《保护公众健康：美国食品药品百年监管历程》 菲利普·希尔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６
《创新者的处方：颠覆式创新如何改变医疗》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杰罗姆·格罗斯曼，黄捷升著， 刘昱含编，
朱恒鹏 ，张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药物发现：从病床到华尔街》，（ 美 ） 巴特菲等著，王明伟等译，２０１０
《“重磅炸弹”药物——医药工业兴衰录》，Ｊｉｅ Ｊａｃｋ Ｌｉ 著，张庆文译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美国药品申报与法规管理》王建英 ．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５
《工业统计学》张崇岐，燕飞著，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质量管理与卓越绩效》（美）詹姆斯·埃文斯，威廉·林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朱兰质量手册》，约瑟夫·Ｍ·朱兰，约瑟夫·Ａ·德费欧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质量管理入门》（日）石川馨，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
《ＩＡＴＦ １６９４９ 质量管理体系五大工具》张智勇著，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７
《药品 ＧＭＰ 指南 ： 质量管理体系》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编写，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１

通识 通达
《管理学》斯蒂芬·Ｐ·罗宾斯，玛丽·库尔特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美）德鲁克著，许是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管理经济学》（美）麦生根等著，李国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管理行为》赫伯特 Ａ． 西蒙著，詹正茂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经济学原理》Ｎ． 格里高利·曼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魔鬼经济学 ４： 用“有色眼镜”看清世界》（美）史蒂芬·列维特，（美）史蒂芬·都伯纳著，王晓鹂译，
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
《经济学》（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 著，萧琛主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项目管理协会著，许江林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有效的项目管理》（美）威索基著，杨爱华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
《企业项目化管理实践》李文，李丹，蔡金勇等，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成功的项目管理》（第 ５ 版）（美）克莱门斯，（美）吉多著，张金成，杨坤译，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博弈逻辑》张峰，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８
《博弈论基础与应用》（法）让·梯若尔，朱·弗登伯格著，姚洋校，黄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美）史蒂芬·柯维，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１５
《复盘：对过去的事情做思维演练》陈中，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目标》（以）高德拉特，（美）科克斯著，齐若兰译，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沟通力》威廉·瑟勒，玛丽莎·贝尔，约瑟夫·梅泽著，杨亚杰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４
《谈判力》罗杰·费希尔，威廉·尤里，布鲁斯·巴顿著，王燕，罗昕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
《优势谈判——一位王牌谈判大师的制胜秘诀》（ 美 ） 罗杰·道森著，刘祥亚译，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８
《质量免费》（美）菲利浦·克劳士比著，杨岗，林海译，山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干法》（日）稻盛和夫著，曹岫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
《从 ０ 到 １：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美）蒂尔，（美）马斯特斯著，高玉芳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
《戴明管理思想精要：质量管理之父的领导力》（美）威廉·爱德华兹·戴明，乔伊斯·尼尔森·奥尔西尼著，
裴咏铭译，西苑出版社，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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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药品价格评审中心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评价中心

润东医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 ／ 浙江省 ／ 广东省 ／ 山东省药品审评中心 ／
药品检验所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卫生部北京医院 ／ 北京肿瘤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
验机构 ／ 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３０７ 医院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广州
军区广州总医院 ／ 四川省人民医院 ／ 第三军医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暨南大学 ／ 中国药科大学 ／ 上海中医药大学 ／ 辽
宁中医药大学 ／ 河南中医药大学
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珅奥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缔脉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部分学员单位

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制药六厂
广东中润医药有限公司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远大诺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绿叶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仙琚制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艾伯维医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艾尔建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罗氏（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美国安进公司
默沙东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诺华贸易有限公司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卫材（辽宁）制药有限公司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