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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举办2017年中国新年答谢晚宴
摄影：王建锋、文：任科、吴昊；赵新

2017年1月21日星期六，美中医药
开发协会（美中药协，SAPA）于新泽西州
劳伦斯市百位居举办2017年中国新年答谢
晚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科技组钟文艳
与李玎领事，医药企业代表、SAPA常务理
事和志愿者，以及媒体记者等近七十位代
表出席了本次活动。

康产业论坛，多次接待中国药监会、中国
企业与各地产业园访美。唐会长接着展望
了美中药协在未来一年的计划，感谢了药
协理事和志愿者们做出的贡献、以及合作
企业与各大媒体长期对美中药协的鼎力支
持，并预祝大家新春快乐。
接着，多位美中药协2017年主要活
动负责人发表精彩演讲预告。常务理事陈
晓东博士详细介绍了将于2017年4月8日举
办的免疫肿瘤科学研讨会。孙壮博士热情
介绍了将于5月20日举办的职业发展研讨
会。之后，美中药协候任会长刘建博士介
绍了9月29至30日举办的美中药协第25届
年会，年会计划在一天半时间内举行，让
参会人员有机会参加更多的分会场。他也
提醒大家把美中药协三大活动时间记下到
时候参加，最后预祝大家新春愉快！

新年晚会在美中药协常务理事杨光
耀的主持下拉开帷幕。中国驻纽约领事馆
科技处钟文艳领事首先致辞。她高度赞扬
了美中药协对于中美医药行业交流合作做
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举办各种服务与美中
药协会员的各种活动，钟领事预祝会员们
新年快乐。
随后，美中药协会长唐蕾博士致辞
，首先感谢了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科技处长
期来对美中药协的支持。她总结了美中药
协在过去一年里举办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和
取得的成绩，包括年度盛会2016年会参会
人数逾千人、老牌精彩活动科学研讨会和
职业发展研讨会吸引了五百位以上参会
者、多次网络研讨会话题涵盖药物监管等
多个主题、协办了上海生物论坛和北京健

随后进行了现场精彩表演与抽奖等
活动，高潮叠起，欢声笑语不断。各位参
与业内代表充分肯定了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的飞速发展，感谢美中医药开发协会提供
的药学交流合作平台，期望跟美中医药开
发协会继续战略合作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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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常务理事与纽约总领馆钟文艳和李玎领事合影

美中药协参会人员合影
4

SAPA NewsLetter 88

[美中药协活动] 美中药协成功举办2017学生职业选择发展交流会
文：赵一鸣、 王晚；
导师不局限于校园，职场成功更需好
的引导。针对在美留学生和职场新人的强
烈需求，美中药协（SAPA）于三月四日在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FDU
）药学院，成功举办了“从象牙塔到现实
世界的飞跃” 交流会。此次活动关注人
际交流等软实力的培训，也提供了与生物
医药行业的资深人士宝贵的接触和交流机
会。时值窗外寒风凛冽，却抵挡不住职场
新人和莘莘学子向前辈们请教的热情。

图：赵一鸣、 刘建
之后的嘉宾演讲环节，首先BMS的陈
晓东博士重点谈到毕业生最关心的三个问
题，怎样在思想和技术上准备好迎接新工
作，怎样找工作，以及在医药公司里的日
常工作如何。随后来自Novartis的
Veronica Chen博士讲述了自己从做基础
研究，到临床研究，再到法规事务的职业
发展探索旅程，建议大家坚持学习，并且
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不要犹豫做出选择。接
下来Merck的李敬博士介绍了生物统计方
向广泛的就业市场，并结合自身的成功转
型经验推荐给大家许多授予学位或证书的
训练课程，以便大家选择。随后来自苏州
晶云的张炎锋博士谈到自己从博士到大企
业再到自主创业的经历，提醒大家连通人
生中的节点，永葆一颗好奇心。最后
Sandy Suh博士跟大家分享了面试经验和
技巧，特别谈到了中国人相对内敛的文化
对在美求职的负面影响。

交流会由FDU郭永教授主持，欢迎辞
之后，他首先分享了自己从学术界到药企
，再重回象牙塔的切身经历，希望在犹豫
职业规划的同学们今天能有所收获，同时
希望中国学生们将重心由擅长的技术能力
向培养个人能力和交流能力上倾斜。

图一：2017 SAPA学生职业发展论坛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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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来自苏州晶云的张炎锋博士在回答观众提问。 图三：分会场嘉宾与学生交流。

接下来孙壮博士主持的快速社交环
节，形式新颖有趣，场面热闹非凡。在短
时间的与嘉宾的交流中，与会者收获多多
，意犹未尽。

具体方向进行探讨。会议在面对面的交流
中落下帷幕，与会者仍围着嘉宾们久久不
愿离去。大家都表示通过这次活动，不仅
对工业界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学到求职面
试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有机会结识了医药
界精英人士，得到了一对一的个性化指导
，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更加期
待SAPA在下个月举办的2017科学研讨会。

交流会最后的分场环节从研发及学
术界，临床统计，法律法规三个方面分别
进行。便于大家能更加深入的与嘉宾们就

图四：纽约大学博士生钟啸向嘉宾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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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免疫疗法掀癌症治疗革命
美中药协2017科学研讨会人气爆棚
文：赵一鸣； 摄影：赵新、 王建锋

2017年4月8日，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SAPA)在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obert
Wood Johnson医学院成功举办了2017年度
科学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是“癌症治
疗的革命-免疫疗法及未来”。大会紧紧
围绕当前医药领域这一最热门最具影响力

的方向展开，利用新泽西“药谷”的优势
，邀请了超过十六位来自于美中医药界的
重量级嘉宾做了精彩的报告与小组讨论。
三百五十位与会名额被抢购一空，不得不
提前关闭注册，现场最终超过了四百人，
火热程度大大超出预计。

图一：部分演讲嘉宾与美中药协组委会合影

首先SAPA总会会长唐蕾博士致欢迎
辞并介绍了参会嘉宾，包括从纽约专程赶
来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科技参赞邢继俊
博士和李玎领事。SAPA常务理事陈晓东博
士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研讨会会并介绍了
一天的议程。

们从历史，发展，机遇和挑战等各个方面
介绍分析了该领域的发展情况。首先
Incyte公司副总裁Scherle博士介绍了IDO
抑制剂Epacadostat的研发过程，以及与
其他公司PD-1 抑制剂如Yervoy， Opdivo
或Keytruda等癌症免疫最火联合治疗的可
喜临床效果

随后, 在令人期待已久的大会报告
中，来自癌症免疫疗法的领军公司的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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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SAPA总会会长唐蕾博士致欢迎辞。

图三：SAPA常务理事陈晓东博士给Incyte公司
集团副总裁Scherle博士颁发社区服务奖。

接下来BMS药理部门主管Bello博士
介绍了近年相继获批的
CTLA-4,PD-1,PD-L1等多种免疫检查点阻
断剂的原理和该领域如火如荼的发展。紧
接着默沙东医疗执行总监 Emancipator博
士，讲述了他领导开发的伴随式诊断，如
何帮助病人确定是否适合PD-L1阻断剂治
疗。这一精准治疗法最后帮助默沙东的
Keytruda成为首个获批的一线抗非小细胞

肺癌药物，让肺癌治疗跨入了“免疫时
代”。

图四：默沙东医疗执行总监 Emancipator博士作报告

图五：大会共同主席朴素芬博士向华大基因
首席科学官茅矛博士颁发颁发社区服务奖。

大会报告下半场，Advaxis公司首
席科学官Petit博士介绍了该公司用生物
工程技术改造过的李斯特细菌，引导免疫
系统攻击肿瘤细胞的独特技术。该技术已
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最后华大基因的首
席科学官茅矛博士讲述了如何将基因组分
析应用于癌症免疫治疗的发展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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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此次大会还首次邀请到学生进行研
究成果海报展示。共有来自美国东部各高
校2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受邀参展。这个环
节让学生们有机会向业界资深人士展示自
己的工作，提供了难得的职业发展交流机
会。

图八：SAPA-HQ继任会长刘建为百济神州高级
副总罗侣松博士颁发颁发社区服务奖。

司执行总监Khetani博士全面介绍了
Celgene全球健康部如何与世界各地的非
营利性组织以及学术机构通力合作，从含
有超过400,000个化合物的Celgene公司药
库里，快速筛选出了有效药物用于专门治
疗发展中国家仅有的疾病的研究中。随后
国内新药研发走在前列的百济神州的高级
副总裁罗侣松博士详解他们如何在中国北
京研发出BGB-A317 这一PD-1单抗新药并
将其推向全世界的临床试验的研发历程。

图七：研究生和博士后进行研究成果海报展示

下午的研讨会第一部分是关于新药
开发过程的故事，来自万春制药的首席医
学官Mohanlal博士向大家解说了普那布林
（Plinabulin）从发现于海洋到应用于病
人治疗的开发历程。接下来，Celgene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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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平行论坛分为了生物类似药研发和
药物临床开发两个部分。在生物类似药分
论坛中，Sandoz公司临床药理副总监朱博
士以四个生物类似药获批案例，从FDA申
请的角度介绍了生物类似药和可互换生物
药在美国申请批准的各项法规要求。同时
DES Biologics Consulting总裁Smolin博
士从药物化学、生产和质量监控的角度，
讲解了生物类似药从构建细胞株到完成制
剂成品剂量形式的研发过程中所必需的重
要原则和策略。另外Sandoz公司执行总监
曹阳博士还从FDA申请的角度，介绍了生
物类似药和可互换生物药在美国申请批准
的各项法规要求。

关方对药品安全的疑问，最终帮助药物成
功获批。Kyowa Kirin公司副主席Li博士
以她在美国和日本多年从业经验为大家描
述了统计分析在临床试验的设计和执行中
的应用。默沙东癌症免疫治疗转化研究总
监Yuan博士介绍了下一代生物标记物研究
技术如何能有效预测疗效的各类相关生物
标记物，并帮助癌症病人降低药物毒副作
用。最后论坛在与台下观众的交流互动中
结束。
整场会议气氛热烈，座无虚席。参
会者们均表示能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中，全
方位的了解目前制药行业最新的进展和未
来发展趋势实在难得，这得益于SAPA主办
方的细致筹划和精心准备。追热点，拓视
野，交朋友，在美医药界的华人们期待下
一次的相聚

在另一个药物临床开发分论坛中，
Janssen R&D药效安全主管 Xu博士从药物
警戒和药品安全的角度为介绍了如何快速
地提供科学依据，解答药品监管部门等相

图九：后勤部队SAPA志愿者们为大家准备的可口午餐。图十：参加药物临床开发分论坛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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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与福建漳州市龙文区签定合作备忘录
文：许爱国；摄影：王建锋
4月21日下午，细雨蒙蒙，初春的
新泽西，到处花团锦簇，欣欣向荣。在这
春暖花开的时节，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SAPA）和中国福建漳州龙文区的代表团签
署了一项长期合作的战略协议。漳州市龙
文区的胡栋良区长和美中药协候任会长刘
建博士出席并代表双方签约，双方就人才
交流，合作与投资等多领域合作达成一致
意见。

双方宣布并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具体落实
到加强美中药协与漳州市龙文区生物制药
相关产业园区在人才交流，合作伙伴，项
目，平台，活动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开展
学术交流与合作；支持到龙文区项目投资
与贸易；建立中美智力引进渠道；美中医
药协会在其主网站为龙文区投资环境，生
物医药产业招商等做推广等。
漳州市蓝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王龙
庆主任，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外事侨务
办公室卢连发主任，漳州市蓝田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陈静宇科长以及恒丽
电子邵跃明董事长和美中医药协会的常务
副会长沈小乐博士，秘书长王建锋博士，
运行部主任许爱国博士，以及常务理事
Mike Hu，代星博士等出席签约仪式。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大家都有一
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双方参会人员相互介
绍后，播放了龙文区宣称视频，龙文区胡
栋良区长简单介绍了漳州市龙文区的人文
，历史，龙文是一个较具实力，富有活力
，食品，生物医药蓬勃发展，生态适宜，
生活便利的城市，一直在寻求生物医药，
医疗器材，老年保健方面的合作。SAPA候
任会长刘建博士然后简单介绍了SAPA的成
长历史，现状和为美中医药行业交流搭建
桥梁服务宗旨，美中药协总部和各分会的
每年的各项主要活动，以及美中药协可以
提供的服务。为了利用双方的优势互补，

此次战略合作，标志着双方将在人
才交流，学术交流与合作，项目投资与贸
易等诸多方面加强协作，为漳州市龙文区
的医药行业，医疗器材及老年保健的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双方极其期待这种
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漳州市龙文区的胡栋梁区长（左）和
SAPA侯任主席刘建博士交换签订协议
参会双方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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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美中药协成功举办2017职业发展论坛:
“向前，向上-在逆境和变革中提高”
文：赵一鸣、展西; 摄影：赵新、刘建、王建锋、刘玲;
采编：薛晓娇、胡逸坤、单靖、吴双、石洁、周海平、梅佳军、曹斌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于5月20
日在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商学院成功举办
了2017年职业发展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
是“向前，向上：
在逆境和变革中提
高”。论坛邀请到来自大型制药企业、创
业公司和研究机构从事研发，法律，管理
，投资，教育，人力资源等各方向的二十
多位嘉宾，吸引了约四百位在美医药界人
士参加。
大会联合主席许爱国博士宣布大会
正式开始之后，SAPA总会会长唐蕾博士向
大家致欢迎辞。她说促进医药界专业人士
的职业发展是SAPA的一项首要宗旨，每年
的职业发展论坛亦是SAPA精心打造的旗舰
项目。

自己的职业发展路线。本次论坛，不是要
教大家某种成功的方法，而是提供平台创
造氛围，让大家共同探讨，相互学习，实
现自我突破。他生动形象的以自行车运动
作比，形象地概括了他对职业发展的理
解。他说做好一份工作，就像要首先选一
个好的车座，一定要听从专业人士的意见
，这个车座未必坐得舒服，但是却能提高
效率,要学会去适应这新的方式。第二是
要学会用变速器，在不同的环境要用不同
的档位，同样在不同的公司和职位也要学
会适应该公司的文化。最后，自行车是一
个团体运动，跟在队伍里，会比独自骑行
节省40%的精力。在职场中，跟随好的领
导者，善于团队协作，则要少走许多弯路
，且进步的更快。这些比喻让现场观众耳
目一新，印象深刻。随后的“无VIP午
餐”更是打破人际壁垒，鼓励大家尝试与
陌生人同桌进餐，以此拓宽人脉，创造机
遇。

图一：SAPA总会会长唐蕾博士向大家致欢迎辞。

在上午的全体会议中，大会主席孙
壮博士讲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特点和属于
图二: SAPA”金牌职场导师” 孙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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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针对广大参会者的不同需求，
关注于各焦点问题，下午的活动在11个分
论坛中进行。以下是来自与各个分会场的
报道：

❖

求职技能辅导分论坛

资深应聘辅导Eric
Rosenson和
Eugene Gentile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帮助大
家明确申请工作时的要点和实用技巧，包
括如何准备简历和面试，怎样和猎头以及
面试官交流，如何寻找工作机会。首先专
家帮助大家理清面试的重点。这个重点并
不是求职者，甚至也不是公司。面试真正
的关键，是这个空缺的职位。于是了解公
司真正的需求是每个求职者首先要明确的
事情。其次，“细节决定成败”。如何撰
写和排版简历和求职信？面试当天应该带
什么？怎样给面试官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怎样保持良好的心态？讲座里干货频出，
现场互动热烈，观众在欢笑的同时得到启
发，得以从新的视角看到应聘的实际问题
，避免误区

❖
美国工作签证介绍与新移民政策
的影响分论坛
针对年轻学生学者找工作和身份问
题，移民律师Alka Bahal和Jane Wang详
解了工作签证的种类和申请资格，详细说
明了绿卡申请途径；尤其提到了政府提供
了public email供大家举报，劳工申请政
策可能也会改变。移民专家与参会观众探
讨了应对可能的政策变化的相应措施，并
特别指出，并非所有的政策改变都是不利
的，例如H1b现在有60天Grace Period；
EAD更新如果已经提交，就可以在三个月
内继续工作。

图三：Jane Wang 与Alka Bahal在签证政策分会场

图五：Eugene C. Gentile在面试分会场

图四：Eric Rosenson在求职分会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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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产业中的职业职能分论坛

Time/Resource, Quality。策略的重点
是“Why”和“What”，而监管计划的重
点是“How”。Frank Carillo更表示，
Effective Strategy=Quality x
Acceptance。整个分会气氛热烈。其中
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问及未来
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工作的可能性的时候
，Frank说，作为医药工作者，“We are
not thinking machines that feel; we
are feeling machines that think.”

面向求职中和工作不久的参会者，
SAPA邀请了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前辈
Jessicca Rege, Chi Li, Zak Huang,
Frank Carillo, Min Li，分别从不同的
领域出发，以具体的事例介绍了研发，分
析，临床，监管等等各个方向的工作内容
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途径。同时也帮助大
家分析了进入该领域所需要具备的素质，
为大家的职业选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

职场软实力的培养永远是大家关心
的焦点问题。Jacklyn Lee讲述了自己参
加Toastmasters获得了公共演讲和领导能
力的锻炼。Sunil Robert Vuppula则讲述
了自己从经历车祸到从轮椅中站起，完成
本科和MBA，最终成为畅销书作家的故事
，向大家阐明了失败是人生重要的一部分
，只要活着就不要放弃的道理。在问答环
节，观众积极踊跃提问，Jacklyn和Sunil
热情回答每一个问题。观众们纷纷表示，
他们的亲身经历让人深受感动也很有启
发。

图六：Jessicca Rege在职业职能分会场

❖

分析化学与DMPK分论坛

今年第一次请到了NJ-ACS MS
Discussion Group与大家分享了分析化
学方向在医药界的丰富就业机会和广阔
发展前景。“老”“中”“青”三代分
析化学方面的专家主要介绍了DMPK的定
义以及相关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以LC/MS
为例，介绍了以此为基础的研究和相关
工作机会。这次分会不仅为大家提供了
专业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SAPA与ACS
Discussion Group组织之间的经验交
流。
❖

职场软实力分论坛

法规事务与沟通技巧分论坛

监管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方向。
Zak Huang表示，Regulatory Affair是
一门艺术。Chi Li提出了监管策略的四
个要素：Direction, Framework,

图七：Jacklyn Lee谈职场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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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药工业里的科研职业分论坛

善于管理变化。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她
提到要对机会持开放态度，以及如何寻找
职场的导师来引导自己的职业发展。

华海药业副总裁Min Li从自己的化
学研究生涯谈起，他获得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有机化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芝加
哥分校博士后，先后在罗氏，默克，先
灵葆雅，默克集团从事药物研究工作。
他是药物降解方面专家，他所著《Drug
Degradation》成为亚马逊畅销图书。随
后他深入的讲解了各种药物氧化降解的
机理，尤其着重谈到Udenfriend反应可
能带来的药物稳定性问题。台下学有机
化学合成与分析的同学都在认真听讲，
记笔记。

图八：Cheryl Li谈职业选择

❖
Game of Career, 你必须知道的
职场前十年的法则

❖

Meng Xu以自己在默克和百时美施
贵宝十年的工作经历，给大家总结出四
条职场发展的“秘籍”：激情，勤奋，
情商，策略。她强调了激情在职场中的
重要性，以及如何寻找自己的激情所
在。在谈到勤奋时，她介绍了“一万小
时定理”以及“Grit”的概念。另外情
商是职场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最后，
她提到了如何建立与同事之间的融洽关
系以及如何建立个人品牌。最让人印象
深刻的是她谈到“从不独自午餐”，不
要浪费每一次跟同事一起午餐的机会。
❖

风险投资，回国工作论坛

资深投资专家Jin Wang讲述了自己
如何从实验室研发走向风险投资的经历，
分享了他对中国和美国投资环境的分析和
看法。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他将他所有
的财富都押注在丁香园，他说如果连你自
己都不把钱投在某个项目，你如何能说服
别人与你一起投资。
此次论坛之外还有包括诺华，强生
，百时美施贵宝，赛诺菲，默克，华大基
因，科伦药业等20家大小制药企业的现场
招聘，现场火爆异常。许多参会者告诉记
者，这次的SAPA职业论坛，主题明确，信
息量大，嘉宾阵容强大，内容实用性极
强。此外华丽的场地，丰盛的午餐，以及
SAPA有序的组织也是让人赞不绝口。短短
一天的论坛，大家不仅对精彩的演讲印象
深刻，体验了获得新知的顿悟，同时也扩
大了自己的朋友圈。大家对下一次SAPA的
活动充满了期待

不同阶段的职业选择

PharmaSynergy联合创始人，CEO，
Cheryl Li博士在超过20年职业生涯里，
拥有从事产品开发，研发外包，外部制造
，产品授权，战略伙伴，产品尽职调查，
合同谈判等广泛丰富的经验。她提出要利
用自我理解，自我设计，自我营销，自我
反思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要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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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午餐社交

图十：午餐社交

图十一：恒瑞制药现场招聘

图十一：百时美施贵宝现场招聘

图十二：SAPA职业论坛演讲嘉宾与组织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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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美中药协成功举办2017年夏季野餐活动
文字：朱洁、 臧晓潍；摄影： 刘建

2017年7月22日，阳光明媚、绿意盎然
，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美中药协，SAPA）在新泽西Piscataway的
Johnson Park野餐营地举办了年度夏季野餐
盛会。共约250名新老会员及其家属在这里
相聚，大家一起共享美食、一起参加游戏、
一起交流心得，共同享受这夏日的美好时
光。

活动前，美中药协候任会长刘建博士
代表SAPA欢迎大家参加活动，他简要介绍了
协会的目标和此次活动的主旨；他对对志愿
者的参与和大家的一贯支持表示了感谢，他
特别感谢了此次活动的独家赞助商
Millipore Sigma公司。最后敬请大家关注
即将于9月29-30日在新泽西举办2017年美中
药协第二十五届年会，欢迎大家注册参加。
之后大家愉快地合影。

图1 2017夏季SAPA野餐活动所有参加者合影

图2 候任会长刘建博士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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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餐活动共分为中餐和烧烤两部分，
中餐有芝麻鸡、烤鸭、糖醋排骨、油爆大
虾、干贝牛等二十余道中式菜肴，烧烤有羊
肉串、烤虾、烤翅等美味，此外还有各式饮
料和各种口味的比萨同时供应，照顾中美两
国朋友的不同口味。伴随着炭火燃气的屡屡

烟火，各种美食香气四溢，色香味俱全，令
人食欲大增。在每个美食摊前，大家井然有
序地排起长队。大家边吃边聊，或者与老朋
友叙旧、或者和新朋友结识，一起分享生活
乐事、共同探讨工作点点，伴着美意的环境
，享受难得安详。

图3 赞助商Millipore Sigma公司的展台

图4 自助式中餐不限量供应

图5 热腾腾的烤肠现场烧烤中

游戏环节，美中药协准备了叠叠乐、
迷你高尔夫、飞盘、抛沙包等丰富多彩、充

满趣味的游戏，受到了孩子们的喜欢，也得
到了大人们的积极响应。大家一起游戏，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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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活了筋骨，也深化了友谊。孩子们也被完
全投入这热闹温馨的气氛中，追逐嬉戏着。
野餐场地上空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呼雀跃之声
，为活动增添了不少乐趣。

得以彼此相识，大家交流心得体会，共话药
协未来，许多成员表示受益颇多。
一天的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大家意
犹未尽，纷纷表示感谢SAPA组织此次野餐活
动，既促进了会员交流，让与会者度过了充
实而又愉快的一天，同时又对下SAPA一次的
野餐盛会和其它活动表示期待。

除了品尝美食和把玩游戏，成员的联
谊与交流更是此次聚会活动的重点。通过一
天交流活动，不同年纪不同工作岗位的成员

图6 孩子们全心投入在游戏“叠叠乐”中

图7 成人孩子一起参与的游戏“投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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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SAPA-China 成功举办第一届年会

2017年4月13日-14日，美中医药开
发协会中国分会（SAPA-China）第一届年
会在中国总部郑州成功举办。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中国医药
企业管理协会名誉会长于明德、恒瑞医药
董事长孙飘扬、元明资本创始合伙人田源
博士，安进公司研发副总裁张明强分别作
了大会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养洁应邀
参加会议，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
张延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航空港实验区
管委会主任马健、副主任常继红、国家药
典委员会副秘书长兰奋出席会议。

大会主题秉承协会理念，利用协会人
才资源，通过创新和全球合作，建设一个
成功的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来自全球医
药界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近400人参加了
年会。美中医药开发协会总会会长唐蕾、
美中药协开发协会中国分会会长王英、董
事会主席吴豫生等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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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会会长王英博士主持会议，
董事会主席吴豫生博士发表致辞，向到会
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本次年
会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知名药
企和医药投资人等近四百人齐聚郑州，其
中有很多重量级的医药大咖助阵，使本届
年会更具国际化、专业化、高端化。

针对当前中国的医药创新发展需要
，大会组织了“生物大分子新药创新高峰
论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肿瘤免
疫疗法”“商务拓展、合作伙伴和投融
资”四个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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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下午，由石斌博士、史力博
士主持大分子论坛“生物大分子新药创新
高峰论坛”。围绕生物大分子新药创新，

唐蕾博士、景书谦博士、Xin Du博士、
Aston Liu博士、宇学峰分博士别发表演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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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下午，分会“仿制药一致
性评价”、“肿瘤免疫疗法”、“商务
拓展、合作伙伴和投融资”同时在三个
分会场举行，满足了参会人员的不同需
求。

刘建博士、崔霁松博士作为分会主
席主持分会-“肿瘤免疫疗法”。徐志新
博士、董晨教授、王立群博士、闻丹忆博
士、孙中平博士依次分别演讲。
分会“商务拓展、合作伙伴和投融
资”由分会主席夏明德博士、王进博士主
持。李永国博士、龚兆龙博士、张连山博
士、包骏博士、Dennis Gross博士分别发
表演讲。

分会“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由分会
主席李敏博士、张仲达博士主持。王志云
博士、朱思远博士、周晓华博士、魏世峰
博士、李敏博士分别发表演讲。

23

SAPA NewsLetter 88

24

SAPA NewsLetter 88

出席会议的特邀演讲嘉宾和SAPA领
导人有：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院士 、中
国科学院院士吴养洁院、国家药典委员会
副秘书长兰奋、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
长于明德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飘杨 、元明资本创始合伙人田
源博士、美中药协中国分会董事长吴豫生

博士、美中药协中国分会会长王英博士、
美中药协中国分会秘书长高剑昕、美国安
进(Amgen)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张明强博
士、江苏恒瑞医药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博
士、上海泽润生物医药 CEO史力博士、
浙江华海药业副总经理李敏博士、浙江华
海药业副总经理胡江滨博士、杭州英创医
药总裁张汉承博士、北京汇诚健华医药董
事
级研发总监张向阳博士、葛兰素史克
(GSK)研发总监Aston Liu、思路迪CEO龚
兆龙博士、北京罗诺强施医药CEO魏世峰
博士、北京康龙化成医药科技副总经理张
综达博士、原广西省疾病防疫中心主任李
荣城、曼哈顿资本合伙人王进博士、珅奥
基医药首席商务官包骏博士、康希诺公司
董事长宇学峰博士、上海立迪生物总裁闻
丹忆博士、上海复星凯特总裁王立群博
士、美国百时美施贵宝(BMS)心血管生物
研究员杨静博士 、美国福克斯罗斯柴尔
德(Fox Rothschild)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
晚生博士、美国The DMG Consultancy咨
询公司常务总监 Dennis M. Gross、
Boehringer Ingelheim转换医学及临床药
理部高级副总监周锦博士 、美国百事美
施贵宝公司高级研究员陈晓东博士、佳生
科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临床医学科学部经
理朱思远博士等。

长崔霁松博士、杭州鸿运华宁生物医药工
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中平博士、GeneWiz
公司总裁景书谦博士、康龙化成（北京）
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国胜博
士、浙江华海药业副总经理顾虹博士、浙
江华海药业制剂研究院副院长王志云博
士、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董晨博士、北京
大学讲席教授周晓华博士、罗氏(Roche)
转化医学和肿瘤临床药理学高级总监徐志
新博士、华领医药副总裁李永国博士、美
国强生(J&J)研发总监戴卫国博士、赛诺
菲(Sanofi)药代药动全球科学事务总监唐
蕾博士、美国默克（Merck）对外药物化
学部主任研究员刘建博士、美国安进
(Amgen)对外研发和业务发展负责人石斌
博士、美国强生(J&J)创新中心资深总监
杜新博、美国Advaxis 公司药政监管执行
总监夏明德博士、美国强生(J&J)临床研
究总监甘晓冬博士、葛兰素史克(GSK)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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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SAPA-CT 成功举办第一届职业发展论坛
文：邵君棠；摄像：孙静玮，钟筱波；编辑：易婷

图1：会场观众

3月26日，美中药协-康州分会（
SAPA-CT）在耶鲁大学成功举办了首届职
业发展论坛。本届活动的主题是：
“Jumping Out of the Circles”。来自
药企和学术界一百五十位参与者共聚耶鲁
大学 Linsly- Chittenden礼堂聆听嘉宾
的经验分享，积极讨论职业规划中的机遇
和发展。

首先，SAPA-CT 候任会长Jin Zhou
热情洋溢的感谢了远道而来的嘉宾和观
众。Jin Zhou 提出每个人的发展都受限
于不同的圈子定势，这些或来自语言文
化、或来自于学术背景等等的制约，本次
职业发展会的主旋律就是探讨如何跳出定
势寻求发展。

图2：候任会长Jin Zhou和现任会长Steve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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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会长Steven
Yu充满感情得回顾了
SAPA-CT的历史和历届活动，感谢一路走
来中美医药各界给予的扶持和志愿者的辛
勤付出，特别感谢耶鲁大学中国学生学者
联合会和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对本次
活动的无私协助，以及非常感谢外联出国
集团对于本次论坛的大力赞助。

典故强调自省在职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而
长期居住于上海，在中国有多年丰富工作
经验的、来自My
Job
tank
的CEO
Jeffery Bernstein 以他独特和具有深度
的跨文化理解，深入分析了海归面临的机
遇和挑战，特别他自己人生旅途中的不平
凡经历，鼓励年轻的求职者需要有人生经
历和历练的设计，他目前开创的“职库”
不单单是为了解决职业问题，而是帮助求
职者找到很好的人生职业和事业的路径。
Brittany Schneider 则从著名医药工业
公司拜耳（Boehringer Ingelheim ）面
试官的角度总结出了面试求职中求职者应
该知道的一些问题，以提高应试中的实战
技巧。

主讲人 John Sun用呼啦圈作为道
具，向观众生动形象地诠释了限制人们思
维模式的“圈”无处不在。John不拘一格
得以第三只眼寓意开放包容的职业心态，
鼓励大家跳出思维定势追求更好的真我。
在主题为“把握方向-转向工业界的职场
发展“的上半场研讨会中，Yu Cheng 博
士引经据典，以孔子，爱因斯坦，吕蒙等

图3：上半场嘉宾（从左到右）：Jeffery Bernstein，John Sun，Brittany Schneider，Yu Cheng

在以“做自己的老板-创业漫谈”
为主题的下半场，Norman Gray 教授一开
场就抛砖引玉，提出“是选择当一名优秀
的骑手还是选择自己拥有一匹千里马？”
，引发每一位与会者的深思。Norman

Gray教授回顾了自身的创业旅程，现场展
示了他的团队发明创造的人造肺叶的材料
和Seal N Snip 等产品，强调以技术创新
作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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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SAPA-CT 的前任会长，Yongmei Li 博
士用幽默风趣而又理性分析的角度，让与
会者分享了自己如何从药厂高管转变为创
业者的故事，感人至深。她更用自己的经
历鼓励在场的学生积极参与AAPS，

SAPA-CT等学术会议和活动，拓展人脉寻
求发展。
在Panel Discussion 环节中，嘉
宾和观众积极互动，交流对于创业策略和
职场发展的种种见解。

图4：下半场嘉宾（从左到右）：Norman Gray，Yongmei Li

图5：Panel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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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即将落幕之时，夏善晨教授
代表外联出国咨询集团的董事长何梅女士
向大家传递了她对所有与会者的问候和感
谢，也介绍了外联出国集团在美国社会中
对中美青少年、儿童残疾者、留学生们的
无私奉献。

此次耶鲁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的领导宣哲民、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
领导王雪洁、陈剑平和李蕾也全程参加了
这次活动。2017 年SAPA-CT 首届职业发
展论坛圆满落下了帷幕，让我们共同期待
SAPA-CT接下来更多更精彩的活动。

图6：夏善晨教授发表讲话

图7：活动圆满落幕

29

SAPA NewsLetter 88

[美中药协活动] SAPACT/UConn 2nd Joint Scientific Symposium
Moving toward the future of Medicine
Chao Chen and Anand Gupta
The 2nd SAPACT, UConn School of Pharmacy and AAPS UConn Student Chapter joint
scientific symposium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May 13th, 2017 at the School of Pharmacy,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torrs, Connecticut. The theme of this symposium centered on the
future of medicine. This meeting attracted over 60 participants from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offering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academic institutes
and local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First of all, Dr. Xiuling Lu, th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s the organizer, gave an introduction of the meeting highlighting the podium presentation
session, short talks, poster presentation as well as the career development panel discussion. Dr.
James Halpert, dean of the School of Pharmacy and Professor of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gave a very warm opening speech, and highly appraised the
joint efforts from SAPACT members, UConn School of Pharmacy staffs and the UConn AAPS
student’ chapter. Dr. Steven Yu, the 20162017 President of SAPACT welcomed all the
attendees and emphasized the mission of the organization: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promoting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science, idea exchange, networking,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he podium presentation session was cochaired by Dr. Steven Yu, Director at the
Boehringer Inghelheim Pharmaceuticals, Dr. Xiuling Lu and Dr. Xiaobo Zhong, professors at the
UConn pharmacy school. The symposium featured five distinguished speakers: Dr. Debra
Kendall, Board of Trustee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Medicinal Chemistry, School of
Pharmacy, at UConn; Dr. Xiang Gao, Senior Director & Head of Pharmacometrics and
Physiologically Based PKPD M&S, Translational Clinical Sciences, Alexion Pharmaceuticals;
Dr. Juntao Luo,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SUNY Upstate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SUNY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Dr. Yong Yue, Director of Computational
Biology,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and Dr. Qichao Zh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etics & Genomic Science,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Hospital.
Dr. Kendall’s talk titled “CB1 Allosteric Modulators: New Drugs for an Old Target”.
She introduced the physiological role of cannabinoid receptor in human health, and mechanistic
understanding of how this macromolecule mediates differential signaling. Dr. Gao gave a talk on
“Model Informed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A Rational Approach to Efficiently
Accelerate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He presented the MIDD concept and its use as
pharmacological approaches for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nd for increasing pharma R&D
productivity. Dr. Luo gave a speech on “Novel Telodendrimer Nanoplatform for Therapeutic
Delivery” and focused on developing novel biocompatible polymer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ose
in encapsulating small drugs and proteins to improve drug delivery and efficacy. Dr. Yue gave a
presentation about “PatientCentric Genomic Data Analysis and Precision Medicine”. His
focus is on the stateoftheart of the patientcentered genomic medicine as well as future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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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research field. Dr. Zhu’s speech was on the “Personalized Cancer Medicine and Its
Dependent Data Integration” and he addressed how to apply individual genetic profiles
together with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for clinical cancer therapies.

Distinguished speakers Dr. Kendall, Dr. Gao

Dr. Li Wang,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and Neurobiology, at UConn,
moderated the trainee short talk session, in which five abstract awardees including UConn
graduates and postdoctoral fellow briefly presented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and progress. They
are Dr. Chao Chen, André O’Reilly Beringhs, Jing Li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Yi Huang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and Neurobiology), and Ziyan Zhao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This session covered a variety of topics from th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of cytochrome P450 subfamily 2B enzymes in xenobiotic metabolism (Dr. Chao
Chen), quercetincontaining drug delivery systems (André O’Reilly Beringhs) and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of liver fibrosis (Yi Huang), to phosphorylated antigens relevant T cell
activation in cancer cells (Jin Li) and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for glycolytic inhibitors (Ziyan
Zhao).
In the poster session, eighteen posters were selected for exhibition. Not only did this
meeting allowed UCon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ers to present their work, but also attracted
many researchers from other fields and institutes. Although the session took place during the
lunch break, participants showed great interests and discussed on these emerging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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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ences were attracted by the talks from the distinguished speakers Dr. Kendall, Dr. Gao, Dr. Luo, Dr. Yue and
Dr. Zhu.

The last session of career development panel invited our speakers and guests to share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advancing career. The session was moderated by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AAPS UConn Student Chapter, Anand Gupta. These panelists have tremendous
success in their fields of expertise either as professors (Dr. Debra Kendall and Dr. Qichao Zhu)
or as executive leaders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r. Xiang Gao, Dr. Yong Yue and Dr.
Rob Picone). Attendees actively asked questions; for instance, the choice of career path, personal
traits for potential employees and so on. As the leader of the pharmacy school, Dr. Halpert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is session, and communicated with speakers and audiences with the
focus on how to match employers’ needs with student’s capabilities. In response, the panelists
illustrated how to make a strategic plan to advance career and the importance of mentorship as
well as essential personal qualities required for working in industry. It was also stressed in the
discussion that a successful career require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persistent efforts, being
flexible when needed, good team player and willingness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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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 Dr. Halpert and poster awardees

Finally, Dr. Xiuling Lu gave a closing remark to conclude the event. The speakers,
awardees, poster presenters, SAPACT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s well as AAPS UConn
Student Chapter leader group were invited to take pictures of this memorable event. She said the
2nd joint scientific symposium was only possible with strong supports from all these people,
particularly the student leaders of the AAPS UConn Student Chapter.
This oneday scientific symposium has yielded fruitful outcomes: full registration of over
60 attendees, brainstorming discussion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human healthcare perspective as well as building up a platform for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and
career development. We want to thank all the leaderships and collaborators for their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We look forward to futur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UConn School of Pharmacy and
SAPACT.

Symposium organization committee members, SAPACT committee members and 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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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SAPA-DC 免疫疗法科学研讨会圆满召开
钟申，尹彤，赵宸

共聚一堂, 盛况空前

2017年4月1日，美中药协大华府/
巴尔的摩分会(SAPA-DC)在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蒙哥马利郡校区成功举办了主题为
“免疫疗法对抗癌症和传染病”的科学研
讨会。当天，近250位来自美国各地以及
从中国前来的医药领域专家学者们共聚一
堂，积极热烈地参与了这次盛况空前的学
术讨论。此次研讨会以其多元化的嘉宾阵
容和新颖的讨论形式，获得了参会者们的
一致好评。

流搭建平台。Brad Fackler先生作为州政
府主管生物健康方面的专家，向与会听众
详细介绍了马里兰州的商业环境及科技创

首先，来自中国大使馆的杨正先生
和马里兰州商务部的Brad Fackler先生分
别为大会致辞。杨正先生代表中国驻美大
使馆科技处对此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他特别强调了SAPA-DC为中美医药
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做出的突出贡献，
并鼓励协会今后继续为中美之间的专业交

杨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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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会，也表达了希望通过SAPA-DC促进
中美生物医药产业在马里兰的投资与共同

发展的美好愿景。
随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病
理学部的Hui Zhang教授详细讲述了她的
研究团队在糖生物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并
重点介绍了曾被生物学界忽略的糖分子在
人类健康和疾病中尤其是疾病的靶向治疗
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听众们带来耳
目一新的思维冲击。

Brad Fackler先生

第一位演讲嘉宾是来自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NIH)的Richard Childs教授。
Childs教授作为肿瘤免疫学方面的顶尖专
家，现场讲述了他的团队如何应用免疫疗
法对晚期肾癌进行转化研究和临床治疗。
Childs教授及其团队在十几年的研究中鉴
定了一系列特异的治疗靶点，并运用多种
基因修饰手段对T淋巴细胞进行改造，现
已在肾癌的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Hui Zhang教授

紧接着的两小时，来自美国Walter
Reed军医中心的肿瘤专家Dr. Henry
Stevenson-Perez以及他的演讲小组为参
会者们带来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肿瘤免疫疗
法讲座。通过医生们对以往案例的解读，
以及与癌症病人面对面的交流，使听众对
肿瘤免疫疗法的实际效果及在临床上的应
用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医生和研究
者们也指出，尽管如PD-1 blocker之类的
新药已经显示其巨大威力，但人类对免疫
疗法机理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只有不断结
合临床数据进行新的研究才能逐步解释肿
瘤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反应和现象，进
而设计对策提高癌症免疫疗法的效果。

Richard Childs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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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连线癌症患者

医生团队主讲们与主持人

在简单而又充满热烈讨论的午餐之
后，首先由上海美迪西的副总裁汪俊博士
简要介绍了美迪西所开发的应用于免疫疗
法研究方面的多种动物实验模型并分享了
一些最新实验数据。接下来，FDA资深药
物评审专员Xianhua Cao博士解读了政府

监管部门对于不断推出的各种肿瘤免疫类
药物的审核细则，以及如何运用临床药理
学数据来设计和优化药物的临床试验，他
尤其强调了在新药申报过程中与FDA保持
交流的重要性，并总结了未来肿瘤免疫类
药物的研发以及监管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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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时热烈的交流

汪俊博士

Xianhua Cao博士

随后，MedImmune肿瘤研发部主管
John Mumm博士介绍了IL-10作为一种新型
的cytokine therapy在肿瘤治疗中的前
景。作为发现IL-10可以激活T细胞对抗肿
瘤并将此转化为疗法的主要科学家之一，

他详细讲述了此项成果是如何打破质疑一
路走来即将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同时也指
出下一步与anti-PD1或化疗药物的联用将
会是IL-10在癌症免疫疗法应用中的未来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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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umm博士

Matthew Bottomley博士

紧接着，GSK位于Rockville的疫苗
研发中心的负责人Matthew Bottomley博
士登台讲述了结构生物学在疫苗研发及抗
体设计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向参会
者们列举了GSK Rockville site从建立到
现在一系列最新的疫苗研发进展。之后马
里兰大学微生物病理学部的Hanping Feng
教授介绍了艰难梭菌感染(CDI)领域的研
究进展和临床需求，并且分享了他的研究
团队针对艰难梭菌分泌的两种毒素所开发
出的新型化合物和抗体，以及相关的实验
数据。随后，Charles Li代表科瑞德制药
公司的陈刚董事长，表达了科瑞德对中国
制药行业的信心以及对加深中美医药行业
交流的企盼, 并肯定了美中药协在其中
所起到的重要渠道作用。

Hanping Feng教授

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并阐述了Sunwater
Capital的投资模式与理念。

Ezio Bonvini 博士

简短的休息过后，MacroGenics首
席科学官Ezio Bonvini 博士作为地区内
Biotech行业的掌舵人之一，为与会者详
细介绍了由MacroGenics所研发的双特异
性及三特异性抗体化药物开发平台，以及
多个基于此平台技术完成的癌症免疫类药
物。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来自Sunwater
Capital的Matthew Chervenak先生，他从
投资与商业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医药产业现

Matthew Chervenak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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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最后的panel discussion环
节中，现场参会者争相提问，与演讲嘉宾
们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具体的交流互动。随
后的联谊晚宴吸引了近七十名中美两国医
药行业的英才和SAPA老友们，大家欢聚一
堂，继续着白天的热烈讨论。在静谧的夜

色和欢声笑语中，2017年度SAPA-DC免疫
疗法科学研讨会最终圆满落下帷幕。特别
鸣谢组委会和志愿者，赞助商，合作院校
，媒体以及全体与会者的支持，SAPA-DC
期待与您在未来的活动中再见。

39

SAPA NewsLetter 88

[美中药协活动] 2016费城传染类疾病科学研讨会圆满召开
文：贺丹，吴迪，张强男，李梦楚，刘欣，薛晓姣，司梦婕
摄影：石健婷, Aimin Tang, 郑松茂
2016年12月3日，大费城美中药协
在Radnor Valley Country Club 成功举
办了2016费城传染类疾病科学研讨会。
200多位来自社会各界的科研工作者们积
极参与了这次传染类疾病前沿科学的热烈
讨论，会议当天座无虚席，盛况空前。

首位嘉宾，Merck传染性疾病和疫
苗全球副总裁，首席科研官Daria Hazuda
博士详细阐述了针对HIV integrase的小
分子抑制剂从设计研发直到FDA批准投产
的发展史。因为其缺少相关的结构信息，
高效的生化试验以及难以在体外重复等因
素，Integrase曾经一度被业界认为是
“无成药性”的。然而Hazuda博士团队提
出并设计了新型的Integrase
Strand
Transfer Inhibitors (InSTIs) 模型，
最终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HIV
integrase小分子抑制剂Raltegravir。
Hazuda博士同时还介绍了抗HIV最新手段
和研究进展以及HIV新药的重要性，并提
出了目前领域研究存在的局限和下一步亟
待解决的问题。

研讨会在大费城美中医药协会继任
会长吴振华博士的主持下拉开了帷幕。吴
振华代表现在上海工作的石斌会长首先致
欢迎辞, 他介绍了美中药协的概况，组成
和职责。 同时介绍协会的一些核心活动
， 并且回顾了往年形式多样的重要活动
以及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最后吴振华会长
对所有演讲嘉宾，协会常委志愿者，以及
所有到场的参会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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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Wistar研究所执行副总裁，
疫苗中心主任，David Weiner博士大致讲
述了合成DNA疫苗如何应用于难靶向的免
疫靶标。 Weiner博士指出，合成DNA疫苗
在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中都表现出可重复性
的免疫效力和抗体反应，这是临床研究中
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强调肌内（IM）递送
的合成DNA疫苗可以有效减少肿瘤性损伤
和粘膜感染。 最后，Weiner博士介绍了
通过DNA来递送的单克隆抗体（DMAbs）可
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MedImmune公司主任Qing Zhu博士
简单介绍了Palivizumab的发展以及单克
隆抗体MEDI8897的发现。人类呼吸道合胞
病毒在儿童和老年人群体中有很高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然而，由于高风险的婴儿免
疫效应，目前没有有效的预防措施。新发
现的单克隆抗体MEDI8897相比于
Palivizumab有更强大的效力，更好的体
内活性和延长的半衰期 。
Alnylam的副总裁Laura
Sepp-Lorenzino博士介绍了肝脏细胞靶向
性RNA干扰治疗的研究过程是一个可重复
的模块化平台，同样可用于传染类疾病，
心脏代谢疾病和罕见疾病的创新药物研
发。首先，她简单介绍了RNA干扰治疗的
原理。随后她谈到了创新药物研发的战略
，包括肝脏靶基因确定，生物标志物发现
，新药批准和市场定位。 最后，她总结
陈述了Alnylam研究RNA干扰治疗的一些关
键特征。
AbHelix LLC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Douglas（Shifang）Zhang博士发表了关
于NGS（下一代测序）在抗感染单克隆抗
体研究中的应用的演讲。 NGS技术首先在
H7N9病毒流感研究中受到关注。NGS技术
是基于人类外周全血，扩增免疫球蛋白可
变区，并且允许由体细胞超突变引起的广
泛的序列变化。张博士强调了HIMABS（高
通量多重抗体测序）技术的高数据利用率
和准确性，并且次技术已被应用于人类疫
苗项目。张博士进一步强调了NGS技术在
艰难梭菌感染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
染，由于抗体抗性和疫苗开发难度，该类
感染仍是美国目前最具传染性的疾病。

Merck＆Co.全球临床开发执行总监
Beth-Ann Coller博士向我们简要介绍了
在埃博拉病毒大规模爆发时，重组埃博拉
疫苗的开发过程。科学家们基于大量的临
床前数据，包括单次剂量的治疗效果，选
择了V920作为埃博拉感染的疫苗候选者。
默克和NewLink genetics与大量合作伙伴
通力合作，进行基础实验和临床研究，
最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疫苗推向市场。
总体而言，大多数临床前和临床试验表明
V920疫苗有着极高安全性和有效性。
Coller博士强调，公司和政府之间的通力
合作和大量前期工作致使埃博拉疫苗的迅
速推进，最终挽救了尽可能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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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的首席科学家Lorraine
Hernandez介绍了Actoxumab
/
Bezlotoxumab计划。双重单克隆抗体治疗
，旨在通过中和同源毒素A和B来预防复发
性CDI（艰难梭菌感染）.Hernandez博士
也提到了这两个化合物对各自毒素都有着
高亲和力和高选择性。在哺乳动物细胞中
进行测试后，Actoxumab / Bezlotoxumab
也进行了体内临床研究 。临床II期试验
证明了双重单抗联合治疗 和安慰剂对防
治复发有着显著差异。然而，Hernandez
博士强调了临床III期试验有一个意想不
到的结果，即用双重单抗联合治疗效果没
有超过Bezlotoxumab单独给药的疗效。另
一方面，与安慰剂相比，单独使用
Actoxumab反而降低复发的频率 。因此，
Hernandez博士提出这些结果预示中和毒
素B可能就足以降低复发性疾病的风险。

必须基因的删除突变体的筛查实验中，他
的团队发现了一种叫做ORF7的神经营养因
子，它的毒性在皮肤和神经区域都有减
弱。ORF7也是第一个被发现有类似性质的
神经营养因子。用该因子研发的新疫苗能
对目前水痘疫苗表现出来的问题进行补充
，但是由于目前对ORF7所知甚少，Hua
Zhu博士对相关疫苗的研发表示出许多担
忧。
随后，来自Merck & Co.
的
Tong-Ming Fu博士展示了Merck新研发的
用于防治由人类巨细胞病毒引起新生儿先
天性感染与疾病的疫苗V160。Tong-Ming
Fu博士首先介绍了什么是人类巨细胞病毒
以及相关未满足的医疗需求。紧接着他阐
述了几种已有的疫苗和它们存在的问题：
不足以阻止感染。由此他引出V160作为针
对怀孕前女性的疫苗可能可以降低已感染
怀孕女性将疾病传染给新生儿的几率。最
后，他展示了该疫苗在动物实验中取得的
满意结果和它在第一期临床试验中的进
度。

来自Rutgers New Jersey Medical
School 的Hua Zhu博士结合自己的研究成
果为目前水痘带状疱疹疫苗存在的潜在问
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他指出，在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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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GlaxoSmithKline 的Haifeng
Cui博士向我们阐述了面向对象的抗生素
药物开发并没有很成功的原因。他指出三
点原因，包括科研瓶颈，投资回报问题和
临床以及监管问题。接下来Cui博士详细
介绍了科研瓶颈方面的问题。Cui博士举
例说明医药工业界所用的高通量筛选方法
并不能够每次都提供合适的临床候选药
物。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涵盖所有的病人
，通常抗生素所需的浓度都较高，从而导
致药物筛选更加困难。我们必须降低药物
所需浓度来提高抗生素研发的成功率。
Cui博士还提出基础科研需要更多的投
入。科学家们应当提高小分子药物的成功

率，同时可以积极研究其他方法来运用到
药物开发中。
此次传染病研讨会在默克资深首席
科学家Tong-Ming Fu博士的总结发言中圆
满落下帷幕。Tong-Ming Fu博士是这次科
学研讨会的选题负责人，有二十多年抗病
毒药物和疫苗研发经验，他指出传染病药
物开发仍然任重而道远，此次研讨会为大
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期待未来大费
城美中药协举办更多类似的针对不同学科
和疾病的深入探讨，促进更快更有效的新
药研发，满足患者需求。与会人员对此次
研讨会好评不断，同时也对未来大费城美
中药协的其他活动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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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为患者而努力：建设国际合作新环境，引领创新药物开发
----大费城美中医药协会15周年年会
作者：冯雅仪，傅杭飞，贺丹，黎献桦，李悠然，聂敏仪，农佳，屈晨，邵春石可欣，舒
欣，王昊禺，王铭堃，吴迪，尹克华，张红，张慧希
摄影：蒋梦兰，李嘉浩，施健婷，汤爱民，吴昊，袁峥，张景宜，张鑫军，
郑松茂，朱姝
编辑：张鑫军
2017年6月23日-24日，大费城美中
药协（SAPA-GP）在Sheraton
Valley
Forge Hotel（King of Prussia）隆重举
办了15周年年会。该会议主旨为：“为患
者而努力：建设国际合作新环境，引领创
新药物开发”，共包含了1 场招聘会，2
场大会报告、3位嘉宾主题报告、5场VIP
专场、6场研讨会以及4场午餐交流会。会
议中，来自众多大型制药公司（辉瑞、默
沙东、葛兰素史克、强生、赛诺菲、百时
美施贵宝、诺华、安进、梯瓦制药等），
生物科技/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
法律/咨询公司以及学术/研究机构的近千
名专家学者，就医药创新研究、大数据及
人工智能、医药法规监管等诸多领域进行
了详细深入的报告及探讨。本次学术交流
旨在为病人赢得胜利，建立全球医药生态
系统，并提供突破性药物研究进展。同时
，石斌会长和新乡市市长王登喜还签署了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和大费城美中药协战略
合作协议备忘录。

介绍了大费城美中药协的现状并对未来的
发展做了展望。此外，David Cragin与戴
晗发表了竞选演讲，在参会人员投票选举
后，组委会公布选举结果，戴晗博士当选
为下一任大费城美中药协会长。接着，来
自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研发部的高级副总
裁Joseph Tarnowski博士发表了“提供细
胞和基因治疗：大药厂的整体方案”的大
会特邀演讲。该报告涵盖了葛兰素史克运
用创新科学于细胞和基因治疗，和研发持
久药物来影响疾病的突破性进展。葛兰素
史克用于治愈患有严重联合免疫缺陷儿童
的疗法Strimvelis是全球第一个被授予政
府监管许可的, 用自体CD34+细胞转导表
达ADA的基因和细胞疗法。
在当晚的“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凤
湖之夜”庆祝晚宴上，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科技参赞邢继俊首先致辞，他高度赞扬了
大费城美中药协年会水平之高规模之大，
成为科技合作、产业合作、中美合作的桥
梁和平台。

会议伊始，石斌会长和吴振华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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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Tarnowski博士正在发表特邀演讲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科技参赞邢继俊博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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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河南省新乡市市长王登喜介
绍了新乡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雄厚的生物
药业产业基础。石斌会长和王登喜市长还
签订了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和大费城美中药
协战略合作协议，显示了美中药协对促进
政府和医药行业的互动协作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四川科伦王晶翼院长在晚宴上讲述
了四川科伦的现状，希望吸引更多人才。
石斌会长总结了过去一年的成就，感谢了
组织团队，志愿者团队，新任会长吴振华
博士展 望了2017-2018年的中作重点：更
多人的人才培训，更多的商务合作，更多
的科学合作和交流。新选出的下届主席戴
晗博士发表了获选感言。

石斌会长和新乡市市长王登喜的代表签订合作协议

吴振华、石斌、戴晗会长在年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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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科伦药业研究院院长王晶翼
博士作出了“制药行业的政策与新趋势”
的大会报告，受到热烈回应。王晶翼回顾
了在过去十年中，科伦药业的发展以及取
得的巨大成就。他详细介绍了科伦药业在
中国（成都，天津）以及美国（新泽西）
研发部门的不同职责。他特别强调，科伦
药业最近四年内在新药研发领域取得了卓
越进步。目前美国部门发展迅速，并热切
期望更多优秀的科研人员加盟到科伦药业
的研发队伍中来。此后，中国医药企业管
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先生做了题目为“医药
行业形势与新政策”主旨演讲，回顾分析
了中国医药行业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以
及中国医药监管的现状。他特别强调了过
去十年里，海归人才对于中国医药行业的
巨大贡献。针对中国医药行业的未来，于
明德先生表示了极大的信心，并给出了建
设性意见：“坚定信心，克难攻坚，以改
革创新推动发展升级”。

主场报告I：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加速实
现转化治疗的新型典范
杨森研发药物研发部计算科学全球
总监的Gunaretnam Rajagopal博士，西门
子健康中心计算机协助检测和诊断高级总
监的Sean Zhou博士和上海交通大学-耶鲁
大学生物统计学联合中心执行董事Gang
(Gilbert) Feng博士，在此专场作出精彩
报告。三位专家表示大数据、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已成为制药医疗领域的关注点，
并详细探讨了大数据和数据分析在医疗领
域的突破进展，挑战和机遇。然而，如何
整合和阐释庞大且复杂数据的能力，致力
于为新药研发和疾病风险预测提供有意义
的洞见？如何分析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执
行自动化任务的可靠性？记忆如何高效为
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构建的信息平台设
施？这些亦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难题。

科伦药业研究院院长王晶翼博士大会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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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 Zhou 博士探讨人工智能对于医药领域的挑战与机遇

主场报告II：创新药物：变革患者关怀
宾夕法尼亚大学Gary D. Wu教授作
出题为“调控肠道菌群对于炎症性肠病的
治疗作用”的大会报告，受到热烈关注。
他指出，一些肠道细菌代谢产生的氮气流
会引起肠道菌群紊乱；节段性回肠炎与粪
便氨基酸存在正相关作用；有氧共生微生
物中的单段基因可引起肠道菌群失调。他
发现：“在老鼠实验中，脲酶素依赖的失
调微生物会恶化免疫系统与结肠炎。”最
后，他讨论了炎症性结肠炎的临床试验，
并给出了相关建议。同时，强生中国肺癌
中心主任Li Mao博士发表了题为“拒绝肺
癌，共创健康人生” 的大会报告。他谈
及了当今社会治疗肺癌的迫切需要，“随
着人类寿命的延长，晚年的疾病将会愈发
严重的困扰我们的生活。我们非常需要找
到治疗方案，让我们的晚年能够高质量生
活”。他还讨论了肺癌的成因以及发展过
程。基于在强生的多年研究经验，Li Mao
博士进一步介绍了利用新型探测手段，及
早诊断肺癌的方法。

Li Mao博士发表 “拒绝肺癌，
共创健康人生” 的大会报告

VIP专场A: CEO论坛：中国创新药物研发
进展
全球化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与改革
给中国医药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
战。张丹博士指出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的
医药市场，而且还在快速成长当中。同时
，我国的人口基础也给我们医药产业带来
了巨大的优势，聚集的国内外人才和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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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外合作研究也为我们成长提供了坚
实基础。陈眀久博士指出我们拥有与美国
一样的能力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医药研究
领域的新发现。然而，在快速全球化的过
程中，如何做好中国医药企业的市场定位
和发展战略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张明强说
，全球化不应该仅仅是对别人创新的复制
和推广， 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并且
融入和改革已有的发现。陶维康、梅建
明、朱德民和张向阳等博士都强调了国内
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与会的众多CEO都
抱着非常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通过
中国企业和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中国的
医药研究和发展将会对中国人乃至全球都
带来巨大的利益。

出的努力。她介绍了自己今年频繁往返中
美，已经在六个城市举行了费城的推荐会
，当谈到自己的工作目标时，Lauren说，
“我们不光要吸引中国的投资，更希望建
立起费城生物科技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
关系。”在一个小时的讨论会上，AbPro
的资深副总裁 John Xu指出，尽管费城拥
有优质的高校科研资源，但是和波士顿相
比对生物医药企业和创业公司的吸引不
大。他认为费城主要欠缺的是鼓励科研成
果转化的政策和“孵化园”，同时在场的
Sotio的CEO Vladimír Hrusa，Rockland
Immunochemicals, Inc.的CEO James
Fendrick等知名企业家和创业者表示，费
城缺少类似波士顿和湾区那样健全的风险
投资平台，希望费城市政府考虑相关的吸
引政策。

VIP专场C: 美中CRO局势：基于全球战略
联盟以塑造成功
该专场紧密围绕着如何推动中美
CRO公司持续稳定发展而展开。药明康德
副总裁Henry Lu博士强调学术界制药公司
，以及CRO公司应当紧密合作以建立一个
欣欣向荣的生态系统。百瑞精鼎副总裁
Karen Chu 博士指出中国强大的市场以及
药物监管的改革将推动中国CRO公司的蓬
勃发展；而引入科研尖端人才将成为CRO
成功的制胜法宝。冠科生物技术全球科研
开发总监Michelle Mack女士以及美迪西
生物医药副总裁汪俊博士详细介绍了各自
公司适用于免疫疗法新药研发方向的老鼠
模型，以更好的科研服务来造福患者。

VIP专场之CEO论坛

VIP专场B: 美中公共私营合作制（PPP):
生物药物开发区域, 技术转让和政府事务
费城商务局国际商务发展处处长
Lauren Swartz女士介绍了费城市政府为
促进费城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交流做

VIP专场D: 医药/保健全球交易论坛

该专场由Johnson & Johnson 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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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主任Patrick Deng和Ernst & Young 的
税务经理Michel Tang共同主持，并讨论
了中国公司在医疗行业的跨境收购和投资
活动。演讲的嘉宾包括Torreya Partners
的董事总经理Jie Liu，Hogan Lovells
International的合伙人Liang Xu，EY的
高级经理Yudan Zhang和Liu, Zheng,
Chen & Hoffman LLP的合伙人Yong Chen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参与到跨
境的并购投资活动中。2011年以来，中国
公司在医疗领域已经进行了123笔成功的
交易，集中在癌症和感染疾病领域。与此
同时，中国公司也在交易中面临一系列阻
碍，比如中国政府的外汇管制，并购经验
的缺乏，文化以及法律上的挑战。这些因
素已经导致很多并购的失败，并且会继续
成为未来交易活动的风险。

Pravitinib
（CTO
，
Carboxyamidotriazole Orotate）治疗神
经胶质瘤和胶质母细胞瘤。另外，2个大
数据公司MedEye 和 LINKMedicine介绍了
医生网上教育的新模式和病人搜寻最佳医
生的数据库。John
Xu代表Biorich
International LLC报告了治疗胰腺癌和
胃癌的新药PAS (多克隆抗体刺激因子)靶
向胃泌素-17（G17）及它的前体甘氨酸延
长的胃泌素-17 (Gly-G17)。三期临床试
验显示50%-95%的病人接受PAS治疗后有抗
体反应。最后，经过几轮的投票，主营医
药数据分析平台的LINKMedicine获得了路
演大奖，其公司创始人陈峰浩博士代表团
队领取了奖金和证书
研讨会 I：职业发展和自我定位
来自葛兰素史克的首席研究员崔海
峰和高级研究员孙昊在未来职业定位研讨
会简述了职业发展和自我定位。本次研讨
会邀请到三位制药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嘉宾
：Ascend的人力潜能企业专家、作家，
Jen Groover；GSK副总裁，Sue Crimmin
；和GSK副总裁Carolyn Buser-Doepner，
来分享各自的成功经历。Jen提出情商是
高度自知，有助于提升潜力、创新、合作
和热情；Sue介绍了制药30年生涯，她指
出高效的领导做事待人风格从不单一，包
涵指导、民主、高压、标杆式、命令式和
亲和六种，Sue强调清楚分析自我行为定
位与不断实践，成为自己的领袖；而
Carolyn提出“计划，筹备，坚持以及灵
活”，并强调勇于发掘目标，证明自己。
同时不断学习，分享知识。

VIP专场E: SAPA-Hopkins创业路演投资论
坛
会议中很有许多医药方面的研究项
目正在寻求更多的投资。例如，华盛医疗
大数据公司正在研究通过临床和遗传大数
据来预测早产的项目；DaVinvi HealthX
公司正在为医疗消费者研发可用于手机的
软件，目的是为了让消费者更好地追踪个
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并希望通过与医院合
作，缩短患者在医院的等待时间，最重要
的是这款软件能减轻医院的工作负担并提
高工作效率。丁博士报导了类似路由器的
DNA测试系统去发现变异点和Beta
Biosciences报告的利用溶血性水泡性口
腔炎病毒新型病毒疗法治疗癌症。
Tactical
Therapeutics报告了领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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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和自我定位研讨会

研讨会 II：监管法规与市场准入

了如何将药物研发投入注册审批。他提到
对于以病人为主的药物研发， 数据必须
为价值推动。 他同时展望了实效证据与
药物研发的未来，并提出了如何解决商品
价值沟通的问题。GSK的高级主管Kim
Gilchrist博士介绍了卫生医疗系统的改
革和药品的审核。她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参
考准则与定价策略。她指出2011年发表的
运用药物经济学准则，给研究者们提供了
科学基础来对中国药物的定价和补贴政策
进行经济分析。

Spark Therapeutics公司法律法规
策略主管Jim Wang博士首先介绍了孤儿药
在美国与欧盟的监管以及战略挑战，并谈
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以及
欧盟药品管理局（EMA）的市场准入审
核。他强调欧盟与美国在审核制度上有诸
多不同, 并突出了监管事务这一部门在药
物研发中的重要性。Spark Therapeutics
公司高级法律顾问Paul Savidge律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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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III：中国生物制药研发前景展望

标准及检验方法；随后，来自Frontage
Clinical
Services,
Inc.的副总裁
Daniel Du博士进一步阐述了生物等效性
研究在医药领域的研究应用；最后，
Duane Morris LLP的Jason Luo律师从法
律层面介绍了如何选择最佳的时间提交
ANDA。

安进亚洲研发中心主任张明强博士
介绍了安进在中国R&D的策略和目标。定
位于生物技术公司，安进一直坚持“生物
优先”的原则。在中国，安进致力于实现
2个目标：把全球先进的医药突破引进中
国；让中国加入到国际新药研发合作之
中。上海恒瑞研发中心CEO 陶维康博士向
我们分享了恒瑞医药近年来向研发转型历
程。作为一家传统的中国仿制药企业，恒
瑞的转型寄托于生物创新和全球化。现阶
段重点开发肿瘤治疗相关的生物药，已在
欧美等成熟市场进行申报和临床实验。

研讨会V: 生物仿制药发展：战略与要求
Teva Pharmaceuticals生物制剂研
发全球副总裁Patrick Liu博士，霍金路
伟律师事务所的Xin
Tao律师以及
DataRevive LLC的首席顾问Audrey Jia博
士简述了生物仿制药的研发中分析评估的
过程与挑战，以及美国生物仿制药的相关
法规以及专利资讯交换过程（俗称专利舞
蹈）中的复杂性，如何通过药物质量与监
管方面来促进生物仿制药在美国的发展。

研讨会 IV: 探索多变的监管法规环境
来自Oryza Pharmaceuticals Inc.
的COO Bangqian Xu博士介绍了生物仿制
药中制剂有效度以及生物等效性的概年、

中国生物制药研发前景展望研讨会

研讨会VI: 中国临床试验设计与监管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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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与未来导向

权、如何做成交易。Gross博士强调当选
择公司注册类型时，我们应该“取得正规
的法律咨询，不要依赖于律师谷歌先
生”。Gross博士建议当与投资者交谈时
，首先声明机遇是什么，你的解决方案，
你的团队价值和当前时机的必要性。

默沙东临床安全统计部门的执行总
监William (Bill) Wang表示CFDA近期加
入ICH对中国引领药物研发意义重大。他
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地区目标人
群的差异、质量标准的区别、互相间的沟
通等，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杨森的医疗安
全主管Huabin Sun根据他多年药物研发的
经验，通过生动的案例给出了包括市场需
求、药物靶点、药物耐受性等会影响审批
的几大原因，同时用实例阐述了可靠的药
物警戒系统对监管的重要性。石药集团副
总Simon Li则分享了他在中国公司的中美
平行研发中获取的经验。他着重从技术和
财政两方面介绍了项目外包中CRO的选择
以及与其交涉的技巧，并为想在美国开展
临床试验的中国公司提出了宝贵建议。

午餐会II：成功退休的六个关键策略
主讲人，Financial Independence
Planning有限责任公司（简称FIP）的投
资建议代表，Choh女士介绍了FIP的背景
及团队。随后，FIP的创始人兼CEO Harry
Keller先生介绍了什么是财务计划，阐述
了投资与财务计划的区别，并表示“我们
的工作就是通过引导客户做出聪明的财务
决策，来帮助他们实现财务独立”。接下
来，他介绍了如何简化退休财政策略的六
个步骤，对每一项步骤及财政策略做了深
入的阐释，并回答了观众提出的问题。
午餐会III：整合执行发展项目：通向卓
越领导力
宾大沃顿商学院Aresty高层经理教
育所副所长Michael Malefakis先生和高
管Gaëlle Beltran-Grémaud女士介绍了他
们的经理培训项目： 通往卓越领导力之
门。Malefakis先生先介绍了沃顿的雄厚
师资，和高层经理教育的各种项目。
Beltran-Grémaud女士则用实例着重指出
定制课程针对性强，能有效地在短期内提
高人们的领导力，他们将为SAPA成员制定
相应的培训项目。最后， Malefakis先生
强调，“美中两国的合作将创造 21 世纪
的全球经济。我们很荣幸能与SAPA携手对
业内人士职业发展及全球发展作出贡
献”。

座无虚席的研讨会

午餐会I：靶向成功：生物科技企业家训
练营
宾州药物研发所的首席执行官
Dennis M. Gross 博士发表了 “靶向成
功：生物技术企业家训练营”的演讲。该
演讲涵盖了创办生物技术公司需要考虑的
方方面面，包括组建团队、保护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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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会IV：Hatch-Waxman诉讼策略

百时美施贵宝的招聘者表示，大费城美中
药协的年会是一个宣传公司泛亚洲人才网
络的宝贵机会。参会者Julianna评论道，
大家非常友好，她很快发现了多个工作机
会并提交了多份简历。

来自Alston & Bird LLP的Thomas
J Parker和Stephen Yang律师就介绍PIV
诉讼的最新发展和仿制药获批的新机遇做
了精彩的演讲。Stephen首先介绍了PIV（
Hatch-Waxman）诉讼的一些基本信息，并
提出了四项可能的认证来为仿制药提供了
一些专利认证策略。他进一步介绍了美国
药监局2015年颁布的ANDA指导中的第八部
分条例，合理地利用此条例会帮助想通过
审批的仿制药公司节约时间和金钱成本。
之后，Thomas谈到了仿制药的180天独占
市场权和其可能被取消的方式。在所有没
收的可能性中，他着重讲解了“上市失
败”这样一个策略。最后，他给我们介绍
了第三方复审程序（IPR），及其诸多益
处，例如，高效、相对花费少以及起到平
衡地区法院的作用。

现场招聘会

结语
本次大费城美中医药协会年会内容
丰富，讨论热烈，吸引了近千名各行各业
的学术专家。该活动已是大费城地区中美
医学、药学和生物科学的重要学术会议之
一，并为与会者提供了宽广的交流平台，
而且使得业界同行能够针对科学发现、成
果转化、医药投资、市场监管等不同话题
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拓宽彼此的研究和
创新的视野。

现场招聘会
本次大会的招聘会吸引了多达二十
几家国际和中国的制药名企，包括安进、
默沙东、梯瓦、华大基因、科伦药业。这
次开放的职位种类多样，例如科学家、高
级总监、业务部副总裁。职位坐标涵盖宾
州、新泽西、麻省、上海、成都等。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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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SAPA-GP 2017 Mentorship Program启航公告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伴随着时钟嘀嗒的脚步声,崭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于此同时, SAPA-GP
2017 Mentorship Program项目也正式启动。这个项目是SAPA-GP为我们的会员精心打造的一个长
期职业发展项目，所有入选学员将与一位按照学员的自身要求而量身打造的资深导师配对，进行
一对一的教导，为期一年。 期间我们Mentorship Program的负责人将定期追踪，确保学员和导师
的教与学的质量。
感谢广大会员们和志愿者们, 对SAPA-GP 2017 Mentorship Program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
在短短的为期15天的报名时间里,申请人数不断爆表,火爆异常。可以说, SAPA-GP 2017
Mentorship Program在帮助学员成长的同时, 也收获了满满的热情与关注。我们相信,在不久的未
来,将会有更多的自信而暂新的新星出现在生物制药的领域里, 熠熠生辉。
鉴于报名参与此次SAPA-GP 2017 Mentorship Program的超高人气, 我们特地将入选学员名额
从原定的6名扩增至9名。他们分别是: Nan Lin, Xue Liang, Fei Shen, Mengjie Si, Dan Tian,
Lin Wang, Shuang Wu, Chenchao Gao, Jingyi Zhang。详情如下表
学员
姓名
Nan Lin
Xue Liang

学校或公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RL Cambridge ESC

Fei Shen

Drexel University

Mengjie Si Temple University
Dan Tian

导师
姓名
公司
Yingke He GSK

职称
Portfolio Director

Sean Fu

Luye
Boston
Fang Shen J&J

President

Feng Li

Principal Scientist

Merck

Principal Scientist

University of the Rena Zhang Merck
Sciences
ANP Technologies， Zak Huang CSL
Inc.
Behring

Director, DMPK

Shuang Wu

Columbia University Jian Chen UPenn

Chenchao
Gao

Genentech

Mike Lim

GSK

Jingyi
Zhang

Rowan University

Frank Li

Alliance

Director of
Bioinformatics, Gene
Therapy Program
Senior Director, Early
Pipeline Commercial
Strategy
CEO & President

Lin Wang

Head of Global Regulatory
Affairs

让我们再次热烈祝贺入选的九位学员! 希望你们能在SAPA-GP 2017 Mentorship Program中，
学有所得，完整谱写”知惑,解惑,不惑”的<<感悟三部曲>> 。
同时, SAPA-GP 2017 Mentorship Program也深深感谢九位导师。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
者也”。感谢导师们在百忙之中, 倾注心血, 关心并帮助学员成长,向你们致敬! 因有你们,
SAPA-GP 2017 Mentorship Program才会与众不同!
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2017年。期待九位学员在 SAPA-GP 2017 Mentorship Program中的完
美”变身”!

SAPA-GP Mentorship Program : Yang Liu, Hanghang Zhang, Mengjie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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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新英格兰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SAPA-NE职业发展论坛火热爆棚
文: 林琳 程满根 李柯杰

新英格兰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SAPA-NE)于 2017年3 月 18 日星期六下
午在麻省理工学院 Maclaurin building
举办了第 19 届职业发展论坛。本次论坛
围绕着“生物科技创业和创业的职业生涯
---研究转化成商业，想法进升为产品”
这一主题，邀请了数位成功创业且颇有建
树的企业精英、以科研成果投创公司的学
术大牛、风险投资专家、生物技术法律顾
问、国内大型药企高管等与大家分享和探
讨他们的奋斗历程和成功经验，旨在为参
会者提供了解和探讨创业精神精髓、职业
生涯拓展、研究成果升华、风险投资趋
向、行业法律法规、求贤问职的职业发展
交流平台。100 多名新老会员及朋友们汇
聚MIT参加了本次论坛，座无虚席，场面
火爆。

图: 闫杰 林琳

论坛中三位主讲嘉宾依次分享了他
们精彩的创业经历和经验：
Alamgir
Research Inc总裁Joy Alamgir先生是位
麻州的成功创业者， 他分享了管理近百
种疾病的公共健康软件的公司
Consilience Software的创立、成长、出
售的故事；总结了综合智力、洞察市场需
求、绘制愿景、过滤信息等是创业者应具
备的能力，为正在考虑创业的朋友们宏开
觉路，指点迷津。
哈佛医学院的张毅(Yi Zhang)教授
是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持
续资助研究员，做为过去十年中最具影响
力的科学家之一的他，与我们分享了创建
Epizyme的经历。他认为开放思想，把握
机会，学会分享，选对伙伴对开创公司特
别重要。他强调正是当初选择了合适的共
同创建者才有了Epizyme的今天。姜儒鸿
(Ruhong Jiang)博士是应用干细胞公司（
Applied
Stemcell）这个被Nature
Biotechnology两次确认为全球领先的精
确基因组编辑领域的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他讲述了自己从科学家到企
业家以及创业的故事。他强调经营一份工
作和一份事业是不同的，机会是你创造出
来的。他介绍了三步走的资本策略和价值
导向，以及收入驱动商业的模式。

SAPA-NE 会长龙江博士的演讲拉开
本次论坛的帷幕， 他重点介绍了SAPA-NE
的宗旨, 会员的福利, SAPA-NE主要进行
的专业和社交娱乐活动。会议主席程满根
博士介绍了本次论坛筹备情况, 指出正是
基于波士顿在全球数一数二的生物技术和
生物制药地位，本地区会员及朋友们对创
建生物技术公司、寻求投资机会的热情呼
唤出本次论坛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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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翀 (Chong Xu)博士和谢芳(Fang
Xie)博士展示了与众不同的职业成长道
路。徐翀博士拥有生物学博士和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曾任股票分析师，目前是
F-Prime Capital的助理。他重点谈了风
险投资家如何考察，评估初创生物技术公
司及决定投资等，使大家更加了解了如何
寻求资本的帮助。谢芳博士在MIT师从诺
贝尔奖得主H. Robert Horvitz和科学院
院士Terry Orr-Weaver 完成生物学博士
后培训之后投身法律界,任职于著名律师
所Greenberg Traurig。她分享了如何从
生物研究员到专业律师的历程，特别详尽
地阐述了初创生物技术和生物制药公司所
面临的种种重要法律问题。

步长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姒亭佑（
Alvin Syh）介绍了步长集团，特别是拥
有6000多名员工，15家制药厂，2000个销
售办事处的中国第六大制药公司----步长
制药有限公司的研发、生产及市场销售规
模。步长集团建立了中国最具活力的慈善
基金会“中国心脏基金会”，组织的医生
义诊使贫苦地区受益患者达40万，资助
3700名病患儿童接受心脏手术。步长集团
着眼于中国医药现代化、市场国际化，不
断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寻求合作，战略投资
和并购机会。衷心感谢步长制药冠名赞助
本次论坛。同时也感谢Merck-Cambridge
Exploratory Science Center 对本论坛
的资助和现场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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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李柯杰博士主持了论坛讨
论会这一精彩环节, 除了上述几位讲员,
来自于药明康德毓承医疗风险投资公司的
赵巍 (Wei Zhao)博士也参加了讨论会.
他们热情地回答了参会者的提问并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

讲演和讨论会结束后，大家一边浏
览着,包括刚刚成功融资三千八百万美元
，波士顿地区最新的基因编辑公司
eGenesis在内的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一
边仍在热情洋溢的交流，流连忘返。与会
者纷纷表示：论坛很给力，给带给大家诸
多的思考、启迪乃至机会。不约而同地一
致向这次论坛组委会和志愿者表示热情的
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论坛以继任会长蔡凌希的讲演结束
而落下帷幕。他感谢大家对论坛以及
SAPA-NE的大力支持，相约大家在6月17号
即将召开的2017年会上再相聚。

SAPA-NE职业发展论坛组委会和部分讲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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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19th SAPA-NE Annual Meeting:
Convergence: Transformation of Life Sciences in Boston
新英格兰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第19届年会完美落幕
文：林蕴薇； 摄影：林琳，林蕴薇, 陈大鹏

2017年6月17日，新英格兰美中医
药开发协会（SAPA-NE，以下简称美中药
协）第19届年会在MIT的斯隆商学院隆重
举行。本次年会围绕“Convergence:
Transformation of Life Sciences in
Boston”这一主题展开，议题精彩纷呈。
这一天，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精英们在这里
齐聚一堂，共襄盛宴。智慧的启迪和思维
的碰撞在这里交织辉映，经验的分享和技
术的传播进一步拓宽了生命科学工作者的
眼界以及对未来生物技术发展的展望。本
次年会设有药物研发主题演讲，专题论坛
，供应商展示会，人才招聘，优秀高中毕
业生奖，企业特别奖以及药协杰出贡献
奖。年会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围
绕波士顿地区前沿的生物技术改革和创新
展开主题演讲；第二部分针对目前生物技
术全球的合作与机遇进行讨论；第三部分
被邀嘉宾则分享了他们在生物医疗领域创
业以及作为全球领导者的经验和建议。本
次年会邀请到来自武田 （Takeda
Pharmaceuticals）的Chief Medical and
Scientific Officer，赛诺菲 （Sanofi
）的Head of Research，Global R&D,著
名专家学者，以及Jounce, CRISPR
Therapeutics, eGenesis, Abpro, 药明

康德，慧渡医疗,百奥赛图,Delinia,
JacoBio等闻名中美的生物制药公司的总
裁和高级领导，就新药开发所面临的巨大
困难, 新的挑战, 围绕生命科学技术在波
士顿地区的改革和创新, 医药个体化, 全
球合作和伙伴关系及新药开发模式等作专
题演讲。另外AF Recruiting的Ms.Jane
Li也在会场介绍了在中国医疗方面工作市
场的形势和机会。由于会议主题的创新
性、实用性、切实性及美中药协良好的声
誉，这次年会吸引了超过五百余名会员和
各界朋友。
上午九
时整，会议主
席蔡凌希先生
宣布年会正式
开幕。特地从
纽约领事馆赶
来的邢继俊科
技参赞(右
一）首先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
演讲。他再次
对美中药协在中美两国生物科技业扮演的
重要桥梁作用表示了欣赏和感谢。他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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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进一步扩大在中美医药界的影响
力，为广大华人科技工作者谋取更大的福
利。另外，马萨诸塞州前州长Deval
Patrick通过视频讲述了马萨诸塞州生物
科技的崛起并告诉我们正处于这个蓬勃发
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Deval
Patrick并在视频中预祝美中药协第19届
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然也成了这次年会不可缺少的主题。
CRISPR Therapeutics的首席科学官
Dr.Bill Lundberg（右一）向我们生动地
阐述了如何
将CRIPSR技
术从治疗带
到临床以实
现治疗。接
下来，被
2014年福布
斯杂志评为
科学医疗领
域“30个30
岁以下”的
年轻女科学
家杨璐菡博士
(右二）以严谨
务实的科学态
度，向大家介
绍了如何利用
基因编辑来转
化异体器官移
植，最后展示
他们15人的年
轻充满活力和
乐趣的团队并
欢迎加盟。最后，有着多家全球500强药
企经验的来自Abpro中国分部的CEO杨建国
博士向大家描绘了生物制剂研发快速发展
道路的蓝图，给生物制剂未来的研发道路
带来了新的展望。

首个专场会的主题是“波士顿地区
前沿的生物技术改革和创新”。来自武田
（Takeda Pharmaceuticals）的全球首席
科学官Dr. Andy
Plump（左一）向
大家介绍武田未来
药物研发的发展战
略。目前，全球的
药物工业界正在面
临着空前的压力，
大公司内部新药研
发速度并不能跟上
当今病人，医生和
整个社会的需求。
武田作为一个有着237年历史的全球医药
研发公司，义不容辞挑起这个转型的挑战
来打破内部和外部的隔阂，让以病人为中
心的目的和新药研发机制改革创新更好地
满足病人和社会的需要，并且将会致力于
加强亚洲特别在中国的发展。他特别提到
集中精力(Focus)和灵活应变(Agile)的新
药研发理念的重要性。紧接着，有着带领
药物从后选药物到药物物到药物产品商业
化一条线丰富经
验的来自Jounce
Therapeutics的
CEO Dr.Richard
Murray（左二）
则从免疫治疗的
角度出发，向大
家阐述如何用免
疫学治疗肿瘤以
及目前免疫治疗
的新突破。而
CRISPR作为当今热门的一项生物技术，当

第二个专场会的主题是：生物技术
的全球合作与
机遇挑战。来
自药明康德
（WuXi
AppTec）全球
研发服务中心
高级副总裁
Dr.Richard
Soll（右三）
带领大家领略
了当今的大数
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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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我们介绍如何深度学习并利用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对药物研发进行改革并资本
化。在与大数据并行的时代，这个观点无
疑也给当今新药研发新的启迪和思考。接
着来自慧渡医疗的创始人兼CEO 贾士东博
士（左一）给
大家介绍了液
体活检这项技
术在肿瘤治疗
中的临床应
用。他带领的
团队发明了世
界上第一个最
复杂的以
RNA/DNA为基础
的液体活检实
验并且建立了交界生物标记服务平台以及
云计算机系统来推动临床药物的发展。然
后，来自北京百奥赛图的副总裁兼高级研
发总监郭朝设博士（左二）从学术的角度
，向大家阐述了
人性化免疫检查
点的老鼠模型和
对免疫肿瘤药物
的体内有效性研
究。并且，双免
疫检查点的老鼠
也正在研究中，
郭朝设博士说这
个会是一个非常
有用的联合治疗
评价。

和挑战，以及投资热门领域等话题。大家
纷纷感觉中国市场广大，人才和机遇会越
来越多，为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海归和职
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第三个专
场会的主题是：
创业和生物医疗
科学的全球领
导。来自
Delinia的毋丽
君博士（右一）
向大家介绍了她
在Delinia的经
历故事，如何在
15个月从一个种
子公司将
Delinia孵化
并找到出
口。并且她
也分享了她
在多家药企
当任多项高
级领导职位
的经历和过
程，给想要
在生物医疗
领域创业的人新的启示和指导。同样的，
来自Betta Pharmaceutical的创始人兼总
裁兼首席科学官王印祥博士（右二）也同
样分享了他创办Betta Pharmaceutical的
过程并且他也带
来了新药研发在
中国的机遇和挑
战，让大家认识
到目前中国医药
行业的发展和前
景。最后，曾带
领多个在过敏，
免疫和肿瘤方面
关键药物研发的
赛诺菲全球研发
总裁刘勇军博士
（右三）压轴出
场。刘勇军博士作为担任赛诺菲全球新药

另外，下午的议题是由来自中美的
生物医药公司，投资公司，以及CRO/CMO
等进行专题讨论。其中有来自中山翠亨新
区的黄韶辉博士，来自Applied Stem
Cell的姜儒鸿博士，来自Scilligence的
胡金波博士, 来自CrownBio的Dr.John
MacDougall， 来自科伦药业的王秀萍博
士和来自深圳西域投资公司的创始人解民
博士等。讨论的热点话题除了制药界和外
包服务的最新进展外，大家还着重讨论了
在中国进行药物研发创新的可行性，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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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发展的领导者，他和赛诺菲的其他
高层领导成员合作，一起从内部和外部
带领赛诺菲具有十分竞争力的研发团队。
刘勇军博士毫不吝啬地向我们分享了他从
伯明翰大学到赛诺菲全球研发总裁的职业
历程，指引我们遵循科学并且学会在这个
长期努力的道路上抓住机遇。

会一如既往的支持美中药协的发展。正式
接任的蔡凌希会长尽抒肺腑之言，言辞深
刻地表达SAPA对他的知遇之恩和对他职业
道路的推动和帮助，虽鞠躬尽瘁却依旧谦
虚感谢所有为SAPA-NE付出的成员，我们
也相信在蔡凌希会长的带领下，一定会把
药协的工作推向新高峰。杨军当选为继任
会长，和蔡凌希一道带领新团队打拼。

年会的另一重头戏晚餐会，由药协
现任会长龙江博士主持。作为晚宴赞助方
Greenberg Traurig律师事务所的嘉宾谢
芳博士向在座各位讲述在当下蓬勃发展的
医疗领域，如何将法律和生物制药结合，
更好地服务生物制药领域的发展。紧接其
后的是传统的SAPA-NE优秀高中生颁奖典
礼。今年的获奖者是即将进入哈佛大学的
刘宇翔（Michael Song Liu）和斯坦福大
学的王澜 （Catherine Wang）。他们分
享无论是为人类健康事业努力的理念和科
学方法还是和对社会人类问题的分析令我
们为有这样的年轻人感到骄傲和欣慰。随
后，大会还宣布了本年度杰出服务贡献奖
，获奖者分别是鲍幸峰博士, 陈大鹏博
士, 程满根博士, 孙天霄博士,林琳博士
和童景博士。这是对SAPA-NE团队长期义
务者精神和为社区专业人士服务努力的大
力肯定。

年会在晚上九点半圆满结束。特别
值得提到的是，在会场展台区被来自各方
的医药企业供应商挤的满满的，他们或是
带来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或是带来了招
聘岗位, 令到会者受益匪浅。
美中药协感谢所有与会来宾和会员
的支持, 热忱欢迎在这次年会上加入的新
会员们。这次年会的成功举行也离不开
SAPA-NE全体理事、顾问和志愿者的辛勤
筹备, SAPA-NE年会在每年五六月份举行
，已经持续了19年。美中药协每年除举行
与医药和生物技术有关的年会外，还举办
科学专题讨论会，人才发展招聘会和各种
社会活动，接待中国生物医药访美代表团
，并与中国多方面共同组办国际生物技术
和医药研讨会，在就业和创业、以及美中
生物医药科技交流领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赢得了业界广泛的认同和赞扬。同时美
中药协也热忱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 欢迎
公司和个人为美中药协慷慨资助。
SAPA-NE也期盼和大家2018二十周年再
见。

年会的最后还举行了新老会长的交
接仪式。龙江会长发表了风趣幽默的工作
总结，他向所有的团队成员和各位好友表
示感激。虽然从会长岗位退下，但他表示

会场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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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ong Liu(左四)和Katherine Wang（左五）荣获优秀高中毕业生奖。

美中药协杰出服务奖获得者。左三起：鲍幸峰，孙天霄,陈大鹏，童景，林琳，程满根（蔡凌希代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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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展示会

专题讨论.

晚宴，谢芳博士

会长交接。杨军（左）蔡凌希（中）龙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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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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