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2PerMed 项目和 Sino-EU PerMed 项目的第二份联合简报

欧洲和中国就个体化医疗研究和实施开展合作

欢迎阅读项目 SINO-EU PerMed (扩大中欧个体化医疗政策与研究的合作）和
IC2PerMed (将中国纳入国际个体化医疗联盟) 的第二份联合简报。两个项目均集
中于支持 ICPerMed (国际个体化医疗联盟）与中国伙伴合作以及欧洲和中国对个
体化医疗方法达成共识。
本简报将帮助您了解我们的工作和成就。
简而言之，我们的项目...

最新信息
中欧医疗合作周
由 IC2PerMed 和 SENET 项目组联合组织的中欧医疗合作周活动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成功在线举行。超过 100 位参会者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在多个主
题领域分享了观点和看法，包括目前中欧合作在医疗领域的作用、融资机会、合
作关键成功因素、个体化医疗领域创新医疗产品和方法的市场准入等议题。嘉宾
演讲和研讨会录音链接将随后发布。
幻灯片和录音

成功举办关于中欧个体化医疗领域合作的 Sino-EU PerMed 在线交流会
议
2021 年 6 月 1 日，Sino-EU PerMed 联盟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关于“中欧个体化医疗
领域合作”主题的中英同步翻译在线研讨会。在启动会议中，主持人首先向 50 位
与会者介绍了 Sino-EU 项目及其目标和未来活动。
下载PDF文件

IC2PerMed 工作组会议
IC2PerMed 联盟三个工作组的在线研讨会大大促进了个体化医疗内容
在国际范围内的推广和宣传。活动相关的主要主题包括：
工作组 1：“建立可持续的医疗格局”
工作组 2：“创新与市场”
工作组 3：“个体化医疗技术研究和临床研究”
在线研讨会中取得的所有丰富和重要成果都汇总到意见书中并进行了详尽说明。

Sino-EU PerMed 专家工作组
2021 年 11 月 25 日，第一届 Sino-EU PerMed 专家工作组会议圆满举行，目的是
确定中欧在个体化医疗科技合作方面的前沿研究主题。不同个体化医疗领域的中
欧专家汇聚在一起，展开了业务洽谈和意见交流活动。专家工作组的目标是确定
科技研讨会的主题，该研讨会将于 2022 年夏季由 Sino-EU PerMed 项目组组织召
开。此外，专家组还将扮演推手的角色，鼓励该领域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发表意见
和参与其中。
下载PDF文件

出版物
中欧个体化医疗科技合作：综述、趋势和未来前景
T在前 12 个月中，Sino-Eu PerMed 项目组致力于个体化医疗领域的科技研究规
划，然后以此为基础来了解当前合作的程度，分析主要障碍并制定双边战略，进
而增强多个层面的合作。托斯卡纳生命科学基金会 (Fondazione Toscana Life
Sciences)、德国航空航天中心 (German Aerospace Center)、丹麦创新基金会
(Innovation Fund Denmark)、健康研究委员会 (Health Research Board)、江苏省跨国
技术转移中心和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在名为“中欧个体化医疗科技合作：综
述、趋势和未来前景”(Sino-Europ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on
Personalised Medicine: overview, trend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的科学论文中共同讨
论了此次规划活动的相关成果，该论文已在 2021 年 6 月 1 日通过同行评审并发表
在《Future Medicine》期刊中。
下载PDF文件

将中国纳入国际个体化医疗联盟
第 54 届意大利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协会全国会议 (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talian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Society) 也展示了此次规划活动的成果。
IC2PerMed 的第一篇论文“将中国纳入国际个体化医疗联盟：促进中欧个体化医疗
合作发展的协调与支持行动”(Integrating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Personalised Medicine：The Coordination and Support Action to Foster Collaboration
in PerMed Development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已发表在《Public Health
Genomics》期刊中。
下载PDF文件

范围文件：中欧医疗研究和创新优先工作审查
IC2PerMed 项目组实施的规划活动最终通过决议。第一份交付成果“范围文件：中
欧医疗研究和创新优先工作审查”(Scoping Paper: Review on health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iorities in Europe and China) 已通过欧盟委员会审批并发布在我们的网
站上。
下载PDF 文件

最新活动公告
BBMRI-ERIC 生物样本库在线圆桌会议 (VRT)
加入由 BBMRI-ERIC 最近组织的在线圆桌会议，中欧专家将就个体化医疗主题发
表洞见。该圆桌会议将讨论 IC2PerMed 工作组活动相关议题，并在最后设计了观
众互动问答环节。
更多信息...

Sino-EU PerMed 利益相关方会议
Sino-EU PerMed 将在 2 月 17 日组织召开一次利益相关方会议。您将有机会认识
个体化医疗领域的不同专家，参与中欧个体化医疗局势讨论，并详细了解个体化
医疗方面的中医知识以及数据保护法的影响。
更多信息...

IC2PerMed 路线图验证
随后几个月，IC2PerMed 项目推进预计将进入关键阶段。在 2022 年 6 月 9-10
日，中欧访问专家代表预计将齐聚罗马并验证最终路线图。

IC2PerMed 路线图陈述
2022 年 9 月 21 日，计划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进行路线图最终陈述。

2022-2023 年即将举行更多 IC2PerMed 和 Sino-EU PerMed 活动
两个项目将会持续举行各种项目相关活动。更多精彩活动不容错过，敬请期待，
请访问网页：

PerMed 新闻及相关主题
中国的特定数据法规框架及其对中欧研究和创新合作领域的影响
过去五年，中国数据法规框架已进行了改进和重大修订，这对中欧合作伙伴之间
的科学、技术和创新 (STI) 合作具有直接的影响。本论文由支持国际科研创新合
作战略发展的“EU R&I Knowledge Network on China” | Service Facility 组织发表，
目的是简要了解中国科研创新领域相关的适用数据法律并提高欧洲机构的认知
度。
更多信息...

透过中国第 14 个五年计划了解中欧科研创新合作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本论文由支持国际科研创新合作战略发展的“EU R&I Knowledge Network on
China” | Service Facility 组织发表，目的是透过中国的第 14 个五年计划 (20212025) 以及相关最新科学、技术和创新 (STI) 战略，识别中欧科研创新合作方面的
机遇和挑战。该论文适应广泛欧盟目标，并与中国最新 STI 战略和实践相符，可
确保中欧在 STI 合作领域保持可持续发展，并提高欧洲 STI 成果的卓越性和弹
性。
更多信息...

ICPerMed 是国际个体化医疗联盟的简称：其成员既有公共组织，也有私营“非营利”组织，它们
的共同目标是促进欧盟个体化医疗的发展和研究。其主要决策机构为执行委员会，由挑战小组和
行动项目小组在工作中支持执行 ICPerMed 项目行动计划。

关于我们
我们的 ICPerMed 系列项目

IC2PerMed 项目旨在促进个体化医疗政策、创

Sino-EU PerMed 项目重点集中于中欧在个体

新和研究的改进发展，促进欧盟和中国在该领

化医疗领域的科技合作。

域的密切合作和共识。
IC2PerMed 项目下一阶段的关键词是“专业知
识”：将要求众多个体化医疗专家分享知识和
见解，确保针对不同主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最佳
方法。双方的互动将以三个多学科工作组
(WG) 形式进行，分别针对“建立可持续的医疗
格局”(WG1)、“创新与市场”(WG2) 和“研究与
临床研究”(WG3) 三个主题。
www.ic2permed.eu
IC2PerMed 项目：这个项目获得欧盟“地平线
2020”研究和创新计划的资金支持 (European
Union’s Horizon 2020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gramme)，出资协议编号为 874694。

项目将确定欧洲和中国在个体化医疗领域的相
关研究和卫生系统的利益相关方。Sino-EU
PerMed 项目将确定欧洲和中国在个体化医疗
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卫生系统的利益相关方。其
中包括现有的卓越人才、研究机构、基础设施
以及合作中考虑的个体化医疗多样性。其目的
在于发现和弥补现有差距，分析欧洲和中国之
间在个体化医疗领域的现有合作和新的合作的
潜力和优势，并在关注个体化医疗研究和创新
政策的相关组织和研究中心之间建立联系。因
此，项目将支持合适以及关注的中国机构参与
ICPerMed 项目及其工作组、研讨会、会议和
其他活动和计划。
www.sino-eu-permed.eu
Sino-EU PerMed 项目：这个项目获得欧盟“地
平线 2020”研究和创新计划的资金支持，出资
协议编号为 87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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