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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编往来] 
 

 
January 8, 2010 
 
Dear readers, 
 

Happy New Year! 
 
Last Friday marked not only the first day of a new year, but also the first day of a new decade. Ten years ago, 

some of us welcomed the new millennium with perhaps too much optimism and exuberance, not knowing the dot 
com bubble would start to pop three months later.  One year ago, some of us entered the year 2009 with perhaps 
too much pessimism, worrying the economy might be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Last week, we celebrated the 
arrival of the New Year and the new decade, mindful of the challenges ahead, but tremendously hopeful for the 
renewal and new opportunities. 

 
In this first issue of the Newsletter in 2010, you will find many reports of successful SAPA activities in the 

past three months. One of the highlights is the SAPA Leadership Workshop, held on November 21 and 22 in 
Norwalk, CT. Attended by 55 SAPA leaders and 40 family members, this Workshop was filled with fun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brainstorming discussions on SAPA future development.  SAPA leaders from various 
geographic locations truly enjoyed the friendship, treasured every moment of the face to face interaction and 
expressed a strong desire to work as a unity in leading SAPA to a new level of success. Detailed report on this 
event can be found on pages 7-8.  

 
In addition, you will also find a regular column called “SAPA Interview / Member Profile”, where we 

interview SAPA members who have had a distinguished career, as a scientist, or a corporate leader. In the last 
issue of the Newsletter, there was an interview on Dr. Li Chen,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of Roche Shanghai, which 
was among the first large Pharmas to build a major research center in China.  In this issue, we interviewed Dr. 
Larry Wang, who gave us a fascinating account of how he and his partners built GenScript into a CRO 
powerhouse in five short years.  If you would like to suggest a SAPA member whom we should interview with, 
please write to Xing Li at xing.li.sapa@gmail.com or Jiwen Chen at jiwen.chen@bms.com. 

 
Last year was quite an eventful year for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 in the tri-state area. Eight of the top 

fifteen Pharmas in the world had major presence in New Jerse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now the number is 
down to six with two larg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t a time of significant economic uncertainty, as well as 
unprecedented career opportunities, SAPA continue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its membership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seek career development. At the back of this issue you will find a Career Development Workshop 
announcement to be held on Saturday, January 23, 2010 at Robert Wood Johnson Medical School, Piscataway, 
New Jersey.  We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there. 

 
On behalf of the Newsletter editorial team, we wish you a healthy, productive and fulfilling year in 2010. 

 
Best regards, 
 
The Editors 

mailto:xing.li.sapa@gmail.com�
mailto:jiwen.chen@b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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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大事记] 
                

    

   SAPA 2009-2010 Board of Directors Election Results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below the election result of SAPA 2009-2010 Board of Directors (BD).  
Congratulations to Yusheng Wu for being elected as the BD Chair and other individuals for being elected as 
SAPA BD members! According to SAPA By-law, Jisong Cui (current President of SAPA) and Mingde Xia 
(Immediate-past President of SAPA) are assigned BD members. 

 
 

SAPA 2009-2010 Board of Directors 
 

BD Chair: Yusheng Wu 
 
 Name  Affiliation 

SAPA HQ Cui, Jisong (SAPA President) Merck 

 Hong, Jun-Yan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  
of New Jersey 

 Jin, Kewen Charles River Lab China 

 Li, Min Schering-Plough Corp. 

 Tong, Huayi Ciba 

 Wang, Charles Johnson & Johnson 

 Wu, Yusheng Tetranov International, Inc. (U.S.) & 
Tetranov Biopharm, LLC (China) 

 Xia, Mingde (Immediate-past President)  Johnson & Johnson 
 Xu, Zhi-Xin Hoffman-La Roche  

 Zhang, Hancheng Shanghai ChemPartner 
SAPA-GP Liang, Bo Foresight Biotheapeutics 
 Zhang, Zhongda Enzo Life Science International 

SAPA-NE Li, Kechun Chiral Quest (Jiashan) Co. Ltd.   

 Gou, Daming Johnson Matthey Pharma Services 

SAPA-China Club Chen, Li Roche R&D Center China 
 
 

This term of BD will have important tasks to fulfill.  They will need to re-shape and perfect many SAPA 
policies to cope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SAPA in China and provide guidance to the newly established China 
Club.  From the list you can see that we have a strong, dedicated and experienced BD team this year.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is team, together with SAPA EC and AC, will lead this organization to the next level of success.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newly elected BD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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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访谈] 
 

把握时机 成功切入 

——与 GenScript 总裁 Larry Wang 博士的对话 

 

李行       陈纪文 

 
       
        “生物医药外包领域的领头羊”，“生物医药外包企

业中的 example of models”，……2009 年的夏天，在

凯鹏华盈（KPCB）宣布联手贝祥医疗将抗投资集团

（ TBIG Healthcare ）向 中国生物医药外 包公司

GenScript（金斯瑞）投资 1500 万美元的消息后，媒

体的聚光灯一下聚焦到这个一直低调却发展迅猛的公

司身上，各种美誉纷沓而至。 
 
        成立于 2002 年的 GenScript 是一家总部位于新泽

西州 Piscataway 的提供生物技术外包服务的基因合成

供应商， 2004 年在中国南京设立了分公司。短短几

年间，该公司已经由起步时期的 3 名主创人员发展到

现在 800 多名员工。以业界人士的眼光看，GenScript
在欧美医药外包的浪潮中成功掌握发展之舵，无可非

议地被视为生物医药外包时代弄潮儿中的新贵。 
 
         对投资对象的遴选素来以严格著称的 KPCB，与

众多出色的企业家一起多次引领推动了科技革命的潮

流，投资并培育了许多世界知名企业，如 Google、
Amazon、Genentech 等等。不难发现，这些企业无一

例外地都发展成该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尖端领军企业，

而 KPCB 前瞻性的投资举动更被认为是该产业的风向

标。GenScript 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获得 KPCB 投资的

生物技术外包公司，KPCB 的投资人也表示很有信心

把 GenScript “ 做 成 生 物 医 药 外 包 领 域 的

Genentech”。 
   
        记者有幸在 GenScript 总部见到该公司的创始人

之一兼总裁 Larry Wang 博士和负责市场的副总裁

Nick Yan 博士，细致深入地了解了该公司创业团队由

零开始创业成功的历程。 
 
记者：Larry，在刚创业的时候，您有没有想到短短几

年内公司就获得这么惊人的成绩？刚开始的时候是怎

么一种情况？ 

Larry ：没有。在 2002 年，我们三个人（ Frank 
Zhang，Larry Wang & Sally Wang）创办这家公司的时

候，可谓白手起家。一方面服务外包的概念在当时还

没有被整个生物医药的大环境所重视，另一方面生物

技术外包服务难度较大，并不被看好，所以我们几乎

没有得到任何资金支持。就在资金资源非常有限的条

件下，在一间非常狭小简朴的办公室开始了我们的创

业之路。 
 
 

 
发布会上，KPCB 宣布向 GenScript 投资 1500 万美元。 
                                            （图片来源：生物谷 Bioon.com） 

 
 
记者：在此之前你们都就职于国际知名的制药公司，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放弃待遇优厚的稳定工作而投身

于前途未知的创业生涯？ 
 
Larry：也就是因为在大公司工作了数年，洞察了大公

司在整个医药研发环节上存在的问题，比如流程不够

高效，耗时多花销贵。一个基因克隆的常规程序

(routine procedure)在大公司的研发部门过去需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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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 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而实际上这

一步骤由专业公司操作的话最多只需一个星期的时

间，费用也极大降低。这对制药公司的新药研发而

言，既缩短了研发周期也大大降低了成本，从长远看

来将会是一种趋势。当时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

的市场切入点，就凭着这个信念，决定要创建自己的

公司。除此之外，让我对创业有信心，相信这是一次

成功的投资的就是我们这个创业的团队——大家都很

勤奋踏实，在专业方面各有所长，比如 Frank 有着丰

富的生物试验一线经验，Sally 专长于运营管理，而我

擅长生物信息编程，这是一个优势互补结合完美的团

队。 
 
记者：如何从一个科研专家的角色成功转型为企业管

理者？  
 
Larry：要想企业获得成功，仅仅是有理念有时机还是

不够的。GenScript 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一个非常

敬业配合非常默契的管理团队。我们这个团队从创业

以来，更多的是从一步步发展业务中一点一滴学习和

积累管理的经验。此外，我们也请来富有行业经验的

咨询公司给我们进行多方位的系统咨询和培训。这样

两方面结合，我们就慢慢摸索出一套适合这个公司发

展曲线的管理方法。 
 
记者：为什么选择 2004 年在中国南京设立了分公

司？ 
 
Larry：其实从创办 GenScript 第一天开始，回中国开

办分公司就在我们发展规划的日程上了，这也是我们

发展的核心。而且到了 2004 年，我们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业务规模和行业经验，对整个市场的发展和需求

有着更清晰的敏感度和判断力，所以在那个时候回到

中国设立分公司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避开了外包公司聚集地上海和北京而

选择了南京，这是我们团队经过几次考察权衡作出的

最佳决策。首先南京的生活指数只有北京和上海的

60%，这在以降低成本花销为基本理念的服务外包领

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对 GenScript 长期发展的竞

争力非常有优势。其次，南京高校非常集中，人才尤

其是年轻高素质人才的储备量非常大。再次，就是地

理位置。南京离上海很近，在整个大上海的辐射范围

之内，现在是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车程，明年火车再次

提速后只需要一个小时。 
 
记者：很多从美国回中国创业发展的服务外包公司主

要面向美国公司服务，GenScript 则不仅仅专注于服务

美国的客户，在欧洲和日本也设立了分公司。为什么

想到去欧洲发展业务？  

Larry：目前公司在北美、欧洲、日本和亚洲的业务比

例大致和全球医药市场的份额发展趋势相吻合。欧洲

的市场需求也在快速增长。现在位居全球前 20 名的

大型制药公司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其中有不少欧

洲的企业。 
 
记者：比较一下医药外包产业在中国和欧美的创业和

发展的环境？ 
 
Larry: 整个医药行业现在正处在萧条时期，相比之下

国际医药服务外包产业却呈“井喷”趋势，很多制药巨

头纷纷提高其生产制造外包的比例，达到 30%甚至更

多，而其中中国市场占了相当大一部分比例。同时，

生物医药行业的 R&D 也在往中国走，中国在整个研

发环节中定位也在发生变化，由过去“made in China”
的世界工厂的角色转变为“discovered/created in China”
的世界研发中心。诺华（Novartis）、罗氏（Roche）
等制药公司争先恐后斥巨资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因

此中国市场的机会非常多，发掘潜力非常大。同时，

中国的政府相关政策支持的力度非常大，各个地方的

政府为了吸引国外高科技产业的进驻都出台了优惠的

政策。GenScript 在南京发展至今，也得到了南京政府

在政策和其他方面资源的大力支持。另外，中国人才

资源非常丰富，近年来每年有 160 万的高校毕业生，

数量超过了美国，这也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记者：现在生物医药服务外包企业也很多，你们有什

么超越对手的竞争优势？ 
 
Larry：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有竞争不是坏事，良性

竞争会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GenScript 的优势之一就

是能够帮助客户克服产品研发上的瓶颈问题。比如最

近和 Roche 在 assays 方面的合作，GenScript 运用专业

的技术解决了他们在 assays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减少了生物研究员在 assays 之前所需要的等待、测

评、试剂准备的时间，大大提高了研发的效率。另

外，我们尽可能全方位地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例

如我们的 24 小时技术支持系统，确保全天候任何时

区的客户如果有技术上的问题都能及时得到帮助和解

决。我们也会为不同的客户提供不同的商业合作模

式。 
 
记者：祝贺你们成为目前中国唯一一家获得 KPCB 投

资的生物技术外包公司。KPCB 为何对 GenScript 情有

独钟？ 
 
Larry：我们很高兴接受 KPCB 的投资。这次的投资合

作既有大环境的推动，也有自身条件的因素。从大环

境上讲，现在医药服务外包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中国又是这场变革的潮流之地，因而投资方对中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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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很感兴趣。自身因素方面，目前在美国价值十几亿

美元的基因合成市场上，GenScript 占据着第一的份

额。这一点符合 KPCB 定位于行业领头羊的投资特

点。此外，我们的科技基础尤其是生物试剂研发基础

非常扎实，长足发展有后劲有潜力。再有，我们是一

家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起来的公司，但财务状况很好，

实力雄厚。 
 
 

 
GenScript 即将投入使用的多肽生产厂。 
 
 
记者：KPCB1500 万美元的投资将会用在哪些方面？

GenScript 在近期和长期都有哪些打算？ 
 
Larry：GenScript 发展的其中一条特色理念就是“求

精不求全”。现在我们已经有六大成熟的实验平台，

但并不急于拓展新的平台，KPCB 的投资我们将用于

完善现有平台的建设，争取达到一个质的提高，进一

步巩固和加强我们在生物医药服务外包市场全球领先

地位。 
 
        未来两年对 GenScript 来说是发展至关重要的一

个阶段，因此公司将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有突破性的

进程。一方面是硬件配备的与时俱进，公司在南京的

浦口开发区和江宁开发区都正在建造试验生产基地，

预计 2010 年能竣工并投入使用。而美国总部这边明

年也会从现在的办公点迁址到一个更大的办公区域，

为公司的快速扩张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公司还将继续

大量引进科技专业人才和市场销售人才，以满足公司

业务日益增长的需要。 
 
         虽然公司坚持以自己发展为主，但长远看来，也

不排除与其他状况良好的生物技术外包公司资源整合

的可能性。此外，公司也计划在 3 到 4 年内实现上

市。 

 
GenScript 正在新建的生产基地规划图。 
 
 
记者：从您的描述中我看到是一个在蒸蒸日上的产

业，和时下整个医药严冬的大环境大相径庭。作为已

经创业成功的 SAPA 会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与今后

有意创业的 SAPA 会员分享？ 
 
Larry：首先我非常感谢 SAPA 这个科技社区为生物医

药领域的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促进学术和信息交流的

主流平台。虽然整个医药大环境形势不容乐观，但都

还存在很多商机，什么时候创业都不晚，最主要的是

找到有特色的切入点。近来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在推

行医疗改革，目的都是为了降低医疗成本或者想办法

保证病人支付得起医药费用，SAPA 的专业人士如果

能利用科学专业技能与商业相结合的创新模式来为这

些顽疾提供解决方案，这对处在转型时期的全球生物

制药行业将非常具有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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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协会活动] 
 

SAPA 领导层研讨会圆满结束 
 

 
李  行 

 
 
2009 年 11 月 21~22 日，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 

SAPA Leadership Workshop (SAPA 领导层研讨会) 在康

州 Norwalk 小镇的双树宾馆举行，共有 55 名 SAPA 领

导层成员参加。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协会法规训练，增

进 SAPA 领导层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熟悉 SAPA 的

使命，从各方面理顺协调 SAPA 总部与各分会、俱乐

部之间的关系并加强相互合作，并集思广益共同商讨

促进 SAPA 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策略。 
 

此次研讨会组委会两位共同主任王建基博士和黄

宝国博士共同向与会者致欢迎辞。SAPA 现任主席崔

霁松博士回顾了过去一年里 SAPA 取得的成绩，包括

美中两国成功举办或协办过的会议，与国内政府和科

技开发园区之间相互交流合作，多渠道为 SAPA 会员

创建更加有效有力的职业发展平台，等等。崔霁松博

士热情洋溢的开场白拉开了研讨会的序幕。 
 
 

 
（2009 年 SAPA领导层研讨会与会者） 
 
法规制度下的 SAPA 

 
学习 SAPA 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守则是每次 SAPA

领导层研讨会的必备节目。SAPA 创始人之一、BD 委

员童华宜博士曾参与 SAPA 规章制度的建立工作，他

有趣地结合自己为 SAPA 服务了 16 年的经验和心得，

深入浅出地给与会者上了一堂 SAPA 法规教育课。在

美国创立于 1993 年的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

是一个完全基于志愿者无偿奉献发展起来的、以推广

科学教育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其发展必须严格遵守

美国的法律条款。同时 SAPA 作为在美华人生物医药

科学家的社团与祖国交流合作的窗口，也必须遵照中

国的法律规章制度。 
 
SAPA 卸任主席夏明德博士，也为大家生动详细

地讲解了 SAPA 的行为守则。遵守 SAPA 的规章制

度、严格按照 SAPA 的行为守则办事，是 SAPA 的每

个会员尤其是领导层成员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只有遵

守 SAPA 的规章制度，才能更好的维护 SAPA 的基本

利益，确保 SAPA 长足稳定地行驶在正确的发展轨道

上。 
 
研讨会高潮 
 

研讨会的一个高潮就是探讨 SAPA 未来的发展规

划。随着 SAPA 在海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与日俱

增，国内各地政府、科技开发园区、学术团体机构与

SAPA 共商合作事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作为 SAPA
在中国的中坚力量，SAPA China Club（SAPA 中国分

会）与时俱进，在组织和管理 SAPA 与国内合作交流

事宜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的作用。 
 

 
（SAPA China Club 会长陈力博士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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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赶来的 SAPA China Club 会长、前任 SAPA
主席（2001-2002）陈力博士和大家分享了 China Club
的最新情况，冷静分析了 China Club 在中国扩大发展

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提出了对未来发展的构想和建

议。陈力博士的发言激起了与会者的探讨热情，大家

纷纷各抒己见、踊跃发言。随后与会者还分成 4 个小

组，就“China Club 的角色”、“建立 SAPA 职能部

门的必要性”、“SAPA 在 2010 年在中国召开峰会的

可行性”等三个话题开展分组讨论。大家群策群力，

为正处在上升瓶颈期的 SAPA 贡献了智慧的力量。 
 
 

 
（热火朝天的小组讨论） 
 
 

在会议的第二天上午，按职能划分的小组讨论又

掀起了第二轮高潮。这些职能小组分别是财务、通讯

刊物、奖学金、网站、会员以及筹款等。每个小组的

成员都“在其位谋其职”，为自己负责的职能领域出

谋划策。小组讨论的结果随后又在全体会议上和所有

与会者共同讨论，其他小组成员也相互提出了很多可

圈可点的建议，为各个小组今后的发展广开思路。 
 
 

（非营利组织专家 Ms. Michelle Pullaro 在给大家培训） 
 
 

帮助 SAPA 成长的前瞻性培训 
 

作为一个正在处于提升壮大阶段的组织，SAPA
领导层的非营利组织管理技能将能够更有效地帮助

SAPA 在竞争的大环境下突破局限性更好地发展。然

而和很多有专职人员管理的非营利组织不同，SAPA
的管理层都是身兼全职工作的业余志愿者，正缺少这

些技能和经验。因而提高整个 SAPA 管理领导层的非

营利组织管理水平势在必行。 
 

为此组委会专门请来了有着 15 年成功管理和培训

非营利组织经验的资深专家—— Michelle Pullaro 女士

为大家“因材施教”进行培训。首先她介绍了在美国

志愿者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和基本要素，然后详

细讲述了非营利组织特有的生命周期，在周期里的每

个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接着她巧妙地结合

案例分析并与听众互动的形式为大家提供如何应对挑

战、解决问题的实战方法和经验。大家对这场前瞻性

的培训都十分感兴趣，感到收获颇多。 
 
研讨会温情：SAPA 之家 
 

SAPA 每一个活动都凝聚了很多志愿者无怨无悔

无偿奉献的业余时间、精力和心血。俗话说“每一个成

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而每一个活跃

在 SAPA 领导层的积极分子都离不开一个家庭的支

持。为了表达 SAPA 对这些家庭成员的感谢之情，这

次研讨会的组委会还特别鼓励与会 SAPA 领导层成员

携家眷前往。21 日晚上 SAPA 领导层成员和家眷一起

参加了组委会精心策划的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比如

儿童游戏、集体猜谜比赛、卡拉 OK 等，非常热闹。 
 

 
（猜谜比赛冠军小组） 
 

22 日下午，SAPA 领导层研讨会在一片欢声笑语

中结束。大家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SAPA 在所有会

员的共同努力下更上一层楼！       
（本文摄影：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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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 Clinical Programming Workshop Draws Many Attendees 
 
 

Baoguo Huang 
 
 

 
A full-day workshop on clinical programming 

was hel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on Oct 10, 2009. It 
was co-organized by SAPA and a group of clinical 
programmers from the surrounding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with the theme being ‘Perspectives on 
Clinical Programming Challenges”. Many 
executives and senior experts from major pharma 
and CROs shared their visions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The parallel sessions covered a variety 
of topics such as ‘CDISC and e-Submission’, ‘Drug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ogramming 
Technical/Process Tips’. The panel discussions 
focused on ‘Career Path for a SAS Programmer’ and 
‘Soft Skills –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lthough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SAPA 

headquarters to run a workshop in this very 
specialized area, the event attracted near 300 
attendees from the tri-state area, and received 
overwhelmingly positive feedback. The speakers and 
organizing committee members were very impressed 
with SAPA’s professionalism, detailed planning, and 
high quality logistical support. The committee 
expressed a strong desire to continue the 
collabora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In addition, a 
large number of attendees joined the SAPA 
membership, and some of them became lifetime 
members. For other SAPA members who were not 
familiar with clinical statistics, the presentations 
provided a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learn 
some basic concepts and working knowledge of a 
critical area of drug development.  The workshop 
was a huge success. 

 
 

 
Jisong Cui, SAPA president, presents a Service 
Excellence Award to Ms. Ing-Ming Pan, the 
Workshop Chair. Ms. Ing-Ming Pan is the Director 
of Statistical Programming at Johnson & Johnson. 
 
 

 
Ms. Tricia Yeh, VP & Dr. Mary Johnson, EVP, both 
from PharmNet,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n the basic 
regulatory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in clinical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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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Ing-Ming Pan presents a plaque to Ms. Lisa 
Lyons, Sr. Manager at J&J, who spoke about 
communication skills 
 
 

 
Workshop attendees enjoy social & networking 
moments during coffee break 
 
 

 
SAPA leaders with workshop speakers 
 
 

 
Dr. Barry Schwab, VP and Head of Clinical 
Statistics at J&J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soft 
skills in career development 
 
 

 
Jisong Cui & Baoguo Huang conclude the 
Workshop by congratulating the Workshop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a job well-done 
 

(Photos by Danny Chaing and Ca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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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SAPA）中秋野餐活动圆满举行 
 
                                        夏 岩 

 

 
        美中药协（SAPA）2009 年 10 月 3 日星期六在新

泽西 Piscataway 的 Johnson 公园举办了 2009 年度中秋

野餐活动。这天恰逢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愈三百

名 SAPA 会员、同仁、及家属团聚在一起，共同度过

了一个非常有意义又愉快的一天。 
    
        这天天公格外作美，天和气爽，预报可能会有的

雷雨也很配合地没有下来，为野餐的顺利进行创造了

舒适的条件。为了组织好这次野餐活动，SAPA 的义务

工作者做了大量充分的准备工作。从上午 10 点开始，

SAPA 的先遣部队就抵达 Johnson 公园, 插路标，布置

场地，搬运饮料食物。11 点, SAPA 会员、同仁、及家

属陆续抵达。何菡萏、项信珍、 Helen Fu、黄联峰等

SAPA 志愿者热情接待每一位来宾。SAPA 2009-2010
年度主席崔霁松女士和家人亲自从虹城餐厅取来了丰

富美味的中餐。冯海霞女士准备了家乡风味的茶鸡

蛋、五香花生及中秋节必不可少的月饼。黄宝国、王

建基、刘堃、刘锋(Feng Liu)、童华宜等同时点起几处

碳火烧烤汉堡和热狗，袅袅炊烟把野餐活动推到高

潮。陈新海准备了甘甜的西瓜。许多来宾也主动帮忙

分食物，BBQ。从 Schering-Plough 公司来的 James 
Wang 施展出在做中文学校校长时练就的烧烤技术，不

辞辛劳为大家服务。  
     
         在当前经济不景气，大公司财政紧缩互相吞兼合

并的情况下，如何开拓发展我们的事业，是大家共同

关心的话题。为此，SAPA 会员和同仁还按职业领域或

专长进行分组活动，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下互相介绍交

流，分享行业中的工作经验及新动向，大家获益匪

浅。活动中，崔霁松、洪钧言、王建基、黄宝国等组

织者为大家介绍了 SAPA 的情况。一些职场新人或还

在学习阶段的研究生则结识了不少新同行。另外，大

家还很高兴见到一些 SAPA 的老朋友，比如 SAPA 前

任会长、现在上海就职于 J&J 的王英及其全家；SAPA
前任会长魏世峰；回国创业、 现任 Sundia 公司高级副

总裁的施雄伟博士；Rutgers 大学教授、Chiral Quest 公
司技术总监张绪穆等。 
     
         除了烧烤和同行交流等必备节目，大家还共同享

受了户外运动带来的快乐。孩子们在小丑 Milos 带领

的游戏中，不时传来阵阵的欢笑声。李才和刘堃组织

排球爱好者打了个尽兴。最后，大家兴高采烈地参加

了热闹的拔河比赛。李才还特意请来了摄影高手管小

明和吴英杰为整个野餐活动拍下了珍贵的镜头。  
 
活动之后，大家都非常满意，感谢 SAPA 组织的

野餐活动，为会员增进了互相的联谊，盼望继续参加

SAPA 类似的活动。   
   

 
          孩子们在小丑 Milos 带领的游戏中 
 

         
          大家兴高采烈地参加了热闹的拔河比赛 
 

         
          美中药协（SAPA）中秋野餐活动组织者 



                                                                                                                                                            SAPA Newsletter Issue 68, January 2010 

 

12 

 
美中药协（SAPA）纽英伦分会探讨新药开发  

 
 

黄子怡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伦分会召开第 12 届药物开发学术研讨会，近 150 人出席。（摄影：黄子怡）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伦分会（SAPA-NE）上周

末假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第 12 届药物开发学术研讨

会，近 150 名专业人士齐聚，探讨“创新药物的后期运

作：临床前研究，临床测试，申报注册和商业化”的
议题。 

  
         受邀演讲的贵宾包括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

南京圣和药业副总张宏兴、上海澎立生物执行长纪晓

辉、Novartis 主任克里史丹（Lloyd Klickstein）、

Shire 主任帕柏斯（Andy Papas） 、Millennium 主任寇

周（Deya Corzo）、Biogen-Idec 主任卡如里（John 
Carulli），以及 Serono-Merck 医务总监瓦克斯（Steve 
Wax）。  

 
         美中药协会纽英伦分会长钟晓天表示，新药如何

注册成功，并且快速上市，是讨论重点。新药若不能

等到有临床测试的数据时才注册，仍然可以收集新药

使病情好转的证据。在累积证明时，同时与食品暨药

物管理局合作，会加速申报流程，使新药得以及早面

市。  
 
        寇周介绍罕见病的研究和新药之成果与挑战，其

中小儿癌症五年存活率从 1970 年前的 50%增加到

80%。罕见病由于病人少，很难收集临床测试资料，

因此影响新药开发，使得罕见病新药需要以别种方式

证明疗效。蒋耀平谈创新医药及其科技在产业结构调

整，以及中美经贸合作商务交流中的机遇和政策。他

表示，制药是中国首项投资项目，生物产业可获得政

府提供的各种优惠。制药经济发展的成功，可以作为

其他产业的学习模式。 
  
        蒋耀平分析，中国沿海发展型式与已开发国家相

融合，中国有些地区的发展则类似开发中国家，因此

研发的经济模式可适用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区城。蒋耀

平以「积极、全面、合作」形容中美贸易合作，他对

中美以互补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看法乐观。纪晓辉认

为，现代人有点子，有勇气，也有热忱，这是使中国

经济突飞猛进的主因。张宏兴谈圣和药业，介绍中国

药业概况。他表示，中国药业已从非专利药物生产

（Generic medicine）转型到新药开发。中国在世界药

业市场目前排名第五位，是药物研究与开发外包业务

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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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纽英伦分会夏日游 

 
陈大鹏      孙刚 

 
 
         2009 年 8 月 22 日, 夏天的脚步悄悄远去，秋风的

凉意轻轻的走来，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伦分会 
(SAPA-NE) 与纽英伦中华资讯网络协会（NECINA）

携手，在 New Hampshire 的 Alpine Grove 公园内举办

了一年一度的烧烤及户外活动。 
 
        活动从早上 11 点开始，大家从纽英格兰不同地区

纷纷到达公园。在报到处前，新老会员们在踊跃报名

登记， 而 SAPA 的组织成员们则在那里一边忙着给大

家介绍今天的活动情况又一边做活动的准备工作和照

顾大家的家属，尤其是小孩子。 
 

烧烤前的活动主要是聊天。有很久不见得老朋

友，见了面很兴奋的询问近况；也有很多新的面孔，

因为大家同在医药领域，所以在寒暄几句以后往往都

能找到共同话题。这时候公园后面本来是一个小的高

尔夫球练习场的地方反而成了儿童乐园．小孩子们都

在那里一起玩来了打球的小游戏。 
 

 

 
(相谈甚欢) 
 

中午的时候会议中心准备好了丰盛的烧烤食物，

大家边用餐边寒暄。说话间外面突然下起了倾盆大

雨。突如其来的天气似乎要阻碍我们精心组织的户外

计划，但是大家马上制定出了 plan B。这边有人开始

打扑克，那边有人更是玩起了“杀人”游戏，欢声笑语

不断。尽兴之余大家感觉好像又回到了那激情迸发的

大学时代。 

 
(我来示范吹气球) 
     
 

过不久雨也停了，视野空旷，晴空蔚蓝。我们两

个协会就立即进行了一场拔河比赛来促进协会间的感

情。大家捋着胳膊齐上，分别按儿童组，妇女组，壮

男组，和混合组进行比赛，结果五局三胜，SAPA-NE
有惊无险的赢出。我们都开玩笑说因为我们搞医药的

成天在实验室，都干的体力活，不像他们搞 IT 的基本

做办公室, 所以力量赛我们 SAPA 是稳赢的。接着是精

彩连连的分组活动，包括打排球玩游戏唱歌跳舞，大

家都异常踊跃的参加。这些活动充分体现出 SAPA 会

员的活力，也达到我们预想达到的目的。 
 
 

 
（再加把劲，眼看要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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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攻我守) 
 

本次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里面汇集了所有

SAPA 组织成员的努力和汗水。参与这次活动的新老会

员和其他朋友都对这次活动的圆满举行给予好评。 

 
(欢乐一家，药协网协干事合影) 
 
        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组织能力、交流能力，还增

近了感情，开拓了自己的关系网，结识了很多朋友。 
最重要的是度过了一个愉快而又难忘的一天！ 
 

 

 

 
SAPA 上海俱乐部浙江九龙山一日游 

 

 

蔺胜照 

 

 

2009 年 3 月 28 日是个星期六，上午九点，位于上

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桑迪亚医药技术（上海）有限责

任公司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几十位 SAPA 上海俱

乐部成员应邀前来，参加由桑迪亚执行副总经理，原

SAPA 老会员施雄伟博士组织的浙江九龙山一日游。 
 
        在桑迪亚，他们受到了桑迪亚总裁王晓川博士的

热情接待。王总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欢迎，

并向大家简要介绍了桑迪亚的发展和现状。最后，她

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和难忘的周末。俱乐

部成员对桑迪亚此次邀请表示感谢，并逐一做了简短

的自我介绍，整个交流过程是在非常轻松活跃的气氛

中进行的。陪同 SAPA 客人九龙山一日游的桑迪亚成

员有：桑迪亚执行副总经理施雄伟博士，生物副总经

理汪俊博士，分析部副总经理蔡松君博士及子女，化

学副总经理朱加望博士，还有国际商务资深主任蔺胜

照博士。SAPA 前主席，新到上海的张汉承博士和其在

美国读大学的女儿，方达医药技术洪杏芳等 SAPA 老

会员们, 上海罗氏制药的王震博士，阿斯利康的成大臣

博士，杜邦公司的王登富先生，阿时卡药业的邹声扬

先生，第二军医大学周长江教授等也应邀参加了郊

游。 

        九龙山位于浙江省平湖市，距离上海约有 1 小时

车程。当汽车途径桑迪亚位于浙江乍浦保税区在建的

工厂，看到整个厂房外部建设已经完成并初具规模

时，所有人都很兴奋，为桑迪亚，更为中国 CRO 产业

的美好前景感到高兴。 
 
        11 点半左右，浙江嘉兴（乍浦）出口开发区管委

会王照祥主任，郑栋良副主任，招商局吴晓璟局长等

开发区领导设宴款待了 SAPA 俱乐部一行. 其间，王照

祥主任代表开发区对 SAPA 俱乐部成员的光临表示欢

迎，他希望更多的归国留学人员能到乍浦开发区创

业，并介绍了开发区对于海外人才和投资的相关优惠

政策。张汉承博士代表 SAPA 会员，对园区的热情接

待表示感谢，并邀请园区领导参加美中药协的年会，

让更多会员知道并了解开发区的情况。 午餐后，大

家兴致勃勃地来到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球

场，好客的主人还请来了教练，对大家进行专业指

导。桑迪亚汪俊博士的良好技艺获得了大家热烈的掌

声。随后，大家来到了九龙山马术俱乐部，这可让同

行的小朋友们兴奋不已。稍作停留，大家再次出发，

来到了九龙山景区规划展示馆。馆内依山傍水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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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全家福) 

的九龙山略缩景区图和对未来的发展蓝图给大家留下

了极深的印象，都表示有机会一定会故地重游。 
 

尽管在回程的时候，天公不作美，天气由晴转

阴，可是这丝毫没有妨碍大家的兴致。在中国最长的

跨海大桥浙江杭州湾大桥的观景点和在平湖的莫氏庄

园参观时，大家纷纷拿出相机，拍照留念。 
 
        虽然一天的行程非常短暂，但 SAPA 上海俱乐部

的成员们在这次难得的活动中，远离了都市的喧闹，

忘记了工作的劳累，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

天！离别时，大家对桑迪亚的精心组织和安排再次表

示了感谢。 

 

 

 

[SAPA 活动预告] 
 

美中药协（SAPA）职业发展论坛即将召开 
 

李 才 
 

 

 美中药协（SAPA）职业发展论坛将于 2010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在新泽西州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学院

（Robert Wood Johnson Medical School）召开，地址: 675 Hoes Ln W, Piscataway, NJ 08854。  
 
会议将邀请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与会者共同分享如何在大公司的环境下迅速发展并获得成功的经验。演

讲嘉宾包括从上海赶来的辉瑞 (Pfizer) 公司负责亚洲地区主管研发的副总裁的 Steve Yang 博士，默克 (Merck) 公司

负责糖尿病部门主任及资深总监章蓓博士，以及其他多位具有中美跨国医药公司多年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 
 
在会上，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相关负责人也将向大家介绍“千人计划”。此外，以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

进中心（简称 BPBC）为首的代表团将向参会者提供国内就业的有关信息。代表团由北京海外留学人才中心、北京

市投资促进局、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等相关政府机构具体负责人员和一批北京快速发展的优秀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

员组成，代表团将结合北京发展医药产业的需求、结合各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进行全面对接引资工作。有回国创

业、从业意向的 SAPA 会员勿莫失良机参加对接活动，并请准备好自己的简历。  
 
BPBC 是中国第一家生物医药领域专业支撑机构，隶属于北京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发展和壮大北京

生物产业为己任，肩负协调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效、生物医药企业等产业相关资源职能。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SAPA）是 BPBC 最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在人员交流、信息沟通、会议组织、产业合作等方面有着 13 年合

作基础。 
 
本次论坛欢迎有兴趣的人士到美中药协(SAPA)的网址 www.sapaweb.org 获取更多详细信息并报名参加。网上报

名注册：SAPA 会员$25，非会员$40, 学生$15。当天报名，会有额外费用$10。以上收费包含会议资料及早午餐。一

旦网上报名超额, 报名网址将会关闭。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此次论坛的相关负责人何菡萏博士（电话 862-703-
6507），颜宁博士（电话 732-397-6941），及李才博士（电话 908-587-6433）。 

http://www.sapa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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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动态] 
 

 
 
发改委称二十基金促高新技术企业融资多元化 
 
        2009 年 11 月 4 日创业板首批新股上市首日的“赚
钱效应”大放光彩。发改委与北京、吉林、上海、安

徽、湖南、重庆和深圳等七省（市）政府联合设立 20
只创业投资基金。基金以社会募集为主，政府资金作

为引导，结合创业板开通，进一步促进中小高新技术

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据介绍，创业投资基金主要投向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国家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

产业，重点扶持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创新型企业和

高成长性企业。基金以社会募集为主，政府资金作为

引导资金保证基金的政策导向，专注于高新技术产业

领域。基金聘请或委托具有相关行业背景的专业投资

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按照基金章程以市场化方式独立

规范运作。 
        发改委表示，基金设立的目的一是充分发挥政府

资金的政策引导和杠杆放大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向

新兴产业和具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二是加快推

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国

民经济新增长点；三是有效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特色

鲜明、根植性强的新兴产业集群，推动区域产业结构

调整和优化；四是结合创业板开通，进一步促进中小

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扶持创新型企业快速

发展。（来源：青年报）  
 
 
 
辉瑞将在武汉光谷建立 
中国中西部首个大型药企研发中心 
 
        2009 年 11 月 25 日，制药巨头辉瑞宣布将在武汉

光谷生物城建立中国第二个研发中心。该中心将是辉

瑞目前在上海的研发中心的扩展。 
    辉瑞全球医药集团北亚区域总裁 Edward Allan 
Gabor 表示，此次选择在武汉光谷生物城建立中国第

二个研发中心是辉瑞在中国发展战略中重要的一步！

现在中国正在大力发展中西部，湖北作为华中地区最

为重要的省份之一，湖北省在整个中部崛起行动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武汉地处平原，交通便利，并且

拥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中国一流高校，科研

实力强大，通过武汉研发中心的建立，辉瑞将把中国

作为亚太地区新药研发基地，并加强对中国人疾病药

物研发，促进中国生物及化学制药研究的发展。” 

         
 
 
 
 
        辉瑞在武汉的研发活动初步将主要涉及为全球临

床药物开发项目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包括临床 I 期到

IV 期的试验。中心建成之后，预计三年内员工数量将

增加到 200 名。同时，辉瑞武汉的研发机构还将与当

地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合作，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人才

资源与现有的行业优势，开展药物创新与开发的研究

合作。与此同时，上海将继续作为辉瑞在中国研发活

动的运行枢纽。作为第一家落户光谷生物城的全球一

流制药公司。辉瑞在武汉的研发活动，将对武汉、乃

至整个周边地区生物及化学制药行业的发展产生巨大

的推动作用。(来源：生物谷) 
 

 
 
健赞公司美国本土外第二大研发基地落户中关村 
 
        世界领先的生物科技公司之一——健赞公司在美

国之外的第二大研发基地，2009 年 9 月 17 日在北京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隆重举行奠基典礼。 
新基地将用于健赞其他多个关键项目的研发，其

中包括骨科、移植、免疫、癌症、内分泌以及心血管

疾病。北京新基地大楼将以创新节能、环保设计为特

色，并将包括用于细胞疗法的生产实验室。健赞期望

通过自身的行业领先地位推动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

并对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不断作出贡献。（来源 
中国网） 

 
 
 

诺康生物赴美 IPO 
     
        2009 年 11 月 23 日消息，中国诺康生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称“诺康生物”）正式赴美 IPO，股票

代码“NKBP”，承销商为 Jefferies.这将成为 2009 年中

国东北地区第一家以 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形式

登陆纳斯达克主板市场的上市公司。 
        诺康生物成立于 1997 年，主要从事心血管和血

液学领域的生物活性酶类和自源性高效激活因子药物

的研发、生产和营销。其主营产品手术科室止血药巴

曲亭 Batroxobin（注射用血凝酶）和心脑血管药腺苷

注射液，均为国内独家产品。此前，诺康生物曾于

2008 年年初获得红杉资本中国基金、HBM 生物基金

总额 1700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来源：清科投资资

讯） 
 

http://www.bioon.com/Search.asp?Field=Title&ClassID=&keyword=创业投资�
http://www.bioon.com/Search.asp?Field=Title&ClassID=&keyword=创业投资�
http://www.pharmon.com.cn/�
http://www.bioon.com/industry/Special/pfizer/Index.shtml�
http://www.pharmon.com.cn/�
http://www.pharmon.com.cn/�
http://www.bioon.com/ShowCopyFrom.asp?ChannelID=1010&SourceName=中国网�


                                                                                                                                                            SAPA Newsletter Issue 68, January 2010 

 

17 

德国医药巨头拟投一亿欧元建动物保健产品基地 
     
         德国医药巨头勃林格殷格翰集团董事会 2009 年

10 月首次访华，并在此间宣布，该集团将新增 1 亿欧

元的在华投资计划，用于扩大生产工厂和建立研发中

心。在此基础上，该集团再投入 4000-5000 万美元在

中国建立动物保健产品生产设施。据悉，这是近年来

外资药企在中国内地的最大笔投资计划。 
根据此项 1 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勃林格殷格翰将

扩大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的生产工厂的产能，扩建

之后的张江工厂预计将满足中国及其他亚洲市场在

2020 年之前的药品供应需求；该计划还包括了在上海

建设全新的化学品研发中心。据悉，2008 年，勃林格

殷格翰在中国临床研究的总投入达 2000 多万美元；

2009 年，勃林格殷格翰在中国开展实施的临床研究项

目增加至 37 项。(来源：生物谷) 
 

 
 
北京：七家医药研发外包单位通过 ISO 认证 
 
        2009 年 12 月，京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师范大学、六合华大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家中

国生物技术创新服务联盟（ABO）成员单位集体通过

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审查，并获得了

英国皇家认可委发放的证书。 
        作为首都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先行者，ABO 联

盟自成立以来，经过 3 年多的发展，目前具备了较强

的外包服务能力，已成为北京医药研发服务业的生力

军。 
         随着国际市场的不断开拓，为了提升 ABO 联盟

的管理水平与服务能力，推动其标准体系与国际接

轨，2008 年北京市科委启动了“北京新药研发系统性

创新服务平台建设”项目，项目以 ABO 联盟为载体，

通过联盟各环节质量管理体系和技术服务标准的建

立，构建从基础研究、中试放大到药物临床前评价等

环节的新药创制服务平台。（来源：中国医药报）  
 
 
 
中国药品零售市场上半年同比增长 15.8% 
     
         在 2009 年 11 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成长型医药企

业发展论坛上，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表

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药店市场容量（不包括非药品类

商品）达 660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5.8%，

增速恢复到 2007 年的水平。 
        据于明德介绍，排名全国前一百位的药店今年前

9 个月的销售额增长均高于 2008 年，预计今年医药行

业全年增长幅度将达到 19%～20%，总产值接近 1 万

亿元，全年可实现利润总额将超过 1 千亿元。于明德

认为，由于主导市场对国内药品的刚性需求和政府推

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居民医保、15 种传染病计划免

疫等相关医疗体制改革加大了投入，使普通药物市场

增加了超过 1600 亿元的需求。 
        根据国家工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 年

1～9 月，我国医药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5%，1～8
月，医药行业实现利润 590 亿元，同比增长 16.2%。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新医改的利好政策影响下，预计

第四季度我国医药行业依然将保持高速增长。(来源：

中国医药报 ) 
 
 
 
新上药“三合一” 将成国内第二大医药巨头 
 
        “上实系”——上海医药、上实医药、中西药业三

公司昨日公告其重组方案获国务院国资委、上海市国

资委通过。实施“三合一”后的新上药将成为市值约

300 亿元的新医药航母,将成国药集团之后的第二大医

药巨头。 
        上海医药和中西药业的控股股东均为上药集团,上
实医药则是上实集团医药板块的主要平台。据悉,重组

后的新上药业务将包括医药工业（研发、生产和制

造）和医药商业（分销、零售）两大板块。分析指出,
上海医药是华东地区的医药流通业龙头,其地位在全国

举足轻重,此前的业绩却没能体现其潜在价值。不过,
由于两大板块医药商业和医药工业这两者行业差异较

大,未来如何整合与互相配合是新上药未来做强做大的

难点之一。 
        根据重组方案,上海医药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实

医药和中西药业。吸收合并完成后,上实医药和中西药

业将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同时,上海医药拟向上

药集团发行 4.55 亿股 A 股,收购上药集团医药资产,并
拟向上实集团发行 1.69 万股 A 股募集资金,并以所得

20 亿元向上实控股购买正大青春宝等医药资产。（来

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医疗行业信息化的九大趋势 
    
        从投资结构看，预计未来 5 年，IT 硬件投资比重

将进一步下降，软件与服务的投资比重将逐年上升。

未来 5 年，中国医疗信息化市场将出现如下发展趋

势： 
1、更多厂商加入到医疗业 IT 市场的竞争行列。国际

厂商中，除了英特尔把数字医疗单拿出来，作为与数

字企业、移动市场并列的行业市场外，其他如 IBM、

Oracle、思科等都成立了专业的医疗行业部门。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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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也有一些厂商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市场，正在介入，

比如方正收购在医疗行业方案提供方面排列五大的

ISV 众邦。 
2、IT 应用范围逐渐拓展，更多新兴应用进入眼帘。

HIS 一统天下的格局终将被打破，也正在被打破。继

PACS(医疗影像信息系统)快速发展后，USIS(超声信

息系统)、PIS(病理信息系统)、CMS(成本核算系统)、
PEIS(体检信息系统)等也在发展，未来在电子病历、

社区医疗以及更大范围的健康管理方面，还会催生更

多的应用。 
3、医疗 IT 产品与服务一体化同时得到人们的关注。 
4、竞争压力将促使医疗行业信息化产品与服务提供

商企业之间整合。 
5、整合产业链推进整合应用将成为未来发展主流。 
6、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用户需求更加趋于理性。 
7、医疗信息化外包，跨企业整合 IT 资源。 
8、公共卫生领域信息化将在全国快速发展。 
9、区域医疗信息化整合需求将到更多的释放。 

在医疗行业改革进程中，如何充分整合医疗资

源，更好地实现患者在社区医疗机构与大型医院之间

的转诊成为一个关键，而区域医疗信息化整合解决方

案将成为支撑其发展的一个关键。（来源：中国产业

经济信息网 ） 
 
 
 
2009 年度十大国产重磅新药 
     
         为了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国药励展在药交会期

间集合了行内专家的意见，共挑选出 20 只侯选重磅

产品，并从中评选出了 2009 年度“十大重磅新药”。 
1.复方 α—酮酸片 
【制造商】 北京百美特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入选理由】 该品为仿制国外的产品，值得关注。由

于为肾内科口服药，市场空间大，服用时间长。 
2.醋酸特利加压素 
【制造商】 深圳市翰宇药业有限公司 
【入选理由】 该品为临床急救用药，能降低死亡率，

而且是独家原研药，可挖掘的临床应用潜力巨大，值

得关注。 

3.前列地尔注射液 
【制造商】 本溪雷龙药业有限公司 
【入选理由】 国内第一大销量的进口产品仿制品。由

于突破了脂微球关键生产工艺技术，成为目前惟一能

保证正常供应厂家。 
4.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缓释微球 
【制造商】 北京博恩特药业有限公司 
【入选理由】 这是一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可与

抑那通一拼，但技术上不知是否可以达到相同水平。 
5.盐酸哌罗匹隆片 
【制造商】 深圳源兴药业有限公司 
【入选理由】 是世界上首家上市的精神分裂症专科用

药。 
6.注射用尖吻蝮蛇血凝酶 
【制造商】 北京康辰医药有限公司 
【入选理由】 该药属一类新药，本质是蝮蛇抗栓酶，

如产品能够进入到基本目录，市场潜力巨大，能否形

成生产规模需要关注。 
7.注射用左旋奥硝唑 
【制造商】 南京圣和药业有限公司 
【入选理由】 由于市面上的抗厌氧菌用药产品较少，

故有成为“重磅炸弹”的潜力。 
8.注射用雷替曲塞 
【制造商】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入选理由】 该药主要供肠癌晚期患者使用，可以按

照亚叶酸钙替代产品来推广。 
9.拉坦前列素滴眼液 
【制造商】 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入选理由】 由于拉坦前列素的原料合成工艺极其复

杂，当大家对该产品的国产品上市已经丧失信心的时

候，紫竹药业将此专科药仿制出来了，将来这是一只

很好的进口产品替代品种。 
10.结合雌激素片 
【制造商】 新疆新姿源生物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入选理由】 雌激素补充剂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目前激素产品生产企业屈指可数，决定了每一只新产

品的推出都意味着对市场的垄断。(来源：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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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工具箱] 
 

 
Collocations: A Stroke of Genius 

 
 

Judy West 
 
 

Do you have a vested interest or a considered opinion?  Is it a foregone conclusion

 

 that if you were born or 
educated outside of the U.S., you will always struggle with your English vocabulary?  The phrases underlined 
here are collocations: word combinations that make your speech richer and more precise. 

Many of us wish to improve our vocabulary, but we wonder what approach to take, what resources to use, or 
which word lists to consider. We also must balance our need to sound more professional with the use of more 
sophisticated words and phrases that can make us sound condescending or as if we are showing off or have 
something to prove. Since many words have subtle differences

 

, it is important to determine which variation of a 
word is appropriate for a given situation. 

Enter collocations – defined by the Oxford Collocations dictionary as, “the way words combine to produce 
natural sounding speech and writing.” Usually these word combinations are intuitive for native speakers who have 
grown up hearing phrases such as “thoroughly enjoy” and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When English is not 
one’s first language, however, individuals must become aware of these collocations, learn them, and discover and 
practice how and when they are used. 

 
Here’s a quiz.  In each group of potential word combinations, match the word or phrase on the left with the 

one on the right to make a collocation. 
 

 
Verb Collocations    Adjective Collocations 
 
1. achieve  a. a taste for  1.  consummate              a. conviction  
2. acquire  b. an appearance 2.  widespread  b. circumstance 
3.  put in  c. implicitly  3.  dominant  c.  view 
4.  broach  d. a commitment 4.  constructive              d. solution 
5.  trust                e. the energy  5.  workable  e. alternative 
6.  change  f. the subject  6.  firm   f. factor 
7.  cover  g. notoriety  7.  viable  g. belief 
8.  summon up  h. imperceptibly 8.  short-sighted              h. exception 
9.  honor  i. ground  9.  notable  i. criticism 
10.awaken  j. your interest  10. mitigating  j. professional 
 
 

Check your answers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How did you do?  If you recognized many of the collocations, 
that’s great!  Which ones do you use?  Can you think of situations in your daily life where any of these 
collocations would be appropriate?  Try them out.  Watch others’ reactions.  You will soon determine if you have 
used them correctly. As you go about your day, make a point of listening to your colleagues and others.  Note 
phrases they use to express themselves preci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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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ly, keep an eye out for collocations in articles or books that you read. Here are some that have 
appeared in publications you will recognize: 
 
“Anyone who thinks this nomination is a foregone conclusion is sadly mistaken.
(from an article on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The Snap Judgment
(a recent headline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Crime and Unemployment”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operation 
(from an article in The New York Times.) 

blurred the line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devoting some energy

 

 to learn more about collocations and their use, here are some 
resources to get you on your way to building precision in your vocabulary and to making your language richer and 
more fluent. 

English Collocations in Use: Advanced by Felicity O’Dell and Michael McCarthy 
http://www.scribd.com/doc/16388782/English-Collocations-in-Use-Advanced 
Oxford Collocations Dictionar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Language of Meetings 
 

by Malcolm Goodale 

 
Quiz Answers: 
 
Verb Collocations  Adjective Collocations 
 

1. g    1.  j 
2. a    2.  g 
3. b    3.  f 
4. f    4.  i 
5. c    5.  d 
6. h    6.  a 
7. i    7.  e 
8. e    8.  c 
9. d    9.  h 
10. j    10. b 

 
 

http://www.scribd.com/doc/16388782/English-Collocations-in-Use-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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