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6日 领袖峰会  第一天

主论坛：聚焦前沿   赋能未来
时间：2021年10月26日        地点：上海宝龙艾美酒店  宝龙厅

       主持人：董树芬、袁超            主办：国药励展
     主论坛独家支持企业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9:00-9:50 主旨发言 -行业发展情况梳理与展望
胡昆坪   董事总经理     国药励展
陈少军   理事长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
汪敏燕   理事长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

第一篇章 ：新法规下化妆品的创新与发展 （主持人：董树芬）

9:50-10:30 主题发言 ：立足创新  促化妆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石钺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10:30-11:00 茶歇及自由交流

11:00-11:40
讨论：如何落地实施  新法规下的化妆品原料管理
要求

周灯学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石   钺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刘   洋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  副秘书长
吕   智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赵连明 亚什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总经理

第二篇章 ：前沿科学技术与皮肤健康 （主持人：袁超）

13:30-13:45 合成生物学 --化妆品原料的创新驱动力
郭学平  首席科学家   副总经理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45-14:25
生命科学前沿技术新进展及其在医美与皮肤护理
产品开发中的应用

黄亚东 教授 院长
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4:25-14:50 茶歇及自由交流

14:50-15:30
干细胞外泌体在化妆品原料及产品研发中的应用
前景/干细胞外泌体对皮肤修复的作用

朱宁文教授   主任医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30-16:10 皮肤pH值和微生物组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Philippe  Humbert    皮肤科教授
国际皮肤病理学学会主席

第三篇章 ：行业市场梳理与展望

16:10-16:50
一元伊始  万物重生
——2022春夏季全球美妆创新与营销趋势

王茁  全球合伙人
美国BeautyStreams 美妆智库

16:50-17:30 将数字化置于未来美妆的核心

Daniel  Whitby    战略洞察经理
Lake Chemicals  and Minerals

姜春娜   化工行业中国区主管
英国国际贸易部

创新的一站式防腐解决方案
时间：2021年10月26日    地点：上海宝龙艾美酒店金龙厅

       主持人：范传惠    亚什兰个人护理品客户经理
    主办：国药励展      合作方：亚什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3:15-13:30 创新的一站式防腐解决方案 ——亚什兰专场开幕词
赵连明   个人护理品亚太区总经理及大中华区总经理
亚什兰

13:30-14:00 新法规下的化妆品微生物安全
陈田  医学博士 /化妆品学科带头人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服务与健康安全评价所

14:00-14:30 法规新趋势和市场新变化
曹燕婷   个人护理品大中华区市场经理
亚什兰

14:30-15:10 微生物控制原理及全方位解决方案
张明刚   个人护理品亚太区业务拓展总监
亚什兰

15:10-15:30 茶歇及自由交流

15:30-16:00 产品保护技术支持及微生物质量管理
孙晓青   上海创新技术中心防腐剂技术经理
亚什兰

16:00-16:45 高关注度配方的解决方案
沈广阳   个人护理品业务销售总监
亚什兰

“用科技与质感诠释天然配方 ”论坛
时间：2021年10月26日    地点：上海宝龙艾美酒店银龙厅 2

       主持人：陈俊杰  嘉法狮区域市场拓展经理
      主办：国药励展        合作方：嘉法狮-质感专家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3:30-13:45 欢迎致辞及新法规下的嘉法狮

三亩大叔 （黄炎）  CEO
上海黛芊化妆品有限公司  

沈玲华 中国区商务经理    
嘉法狮

13:45-14:30 化妆品中的乳化技术及发展趋势
张婉萍  国际化妆品学院执行院长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14:30-15:00 竞争市场下的特色产品开发

李婷婷  高级产品研究员
上海黛芊化妆品技术经理

三亩大叔 （黄炎）  CEO
上海黛芊化妆品有限公司  



15:15-16:15
从原料的创造到配方开发 : 如何利用感官专长创
造配方质感

Vincent  Hubiche   个人护理品全球应用经理
嘉法狮法国 （Gattefoss é SAS）
中文解说 ：沈玲华

16:15-17:15 天然配方全解析
李思思  中国区技术经理
嘉法狮

17:15-17:30 势不可挡的天然趋势 ：从无水美容到生物可降解
沈玲华 中国区商务经理
嘉法狮

环境暴露与皮肤健康
时间：2021年10月26日    地点：上海宝龙艾美酒店玉龙厅

       主持人：王银娟 德之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化妆品原料部中国区产品经理
         主办：国药励展       合作方：德之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3:30-14:15 环境暴露对皮肤表面微生物组成及其代谢相关影响
刘玮  顾问
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

14:15-15:00 环境污染的地域性差异及其对皮肤健康的不同影响
赖维  皮肤科主任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00-15:45 环境暴露与痤疮
许阳  皮肤科主任医师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45-16:30 环境暴露与皮肤健康
劳树权   化妆品原料部中国区总监
德之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6:30-17:15 环境暴露与皮肤老化的影响
袁超 主任医师
同济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

10月27日 领袖峰会  第二天

化妆品研发配方论坛
时间：2021年10月27日    地点：上海宝龙艾美酒店宝龙厅 1

       主持人：李慧良 教授级高工 ； 顾洁  相宜本草  产品开发及法规总监 ；鲍熹珺  复星津美   总经理
    主办：国药励展          支持企业 ：深圳萱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斯拜科生化实业有限公司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人：顾洁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开发及法规总监

9:30-10:10 新规下化妆品企业配方开发流程
蒋丽刚  研发创新中心首席研发官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10:10-10:40 超分子技术在化妆品新原料创制中的探索应用
张嘉恒   教授/博士生导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

10:40-11:10 茶歇及自由交流

11:10-11:50 讨论1：如何兼顾配方公布与产品保护

李慧良 教授级高工
珀莱雅  研发创新中心首席研发官   蒋丽刚
联合利华   北亚区法规事务总监   朱介兵
同济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   皮肤与化妆品研究室副主任   谈
益妹主持人：鲍熹珺     复星津美化妆品科创中心      总经理

13:30-14:00 草本&活性肽复合物 -眼袋和眼部细纹的解决方案
王 婷   应用技术市场总监
南京斯拜科生化实业有限公司 ·应用中心

14:00-14:40 新规下，产品开发的特色之路
顾洁    产品开发及法规总监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14:40-15:10 茶歇及自由交流

15:10-15:50 人类表型组学与皮肤健康
王久存  系主任、教授、博导
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与人类学系

15:50-16:30 我国生物源化妆品原料的应用与监管现状
杨成   教授
江南大学

16:30-17:10
讨论2：功效性化妆品怎么和医院高校等实现产
学研医协作创新

上海珈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     田军
贝泰妮研究院   执行院长   王飞飞
上海百雀羚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科研总监  鲁楠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国际化妆品学院    执行院长    张婉萍
优麦科技   创始人CEO   常江

皮肤医学临床研究与护理基础论坛
             时间：2021年10月27日    地点：上海宝龙艾美酒店宝龙厅 2

       主持人：常江  优麦科技   创始人CEO； 丁慧  广州中医药大学    医学美容教研室主任      主办：国药励展
        支持企业 ：IFF- Lucas Meyer  Cosmetics  ；淼森股份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主持人：常江  优麦科技   创始人CEO

9:30-10:10 中西方人皮肤老化模式的差异
项蕾红  皮肤科主任医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10-10:40
人类角质细胞中发现的新嗅觉受体 ：在皮肤应激
反应中的巨大作用

王海英   中国区销售经理
IFF- Lucas Meyer  Costmetics  

10:40-11:10 茶歇及自由交流

11:10-11:50 功效性护肤品靶向敏感性皮肤的机制及应用
何黎  执行院长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皮肤病医院

主持人：丁慧  广州中医药大学    医学美容教研室主任   

13:30-14:10 光动力与皮肤年轻化
王秀丽  所长
同济大学医学院光医学研究所

14:10-14:40 中国传统优势项目和特色植物资源在抗衰老方向的
任晗堃    副总经理
淼森股份有限公司

14:40-15:10 茶歇及自由交流



15:10-15:50 皮肤光老化病理征象和治疗策略
王宏伟  皮肤科主任   主任医师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15:50-16:30 Pre-V-aging 初老不老
李茜  亚太临床科学负责人 ，科学转化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16:30-17:00 肌肤屏障功能修复 ---内服外养解决方案
彭宁  研发高级工程师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17:00-17:30 讨论：皮肤老化问题与产品开发

主持人：广州中医药大学    医学美容教研室主任   丁慧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亚太临床科学负责人   李茜
上海克琴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周宝萍
同济大学医学院光医学研究所   所长  王秀丽
UNISKIN 优时颜 联合创始人  研发负责人   叶睿 

市场潮流风向标论坛
             时间：2021年10月27日    地点：上海宝龙艾美酒店银龙厅 2

       主持人：陈虹   GfK中国  化妆品部门高级经 理；余敏婷   益普索中国   高级研究经理   
主办：国药励展      合作方：英敏特       支持企业 ：樸真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美丽修行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第一篇章 ：前沿趋势类

主持人：陈虹   GfK中国    化妆品部门高级经理

9:30-10:10 化妆品搭载前沿技术 ，真正融入生活中
陈虹  化妆品部门高级经理
GfK中国 

10:10-10:40 精油市场趋势与植物配方大解密
陈冠杰 研发总监
樸真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10:40-11:10 茶歇及自由交流

11:10-11:50 可持续成分及包装 ；合作的方法

Jane Evison    创始人及董事
英国化妆品集群

姜春娜   化工行业中国区主管
英国国际贸易部

第二篇章 ：行业市场趋势类

13:30-14:30 从“新”出发：全球美容美妆趋势
杜蕾  高级分析师 （亚太区美容市场 ）
英敏特

14:30-15:00 讨论：创新之力 ：品牌如何破圈

英敏特   高级分析师 （亚太区美容市场 ）   杜蕾
联合利华    对外孵化器 -大数据洞察负责人   许昭川
新锐品牌 -企业代表
花安堂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大客户业务部负责人 /董事
长助理   彭伟

15:00-15:30 茶歇及自由交流

主持人：余敏婷   益普索中国   高级研究经理   

15:30-16:00 大数据解码功效护肤成分趋势
徐红   合伙人&SaaS事业部总监  
美丽修行

16:00-16:40 新兴“他护理”——男士护肤市场洞察  
余敏婷   高级研究经理
益普索中国  

16:40-17:20 2021新锐品牌原料成分榜单及案例解读
温仪  资深市场分析师
美业颜究院

化妆品功效评价与检测论坛
时间：2021年10月27日    地点：上海宝龙艾美酒店金龙厅

主持人：郁琼花  SGS化妆与清洁护理用品服务中国区负责人 ； 陈田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服务与健康安全评价所    
化妆品学科带头人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SGS专题论坛 （上午）：抗蓝光等热门宣称的功效评估解决方案

主持人：郁琼花  SGS化妆与清洁护理用品服务中国区负责人  

9:30-10:15
SGS关于化妆品宣称的临床评估解决方案 ：护肤
品抗蓝光和保护皮肤微生态宣称  & 新规下常见
宣称

姜莉 博士    全球科学顾问
SGS化妆与清洁护理用品服务

杨扬   中国区化妆品首席技术专家
SGS化妆与清洁护理用品服务

10:15-10:50 男性皮肤的老化特点及相应评估手段
姜琳  产品功效评估  – 高级临床评估研究员
欧莱雅（中国）研发与创新中心

10:50-11:25 珀莱雅抗皱爆品打造过程中的临床功效评估分享
李亚男  产品评估部高级经理
珀莱雅研发创新中心

11:25-12:00 保湿的“深度”—— 缘起角质层 ，功效来论说
赵小敏  临床研发中心副总监
雅诗兰黛亚太研发中心  

主持人：陈田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服务与健康安全评价所    化妆品学科带头人

13:30-14:10 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技术要求
陈田  医学博士 /化妆品学科带头人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服务与健康安全评价所

14:10-14:40 鱼胚胎生物科技于化妆品功效及毒理研究应用
陈雪平   联合创办人及首席技术官
水中银（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40-15:10 茶歇及自由交流

15:10-15:50 新规下化妆品功效评价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学
鲁楠  科研总监
上海百雀羚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15:50-16:30 化妆品人体功效试验要素和质量控制
谈益妹  皮肤与化妆品研究室副主任
同济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