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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选举]  
 

2010-2011 SAPA President and EC Election Results 
 
Each year SAPA members vote for their President-Elect and Executive Council (EC) members according to the SAPA 
by-law. This year, the election was completed in August before the 18th SAPA-HQ Annual Conference in New Jersey. 
Listed below are the 2010-2011 SAPA President and EC election results.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is strong team will 
bring SAPA to the next level of success. 

 
President-Elect: Bao-Guo Huang (Sanofi-Aventis) 

 
SAPA-HQ EC   
Zhenhong Bao GenScript  
Ping Cao BMS  
Jiwen Chen BMS  
Kevin Chen Merck  
Jisong Cui Merck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Wei Ding Merck  
Helen Feng   
Helen Fu Merck  
Bao-Guo Huang Sanofi-Aventis President-Elect 
Jerry Huang Pfizer  
Lian Huang    
Cai Li Merck  
Xing Li ISPOR  
Guibai Liang Merck  
Kun Liu Merck  
Wansheng Liu Foxrothschild LLC  
Jianji Wang  BMS  President 
Yan Xia Merck  
Jane Xiang Novartis  
Charles Xie Sanofi-Aventis  
Ning Yan  GenScript  
Weijiang Zhang Roche  
Xiaoying Zhang Actavis  
SAPA-GP EC   
Laura Hong Merck GP President-Elect 
Joan Shen Pfizer  
Jingsong Wang BMS GP President 
Guosheng Wu Vitae  
Zhongda Zhang Enzo  
SAPA-NE EC   
Min Chen  Novartis NE President-Elect 
Huo Li  Biogen Idec Inc NE President 
Qingcong Lin Pfizer  
Liqiang Tou  Millennium  
Jie Zhao   
Xiaotian Zhong Pfizer General Secretary 
SAPA-West EC   
David Gao  Alexza Pharma  
Jun Liang  Genentech  
Wenge Zhong Am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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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大事记] 
 
 

SAPA Announces Establishment of China Club 
 
 

Charles Wang 
 
 

         
       SAPA leaders at the Presidents’ Forum 

 
 

The SAPA Presidents’ Forum was held on Oct. 
24th, 2010 in Beijing.  It was attended by past and 
present leaders of the organization: current and past 
SAPA presidents, SAPA Board members and 
Advisory Board members.  The Forum was co-
sponsored by SAPA and the Beijing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nology Center (BPBC). 

 
Recognizing the rapid increase of SAPA 

membership in China, leaders at the Forum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APA China 
Club.  The missions of the China Club are to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nology science, to contribute to the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vide professional consulting 
service to the Chines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 
pharmaceutical science, to facilitate scientific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in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 
field between US and China, and to foster career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APA members in US 
and China. 

 
Li Chen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China Club, 

Charles Wang was elected Secretary, and Mingde 
Xia the Headquarter Liaison.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re John Hu, Hancheng Zhang, Bill Wei, 
Jin Wang, Jisong Cui, Jian Li, Bo Liang, Kewen Jin, 
and Kechun Li.  There are four divisions within the 
Club: Drug Discovery led by Hancheng Zhang and 
Jisong Cui, Drug Development led by Bill Wei and 
Charles Wang, Regulatory Affairs led by John Hu 
and Lynn Wang, and Investment led by Jin Wang 
and Kewen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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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专题访谈] 

海归的工作和生活专题—— 

事业和生活，也在海的那一边 
 

李行     陈纪文 
 

编者按：SAPA 聚集着一群生活工作在美国但情系祖国科学发展的生物制药业精英，“海归”自然成为这群怀揣梦想

有志者们的热门话题，无论是工作日程上还是茶余饭后都长谈不衰。在过去 10 多年，SAPA 会员海归的佳音频传。

回到那片生长养育他们的土地，那个久违的故里，也许不能一如从前的熟悉和适应，但他们仍迫不及待地踏上事业

的新征程。 

在 SAPA 上海分会的帮助下，《药协通讯》顺利采访了几位正在海归或者拥有海归经历的 SAPA 会员，他们很开心

地和大家分享了海归工作和生活的心得…… 

 
 
访谈一：学术的领头羊和学院改革的中坚先锋 

 

受邀嘉宾：施一公 博士 

海归身份：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海归时间：2008 年 2 月 

海归地点：北京 

2008 年 2 月，时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施一

公辞职回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任教。2010 年 4 月，

他受邀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参加一个论坛，顺道在普林

斯顿短暂停留了一天半。住在历史悠久的 Nassau 

Inn，开着租来的车，在这个曾经生活了 11 年的小镇

转了转，还去默默眺望了那个曾经住过 6 年的房子现

在已经 belong to someone else，他觉得十分惆怅。 在
辞职回国后他用了一年多时间说服了太太。他太太最

后为了全力支持他回国的选择，于 2009 年 5 月卖掉

房子带着儿女回到清华和他团聚。是的，对于一个家

庭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抉择，一个义无反

顾的举动。 

施教授坦言刚回到中国工作时有些不适应的地

方，比如做人做事规则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人

文环境的不同，尤其是自己不求名利只想踏踏实实去

做些事却被人误解被人不怀好意揣摩其目的时，也曾

无奈过。甚至有一次，著名的《自然》(Nature)杂志也

卷入到有关其清华薪酬的失实报道的风波中，虽然该

杂志在得知真相后立即撤销了不实报道并且发表道歉

声明，但他情绪还是难免经历低潮。 

尽管如此，他仍然很坚定地说他从来不后悔自己

回国的选择。在美国，生活富足宁静，未来也是可预

见的安稳。普林斯顿大学，这个给他很大发展空间提

供他职业上升最快的舞台，他心存感激又倍感自豪。

但是他认为，回到中国回到清华他对中国和普林斯顿

比他继续留在普林斯顿作出的贡献更大。因而从回到

中国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全力以赴，他希望通过自己

毕生的努力，可以帮助促进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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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提高中国研究体制的完善，帮助促成高校人事制度

国际化的改变…… 

在科学网施一公的博客里，记录着他的思想记载

着他的观点，让大众读到一个最真实的他。尽管开博

2 年多迄今只刊登了为数不多的 18 篇博文，但每一篇

都洋洋数千字，倾注了他很多心血。他是一枚忧国忧

民的贤士，发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全面崛起

的必要前提”的呐喊；他不以善小而不为，以亲身经

验教授“学生如何提高专业英文阅读能力”和“如何提高

英文的科研写作能力”；他希望祖国积极广纳海归人

才，同时也对海外的有志之士呼唤“归来吧，我的朋

友们”！ 

在清华，科研的压力和行政管理工作让他日不暇

给，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但再忙的日程表里，他还是

留下专属于家人和孩子的时间档——每天的早餐和每

周的两个晚餐时间一定是留给家人孩子的，每周有两

个晚上肯定要给小孩子读书讲故事，聆听孩子们和他

分享幼儿园里发生的趣事。工作之余他会努力去做一

件事，就是跑步锻炼身体。如果您在清华园里的跑道

上看到他的身影，您不必惊讶，他想拥有健康的体

魄，实现为祖国再工作几十年的梦想。 

 

访谈二：别样的外派  一样的精彩  

 

受邀嘉宾：胡江滨 博士 

海归身份：美国药典中华区总经理 

海归时间：2006 年 9 月至今 

海归地点：上海 

胡江滨博士现在的头衔是美国药典(USP)中华区总

经理。在此之前，他拥有十多年在诺华、拜耳、罗氏

等多家著名跨国制药巨擎的工作经验，担任过 SAPA 
2004-2005 年度主席,一直关心和致力于促进中美之间

医药学术和产业的交流。2006 年美国药典决定要在中

国建立分支机构。胡江滨博士多年的专业技术经验和

丰富的社会阅历，使他成为带领这个海外运作经验相

对不足的美国药品质量标准制定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

最佳人选。 

与一般外企外派到中国工作的员工不同，胡博士

不只是领导一个部门，或者管理一个产品，或者支持

一项技术，他是要由零开始开创一个新天地。因而刚

回国的起步阶段，在他的日程表里，商务计划的启动

实施、公司的注册揭牌、办公地点的遴选确定、政府

关系的建立理顺、业务的商谈开展、员工的招聘培

训……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一眨眼四年过去了，如今 USP 中国分公司已经有

30 多名员工，业务蒸蒸日上。电话里，胡博士很快乐

地和我们回忆过去几年里工作和生活的酸甜苦辣。 

Q: 与 USP 有 20 多年合作的中国药典会和中国药品生

物制品检定所都在北京，但为什么没有把 USP 中国分

公司落户在北京，而是上海？ 

A: 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 北京上海各有自己的优势

和特点。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中心，周边包括江苏，

浙江和山东等出口制药大省，近些年也有很多跨国制

药公司把新药研发中心建到上海，因而对 USP 的产品

和服务包括药品出口标准和质量认证需求较大，所以

最终决定把公司建在上海。 

Q: 您对海归的决定是否满意？ 

A: 非常满意。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大环境下，中国发展

形势非常好。工作的压力虽然大，但是机会多发展空

间大，因而比较容易出成绩，每年可喜的业绩都有漂

亮的数据在说话在支持，事业上比较有成就感。另

外，中国的员工非常敬业，和他们一起努力工作创造

价值，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Q: 您海归的决定是否得到家庭的支持？ 

A: 全家人都支持，我的太太和当时读小学的小孩都和

我一起回到上海生活。太太现在国内也有了自己的事

业。 

Q: 很多人在是否海归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小孩子的

教育常常是他们考虑最多的因素之一。您的看法如

何？ 

A: 小孩子刚开始也有点不习惯，但他们融入得很快，

很快他们也喜欢上在上海的生活。一方面，他们在这

里也很容易交到朋友，上海有很多和他们背景相似的

小海龟——国外出生、说一口流利英语、随父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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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国生活。另一方面，这边的国际学校很重视中

文的教育，还有整个大环境也非常有利于他们学习中

文并受到良好的中国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小孩子对中

华文化也有了一种认同感，竞争意识和吃苦耐劳的精

神以及孝敬长辈的意识也比以前强了，这也是我们做

父母所希望的。在将来如果有可能，也不一定要回美

国上大学，能在中国的一流高校接受高等教育也很不

错。 

Q: 回到上海生活了 4 年，您也慢慢适应了，您最怀念

美国的什么？ 

A: 首先当然是环境了，大家都很怀念美国的蓝天白云

青山绿水和清新的空气。其次是，在美国生活相对简

单些，没有那么累。在中国，人情世故，所谓的“潜
规则”和“关系”无处不在，要注意事情比比皆是，增加

了不必要的成本和负担。 

Q: 作为已经海归 4 年了的 SAPA 老会员，您有什么心

得可以分享？ 

A: SAPA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服务 SAPA 也能增加自

己的社会阅历并为将来的个人职业发展加分。对美国

工作文化的认识要提高的同时，对中国形势的认识也

不要间断。 作为华裔的美国人，我们是一个非常特殊

的群体。我们可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并取中美两国

文化的精髓，在中美两个经济大体中为自己的发展创

造空间，开阔一片天地。 

 

访谈三：帮助中国药物研发，我一直在努力 

                              

受邀嘉宾：尹鹤群 博士 

海归身份：Novartis China 药代动力学总监 

海归时间：2007 年 6 月～2010 年 6 月 

海归地点：上海 

夏天的清早，带着头盔和护膝滑着滚轮，从家里

出发沿着上海浦东的自行车道滑行到位于张江哈雷路

的办公室上班，单程一个多小时滑程将近 20 公里。

如果您认为这样时尚的交通方式只属于 20 岁刚走出

校门的年轻人那您就错了，时任诺华（中国）生物医

学研究有限公司药代动力学总监的尹鹤群博士也是滑

轮一族。 

“我在上海工作时身边的同事员工很多是朝气蓬勃

的年轻人，让我觉得自己变得也很年轻、很有活

力”。2007 年 6 月至 2010 年 6 月，尹鹤群博士被诺华

公司外派回中国上海工作。回忆起那 3 年的工作和生

活，他感触颇多。除了非常 enjoy 这种年轻的感觉，

他还很喜欢上海 dynamic 丰富多彩的生活，喜欢家人

近朋友多的亲切，喜欢爬三山登五岳的旅行，喜欢和

同事一起分享工作以外的快乐，比如参加公司组织的

自行车队贯穿浦东直达东海边、 夏日里海滩上的各种

集体活动。 

对工作永远热情对生活永远热爱，这就是尹鹤群

博士给人的印象。他积极乐观的态度渲染了家里的每

个人。3 年多以前，当他决定接受公司外派上海的

offer 时得到全家人的支持。在美国做医生的太太，随

他回到上海之后，参与上海儿童医院和东方医院国际

部的医护工作，引入美国先进的治疗诊断方法和理

念，造福患者回报中国。他的两个小孩也觉得上海此

行非常值得。一方面大大增强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

同感，认识到自己“I am also a Chinese”,另一方面为自

己因拥有这样的多国经历而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倍感骄

傲。 

说起对上海工作几年的心得，尹鹤群用得最多的

就是“入乡随俗”四个字。由于是欧美公司，所以即使

是在上海上班，办公室文化也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但

是与当地政府医院合作的时候，就需要思维方式的转

变，入乡随俗，按照中国国情文化去进行。这样的入

乡随俗还表现在尹鹤群如今对家庭和工作重视程度的

变化。在美国，大多数同行通常都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工作放在第二位。而从中国回来后，他仍然延续着在

中国时养成的排列习惯——把工作和家庭都放在第

一，也就是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由于竞争激烈，每个人都非常好学求知，

努力刻苦，勤奋肯干。加班加点是很普遍的现象，晚

上 8 点的办公室实验室常有人在工作，很多由总部主

办的专业知识视屏/电话培训会常进行到很晚，周末各

地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都挤满了渴望知识的眼睛。对

他们而言，工作学习就是第一位！这让尹鹤群印象非

常深刻，也很受感动。他意识到，这就是中国本土竞

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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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鹤群博士非常感谢公司给予他这个外派的机

会，让他身处中国深刻感受到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

化，中国经济朝气蓬勃的腾飞，中国制药行业有声有

色的发展！这就是他这 3 年的最大收获。如果错过这

个机会，他会很遗憾。  

早在 1998～1999 年刚加入诺华的时候，尹鹤群博

士就有一种预感，中国的制药业肯定会有大发展，于

是他主动地和上司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一天公

司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帮助，他非常愿意去做贡献。

2004 年，诺华中国需要临床药理和药代动力学方面的

专家支持。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第一时间志愿参与，

利用额外时间支持中国事务。这个志愿工作一做就是

3 年。到了 2007 年，诺华需要在中国筹组药代动力学

部门，尹鹤群获得公司的任命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情。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如果再给他一次这样

的机会，他还是会像 3 年以前那样，接受并且珍惜。 

 

访谈四：在这里成就事业也回报社会 

 

受邀嘉宾：楼柏良 博士 

海归身份：Pharmaron 新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海归时间：2003 年至今 

海归地点：北京 

2003 年，楼柏良博士回到北京。这是他自 1990
年出国阔别祖国将近 13 年之后第一次回国。这次回

国，他带回在北京成立公司的想法，更确切地说，是

决定。这个公司就是康龙化成(Pharmaron Beijing)。 

楼柏良回想起 7 年前的举动，认为自己很幸运，

做了一个非常正确明智的选择——北京。一方面，公

司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弟弟在北京学习工作多年，对

北京非常熟悉；另一方面，他避开了当时 CRO 创业

的聚集地上海，竞争激烈的程度相对较小，加上北京

高校众多，提供了巨大的优秀人才资源。7 年之后的

今天，康龙化成已经发展成为囊括 1200 多名专业人

才、年收入 2 个多亿人民币的行业领先军。 

和前几位受邀嘉宾不同的是，楼柏良博士是只身

回到北京去创业，他的太太和孩子们仍在美国加州。

他们并非不理解他的事业和选择，而是以另外一种方

式更大程度上地给予支持。同样是获得博士学位、资

深化学家的太太，在安置好家庭照顾好两个小孩的同

时，还负责管理康龙化成整个公司的质量控制和打理

其在美国的业务。楼柏良认为，美国的家庭文化强调

家庭成员任何时候都不分开，而中国传统文化更能包

容和承受为事业为大局而作出的家庭牺牲。不能每天

在一起，对太太和孩子们作出的牺牲他非常感谢，因

此他尽可能多地回到美国和他们团聚。 

正因为和家人的两地分开，因为体会过一别祖国

十几年的异乡孤独，楼柏良现在特别向往大家庭式的

温暖。所以他从公司创立开始，就一直努力建造一支

family-oriented 的团队。很多同事都是自已的旧朋故

友，员工之间关系融洽亲密，工作结束后大家经常一

起到公司附近喝喝茶聊聊天吃吃饭。这种上班是同事

下班是朋友的公司文化，让每个职员对公司都有种归

属感，这也是公司发展的动力源泉。 

和前几年相比，楼博士认为现在北京对海归提供

的创业环境要好很多。除了国家制定的千人计划以

外，北京的海外学人中心还出台了“海聚工程”(海外人

才聚集工程)等政策，吸引高层次的海归人才。他认为

现在是一段最美好的创业时光。他们这个年龄段的

人，在中国和外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有国外

公司工作的经验，年富力强，有热情有闯劲，加上有

国家政策的扶持，这正是打拼事业实现梦想的好时

候，当然也是回报祖国回馈社会的时候。 

2010 年 1 月，Pharmaron 宣布完成对维通博际中

国(Bridge Laboratories China)的收购。通过此次收购，

康龙化成成为中国第一家拥有从药物发现到申报临床

试验新药备案全流程中各项技术的综合性医药研发外

包组织。楼柏良博士说，因为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优秀

的创业管理团队做坚强后盾，他非常有信心把公司带

领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目标的实现也许就在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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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会议论坛] 
 

SAPA 18th Annual Conference a Great Success 
 
 

SAPA EC 
 

       
The 18th SAPA Annual Conference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August 14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New Jersey.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was "Converting Challenges into 
Opportunities: New Business Models to Build a 
Successful Global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 
Industry" The conference had a plenary session in 
the morning and an afternoon session with two 
parallel symposia , followed by a dinner banquet 
sponsored by the Shandong International Bio-Park. 

 
Attended by over 500 people, the conference 

was an extremely successful event.  The number of 
advanced registrations reached the maximum 
capacity of the facility and the online registration 
had to be closed two days prior to the conference. 
The feedback was overwhelmingly positive. 
Attendees specially commented on how strong the 
program wa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high quality 
speakers and excellent topics.  

 
The morning plenary session was chaired by Drs. 

Jisong Cui and Jianji Wang.  The four plenary 
speakers are all broadly well-known and are holding 
critical positions in the pharma industry in US or 
China. The conference was opened by Dr. Jisong 
Cui with a welcome speech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SAPA.  Then, Mr. Keyu Peng, Ambassador of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RC in New York gave 
greeting remarks. In his speech, Mr. Peng highly 
appraised SAPA’s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health and advancement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China and US.  

 
The first plenary speaker, Dr. Robert W. 

Kowalski,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Global Head of 
Drug Regulatory Affairs at Novartis, discussed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new approaches to reach common 

goals with the health authorities. His presentation 
offered some new thinking about how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 betterment of public health.  The 
second speaker, Dr. Daniel Schirlin, Vice President, 
Lead Generation to Candidate Realization, Sanofi-
aventis, presented strategies for how to increase the 
pharma R&D productivity and how to transform the 
current R&D to an effective new organization.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a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bio-tech and academic organizations to achieve 
next level of innovation.  

 

 
Dr. Jisong Cui presents a plaque to  

plenary speaker Dr. Robert Kowal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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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Jianji Wang presents a plaque to  
plenary speaker Prof. Yigong Shi 

After a short break, Mr. Liu Jiangqi, Director of 
Drug Safety and Inspec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FDA), 
introduced the history and structure of SFDA, drug 
supervision and the status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China,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vision on 
drug manufacturing, GMP and GMP revision in 
China.  The plenary session was ended with a 
presentation given by Prof. Yigong Shi, Dean of 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Dr. Shi was a named professo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He declined an offer as an 
investigator of 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and returned to Tsinghua University in 2008.  As a 
successful returnee with first-hand China experience, 
Dr. Shi outlined his view of China’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drug discovery.  Using Tsinghua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he also elaborated why 
and how academia should and can play a major role 
in shaping up China’s future R&D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is analysis suggested innovative ways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bio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Mr. Mao Zhongying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with 

SAPA Scholarship winners 
 

The plenary session was followed by the 
announcement of SAPA-Lilly Best Graduate Thesis 
Award, SAPA Scholarship and SAPA Election 
Results.  Mr. Mao Zhongying from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RC in New York with Drs. Jisong 
Cui and Jianji Wang, Kevin Chen presented the 
award plaques to the SAPA Scholarship winners 
Cynthia Deng, Jennifer Huang, and Joseph Zhong, 
which were selected from more than 70 highly 
qualified applicant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Meeting organizers with plenary speakers 

 
After the lunch break, Mr. James Deng, VP and 

Head of Cross-Cultural Marketing at Novartis, 
kicked off the first afternoon parallel symposium 
with a captivating talk.  The theme of the 
symposium was “Innovative Strategies in the Global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Mr. Deng pointed out 
that while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dopt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pharma industry, a common theme is the focus on 
emerging markets.  In R&D, most drug developers 
form external alliances to boost productivity.  
Furthermore, they engage payers in early phase 
clinical development to achieve reimbursement 
when the drug is on the market in this increasingly 
cost-contained environment.  Dr. Tony Zhang, Site 
Head of Eli Lilly R&D China, followed Dr. Deng’s 
talk with a vivid example of Lilly’s rapidly 
expanding research operation in China.  He believed 
that China will emerge as a source of novel 
pharmaceutical solutions to healthcare in the coming 
decade, and there is a surge in R&D investments by 
both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the 
government in China.  Dr. Tony Tong, VP of Teva 
Pharmaceuticals, concluded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ymposium by offering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fast-growing generic industry.  The 
presentations were followed by a panel discussion 
featuring top executives from Chinese large pharmas 
and Bio-Parks.   

 
The second afternoon parallel symposium was 

centered on the theme of “Opportunities in the 
Growing Biotech and CRO Industries”.  Dr. Art 
Taverus, VP of Chemistry R&D at Biogen Idec, 
spoke from a well-established biotech company 
point of view.  He commented on the current shif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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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librium from small molecule drugs to biologics 
(and vice versa) and from mature markets to 
emerging markets.  He noticed that the concerns of 
big pharma about the issues in emerging markets 
such as IP protection and language etc are rapidly 
disappearing.  He predicted that the emerging market 
would be a major growth opportunity for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n the near future. 

 

 
Standing room only 

 

 
Discussion panelists  

    
Dr. Li Chen, CEO of Hua Medicine spoke next.  Dr. 
Chen had a highly successful career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most recently as the CSO 
of Roche China.  This year, Dr. Chen started a drug 
discovery company, Hua Medicine.  He outlined an 
ambitious goal of Hua Medicine: focused and 
efficient drug discovery in China for China and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Dr. Peter Meinke, Senior 
Director of Merck’s external discovery and 
preclinical sciences (XDPS) described Merck’s 
external R&D strategy.  It is Merck’s goal to derive 
about one fourth of its future development pipeline 
from external R&D collaborations.  External 

partners can and should have IP inputs for joint 
projects. The above talks were followed by 
presentations from a panel of 11 executives from 
highly successful small Biotech and CRO companies.  
These companies and executives are excellent 
examples for those who want to follow their path to 
be successful future entrepreneurs. 
 

 
SAPA leaders at the Shandong Night banquet: 

Jisong Cui (past President), Jianji Wang (President), 
and Baoguo Huang (President-elect) 

 
The Annual Conference culminated with the 

Shandong Night banquet sponsored by Shandong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Park at the Doubletree 
Hotel Princeton. More than 200 guests attended the 
dinner banquet.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pecial guests to the event, Dr. Jisong Cui 
(Immediate-past President), announced the award 
winners of SAPA Special Recognition Award and 
the Service Excellence Award. In her remarks, Dr. 
Cui acknowledged the efforts of the SAPA 
leadership team members and volunteers,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support from the corporate sponsors 
and all the SAPA members. Dr. Cui herself was also 
presented with a bouquet by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s an appreciation of her strong 
leadership as the first female president of SAPA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award ceremony was 
followed by speeches of SAPA President Dr. Jianji 
Wang and President-elect Dr. Baoguo Huang, who 
offered their congratulations on the success of the 
18th annual conference and their best wishes for 
another successful year for SAPA. Ms. Jiang Hua, 
representing Shandong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Park then gave a presentation to showcas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ioasis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Park in Yantai, Shando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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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 various policies in place to attract top 
talents in Bio-Agriculture, Bio-Pharmaceutical and 

Marine Biology. The networking activities for 
SAPA members and guests continued after dinner. 
 

 
 

生物计量学在临床试验中的应用 
 ——SAPA-GP学术活动侧记 

 
伍仲仁   吴荻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大费城分会 (SAPA-GP) 继今年

五月成功地组织了年会后，十一月六日又成功地召开

了一次学术会议，讨论的专题为 “生物计量学：临床

试验以及相关领域”（Biometrics: Clinical Trials and 
Beyond).  有近百人注册参加了这次会议，地点是位于

费城北郊的一个小镇 Fort Washington. 
 
生物计量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学科。这次

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为在GSK任职的Fred Yang 博士和

在Pfizer任职的赵永刚博士。考虑到参加会议的人可能

会有不同的工作背景，他们选择了不同阶层的讲演

人， 有来自制药业的企业主管，也有来自FDA的技术

官员，还有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这样，既能让与会

者感兴趣， 又能了解生物计量学的进展和方向。 
 

 
Fred Yang博士主持研讨会 

 
上午九点，SAPA-GP会长王劲松医学博士做了简

短的开场白。 随后，Yang 博士为上午的会议议题做

了介绍。 他用了几张幽默但十分贴切的漫画，把生物

计量学以及所涉及的领域，做了非常生动的讲解。生

物计量学是一种为不确定性定量的学问， 而生物统计

是其主要手段之一。 在临床试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 为决策的制定，直接提供科学依据。 一个

花费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美元的临床试验，应怎样进

行，进行多久，都取决于生物计量学对数据的分析和

解释。 
 
上午的第一位讲演者为来自Novartis 的Kevin 

Chartier 博士， 所作的报告题目是 "Transforming from 
a statistician to a drug developer/ researcher".  （将生物

统计工作者转变为药物研发者）。 他认为生物统计工

作者不是，也不应该是被动的机械的数字输入输出

人。而应当是在药物研发中发挥决策作用。这样，  
生物统计工作者应当有很好的综合素质，包括科学素

养，交流能力，团队精神。现今很多统计方面的工作

都外包出境，所以每人都应该考虑提高自己的综合素

质。  
 

 
Kevin Chartier博士作报告 

 
来自 Merck 的 Ivan Chan 博士作了 "Statistics in 

clinical trials for drug and vaccine development" （统计

学在药物及疫苗临床试验中的应用）。他作的报告深

入浅出，介绍了统计学中一些基本概念，比如什么是

假阳性，什么是假阴性，如何判断，后果如何。很明

显，含有假阳性的临床试验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同样

道理，含有假阴性的临床试验又使社会失去了一个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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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疾病重要手段。Ivan Chan 博士还介绍了生物统计在

Merck的带状疱疹 （herpes zoster） 疫苗研发工作中所

起的关键作用。随后，来自Johnson & Johnson 的Bill 
Pikounis 博士讲解了一些非临床统计方面的一些具体

问题。  
 

 
Ivan Chan博士作报告 

 
上午的另一个重要报告是来自于Dr.  Sue-Jane 

Wang （Associate director, FDA)。由于行程上的临时

变更，Wang 博士没能亲自来会场，而是通过远程直

播作报告。  她演讲的题目是 "Recent advances and 
challenges in clinical trials for medical product 
development"（医疗产品开发中临床试验的最新进展

和挑战）.    在她的报告中，她提到了临床试验全球化

的趋势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挑战。FDA 实际上也在不断

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形势。举例来说，同样的一项

临床试验， 在南美得到结果就可能不同于来自亚洲的

结果。 这种不同可能是由于种族基因的不同，也可能

是由于生活习俗上的差异。 在随后解答听众提问的药

物个性化 （individualized medicine) 时，Wang 博士认

为，抗癌药物可能最先有所突破。  
 
下午的研讨会由赵永刚博士主持。 来自Penn State

的Jason Liao教授，讲解了大规模数据分析中的一些技

术上的问题。他运用数学和统计的原理和公式, 具体

分析了假设检验到效果规模估计的一些问题。Mason 

StatConsulting 的Jonathan Ma应用实际工作的例子统计

学家在实际医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他举的例子涉及

临床试验数据处理和FDA报批。 
 
Accenture/Pfizer 的Peter Cheng 系统地讲述了临床

数据的管理和标准化，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和问题。

茶歇小憩后，来自Eisai公司的Simon Lin 博士，就如

何应用统计编程为法规报批而服务做了深入透彻的讲

解，将这一看似神秘的过程明了地呈现在听众面前，

讲解循循善诱，阐述全面。最后，K&L咨询公司的总

裁Xin Ke博士非常风趣地为大家比较了中美CRO商业

服务中的挑战和机会，Ke 博士坦诚地讲述了他的宝

贵心得和多年经验，并从国际大平台的角度，审时度

势，分析当前的海内外就业和创业机会。为立志海归

和愿当海鸥的人们上了生动活泼的一课。 
 

 
大会现场 

 
SAPA-GP的当选会长Laura Hong 博士在研讨会的

全部讲员发言结束后，总结了整个会议。她首先祝贺

会议的成功，感谢Fred Yang博士和赵永刚博士辛勤努

力-精干讲员的选择和出众的筹备工作，感谢付志标博

士奉献忘我的服务和得力的行动指挥，李江帆博士全

天对大会通讯和声像设备监控和维护,也感谢赞助公司

的慷慨支持，SAPA-GP宣传委员会和志愿者对研讨会

的大力推广，以及所有志愿者和在场的听众。研讨会

丰硕成果 来自于主要领导成员的无私奉献和以身作则

以及每个人的积极响应。生物计量学研讨会的成功为

SAPA-GP明年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和坚实的基础。 
(摄影: 伍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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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连线FDA/SFDA] 
 

SAPA Shanghai Provides a Bridge between Industry and FDA China 
 
 

Lynn Wang 
 
  
       In early 2010, with SAPA Shanghai leader Dr. 
Li Chen’s support, a group of industry leaders met 
with FDA officers in China to form a discussion 
forum/working group through which topics and 
issues of mutual importance can be addressed. 
 

There have been two meetings in 2010. The first 
was held on Jan 28 in Shanghai between SAPA 
Shanghai members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and all FDA China top officers. The 
second one was held at Suzhou BioBay Industrial 
Park on May 14, 2010.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FDA officers in China 

and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have been very active 
and productive. During the discussion, we 
discovered potential areas where industry can 
support the FDA in providing a platform of GCP 
trainings at Investigator meetings and meetings 
sponsored by SAPA, DIA, or other associations. 
More importantly, the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drove 
the agenda directly to the current challenges we are 
facing.  

 
In reviewing the cur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as been 
experiencing substantial headwind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patent expiration, generic erosion, lack of 
promising pipelines, regulatory challenges, and 
health care reform.  Furthermore, the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has been amplified as sales of big-brand 
pharmaceuticals in major Western markets and 
Japan decline. These pressures have prompted larg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o turn to outside partners 
–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to combine resources, share costs, and find 
new ideas. 

 
For the industry, it is critical that drug 

development work produced in this region adheres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o that global registration 
with the same data package will ultimately be 
possible.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areas that are 
regulated by GLP, GMP, and GCP. 

 
 

 
First meeting with FDA China in Shanghai,  

January, 2010 
 
 

 
Second meeting with FDA China in Suzhou BioBay, 

Ma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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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end of the first meeting, industry leaders 
asked for support from the FDA in prequalification 
of vendors, on which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heavily depend. We agreed that the support in 
Preclinical services would be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After the first meeting, Dr. Helen Han (VP and 

Site Head of J&J PRD GPCD Asia Pacific) took the 
lead and drafted a white paper – the proposal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the US FDA to 
assess the compliance status of regulated facilities in 
China.  

 
The proposal was discussed at the second 

meeting with FDA. Later, it was forwarded to US 
FDA headquarters, DSI (Division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the CDER Office of Compliance 
via FDA officer China. The preliminary FDA 
feedback is that while DSI re-iterates that FDA does 
not conduct pre-approval audit or issue certification 
to GLP labs, they are open to hearing more details. 
The FDA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proposal be 
submitted for consideration at the level of the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because it affects multiple 
centers. 
 

From the recent meetings with FDA officers, the 
working group is encouraged by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ner with industry to address the key issues we 
are facing in this fast-growing, FDA-regulated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group realizes that 
SAPA members in China have a long-term 
commitment to drive the agenda through. 

 
 
 

SAPA Shanghai Meets with FDA Commissioner Margaret Hamburg 
 
 

                                                     Lynn Wang   &   John Hu 
 
 

On Aug 13, 2010, FDA Commissioner Margaret 
Hamburg, on her first trip to China since she was 
appointed as the head of the agency in 2009, held a 
meeting with industry groups in Shanghai. The 
Good Clinical Practice Working Group, mainly 
comprised of SAPA members in Shanghai, was 
invited along with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ghai and the Supply Chain Group.  

 
Dr. Hamburg delivered a short speech after the 

Consul General of US consulate in Shanghai kicked 
off the meeting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She said 
that building an effect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 is 
key to regulating the safety of drugs and food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More than 20 million 
types of FDA-regulated products are expected to be 
imported into the US this year, but typically less 
than 1 percent is inspected. China accounts for  
significant amount of these imported products. 
Earlier this year, the FDA began using an automated 
system to sort through millions of foreign shipments 
and identify food and drugs that are most likely to be 
contaminated. Still, relying on inspections is not 

sufficient i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where large 
amounts of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and 
medicines manufactured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actories around the world across the boarder 
every day.  "We will never have the resources 
physically and financially to inspect all those 
facilities,” Dr. Hamburg said. 

 

 
Dr. Hamburg (4th from the left) with 

 SAPA Shanghai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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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ead, Dr. Hamburg indicated that a new 
engagement, a new way of thinking is required.  The 
agency’s focus is on more vigilant monitoring and 
screening techniques and engaging both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industry in the countries that are 
supplying medicinal products and ingredie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 open forum discussion followed after Dr. 

Hamburg’s speech. During the discussion, SAPA 
members John Hu and Honggong Bi praised FDA 
China officers for their active engagement with 
industrial leaders in China. Dr. Hamburger 
responded by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partnerships with the industry.  She said that the 
agency and the industry are sharing the same 
challenges, the same responsibility of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products, and the same ultimate goal. 
The more the two share the best practices,  the better 
we can engage each other and synergize the 
resources. 
 

Both Dr. Hamburg and Dr. Christopher Hickey, 
FDA country director in China, were very pleased 
with the dialog with the Working Group. Likewise, 
SAPA members in Shanghai appreciated the 
opportunity of a face-to-face meeting with the 
Commissioner.  Direct interactions of SAPA 
Shanghai with high level officers of the FDA 
highlighted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China in the 
global pharmaceutical supply chain, and the crucial 
role SAPA members play in shaping China as an 
emerging power house for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SFDA 应邀在 SAPA 法规事务讨论会上发言答问 
 
 

项信珍  黄晓明   康理   杜新   王铁军 
 

 
中国国家药监局(SFDA)药品安全监管司生产监管

处刘景起处长应邀来访SAPA，并参加SAPA于8月13
日在新泽西州所举办的法规事务圆桌讨论会。应邀与

会的人士大约有40人，多是美国各大公司现任药管和

药政的主管。 
 
会上，刘处长首先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国GMP的

发展过程：中国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是从

88年开始颁布实施，98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诞生，

也同时改版GMP。国家由2006年增补98年版，以期与

国际WHO的GMP同步。此版已通过多次征求意见和

经专家修订，今年2010年底可望通过立法，正式实

施。与会人士踊跃发问，刘处长尽心详细解答，以宏

观的论点来说明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先后以导致在GMP
执行上的异同。刘处长说在目前的是以国内的厂家为

目标，当务之急是培训足够数量的国内审查员，来有

效地执行新版GMP，以监督国内厂家的生产质量。刘

处长并说，今后新版颁布之后，估计在2-3年之内，最

大的挑战是让中国众多的工厂都能了解GMP的实践

性，必要由培训来加强质量的理念。 
 

紧接着，与会者和刘处长讨论了中国国家药监局

的国际发展。众所关注的课题是中国GMP的要求和其

他国家是否能够互相承认，尤其是未来和美国和欧盟

的合作接轨。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制药领域的主要参

与者，国家药监局将不可避免地要检查外国制造商和

行使其监督权力。刘处长说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互相

承认GMP的标准是既定的方向。另外，中国和美国药

监局已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刘处长强调，中国目前

以发证方式（GMP证书）来监管工厂的质量标准。刘

处长说中国目前所有原料药和制剂的厂家都要取得

GMP证书，由于中国众多的工厂，质量水平难免参差

不齐，刘处长呼吁国外采购商从中国采购时要注意从

已经得到GMP认证的厂家来采购。 
 
最后，与会者和刘处长探讨了目前国内注册的一

般情况。因为这个课题不是刘处长任内所管辖的范

围，刘处长特别声明其所言仅能供讨论参考，不能代

表官方的立场。他说，注册司可以说是国家药监局目

前工作量较重的单位，目前国家药监局只有约200监
局审评员，与FDA进行比较，这个差距是较大的。从

2008年起，药监局已开始主动加快审查程序，以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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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压，提高效率。刘处长说，CTA申请人也必要提供

完整详细的化学制造信息，有助于CTA的审查效率。 
 
整个圆桌讨论会在轻松的气氛下进行。与会者纷

纷发言，踊跃提问，刘处长认真和耐心地一一回答，

并作交流。大家对刘处长业务知识的精通和答问时的

开诚布公的态度非常敬佩，感觉受益匪浅。 
 

 
SAPA的领导团队与刘处长合影 

 

圆桌讨论会之后，SAPA的领导团队与刘处长以

SAPA组织和国家药监局之间的合作潜力作交流。首

先， SAPA向刘处长介绍了该组织的使命之一是协助

中国机构和发扬中国医药产业，SAPA希望继续并加

强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SAPA还让刘处长了解该组

织主要的优势是一个拥有超过4000成员的非营利及非

官方组织，其成员在制药业的各个不同领域的经验，

并对中国和美国文化有深厚的了解。刘处长说，国家

药监局也想探讨药监局和SAPA之间的合作可能，他

并表示对SAPA的期望，以及探讨从什么角度可以与

国家药监局进行合作。SAPA认为可以与国家药监局

的合作方式有两方面。第一是协助药监局“走出来”增
加和美国药业及民众的接触，另一是为国家药监局

“引进去”西方药政知识和经验。经过讨论后，刘处长

建议3个和SAPA可以共同合作的方向，如国家药监局

建立联络人，以便于可以与SAPA合作事宜进行沟

通；SAPA可以帮助建立“智囊团”，以对国家药监局

提供参谋；SAPA与国家药监局合办高级培训班，讲

习班或学术交流会，等。根据刘处长的建议， SAPA
会采取相应的步骤来进行配合。此次交流会在 
互盼的气氛之下结束。

 

 
[SAPA出行访问]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伦分会中国行 
 
 

潘志卫 
 

 
11月初，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伦分会一行15

人，成功参加了美中药协组织的中国行。在短短的八

天时间内，由美中药协继任会长黄宝国和纽英伦分会

会长李和的带队，先后访问了扬子江制药集团，苏州

工业园，吴江经济开发区，湖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并

参加了第12届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足迹

遍及江浙沪。美中药协财务长冯海霞也一路随行，给

团队增添了许多活力。 
 
这次中国行的第一站是应扬子江药业集团公司的

热情邀请，访问扬子江药业。代表团一行受到了集团

总经理徐镜人，副总经理孙田江，中药研究所所长郑

璐，海蓉公司总经理蓝海等扬子江药业各位领导的热

情接待。11月4日，扬子江药业集团的总经理助理刘

秀霞亲自到浦东国际机场迎接代表团，代表团随后参

观了扬子江药业在上海的分公司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

司，并下榻于公司内部宾馆。当晚宾主欢聚一堂，彼

此交流对中国医药发展的看法。次日一早，大家又风

尘仆仆地向扬子江药业的总部江苏泰州出发，一到泰

州，大家就马不停蹄地参观了扬子江集团现代化的建

筑群和先进的生产车间。当日下午由美中药协代表团

中来自Biogen IDEC 的首席科学家王辛中，夏尔公司

的生物大分子工艺开发总监朱高忠，还有自己创办了

药物研发公司的陈东立博士在扬子江集团属下的海燕

大酒店演讲厅分别作了关于新型抗癌药物，生物大分

子药物，和老年痴呆药物开发的精彩报告。双方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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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国医药技术和产业等方面的发展交换了信息，并

为今后进一步加强双方信息的交流和技术合作打下了

基础。 
 
这次扬子江交流活动是双方在一年内的第三次深

入接触，前两次分别是五月和八月在波士顿的活动，

大家在一起就象老朋友一样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临

别时，依依不舍，徐镜人董事长还为美中药协挥笔题

下“名流高会”的横幅。团员们为双方的友谊深深地打

动，纷纷表示愿意为扬子江的明天出谋划策。 
 
代表团的第二站是苏州工业园。园区生物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BioBay)的商务发展经理赵华女士给大家

介绍了工业园内生物产业发展概况及园区为创业者提

供的各项配套设施和优惠扶助政策，随后带领代表团

参观了园区内两家由海归成功创办的药物开发公司。

凯瑞生化公司的张绪穆博士和百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的吴纯博士给大家分享了各自的创业经历，并鼓励大

家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回国好好创立一番事业。 
 

 
扬子江药业集团总经理徐镜人（左前三）为美中药协题字 

 

 
美中药协代表团访问苏州工业园 

 
在苏州作短暂停留后，代表团随后来到了苏州下

属吴江市。吴江市地处江浙沪交汇之处，紧临上海，

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更有良好的创业政策和环境。

11日8日上午，药协代表团在吴江市政府大楼与徐晓

枫副市长，政协副主席吴卫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

主任吴仲健，科技局副局长俞瑞雪，侨办主任盛惠芳

等领导以及吴江市企业代表们召开了座谈会。徐市长

和吴书记分别为大家介绍了吴江市的产业政策和长远

发展规划。黄保国会长和纽英伦分会会长李和分别概

要介绍了美中药协以及我们的宗旨，Biogen IDEC 的
首席科学家王辛中和麻省总医院的技术总监赵洁分别

介绍了他们各自的工作。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医药技术

和产业发展的交流交换了意见。当日下午，代表团在

吴主席和吴主任等的带领下参观了吴江经济开发区的

科技创业园以及园内海创企业苏州莱克施德药业有限

公司和吴江迪星科技有限公司。莱克施德药总经理俞

菊荣博士，和迪星董事长庄贤韩博士分别介绍了各自

的公司，并和大家分享了创业经验。药协代表们深深

被吴江市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了。 
 

 
美中药协代表团访问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美中药协纽英伦分会会长李和与湖州市签署合作意向书 

 
在湖州市委组织部高玲慧部长等的盛情邀请下，

药协代表团于9日一大早从吴江出发来到了同是太湖

之滨的浙江省湖州市。上午与湖州市委和湖州市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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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的领导及湖州市一些代表医药企业进行了座谈

会。高部长首先向药协代表团简要介绍了湖州市的经

济，文化，自然环境，以及湖州市的产业发展概况和

政策。湖州人事局副局长姬海荣随后向大家介绍了湖

州市最近才出台的南太湖科创精英计划。 在李和会长

向湖州市代表简单介绍了美中药协之后，药协理事赵

洁博士还向大家介绍了哈佛光学医学中心的专利项

目。湖州市和药协双方还就进一步加强交流和合作签

署了意向书。代表团随后还参观了中科院上海生命科

学研究院湖州营养和健康产业中心和湖州市高新技术

开发区。 
 

 
SAPA继任会长黄宝国在第十二届上海国际生物技术 

与医药技术研讨会开幕致辞 
 

9日傍晚，代表团赶回上海参加次日的第十二届上海

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和以前几年的会议一

样，美中药协是本届会议的主要协办单位，为会议邀

请了美国制药公司高层作为重量级的演讲嘉宾。当

晚，代表团与美中药协总部，各分部，及已在上海发

展的老会员共进晚餐，新旧会员，齐聚一堂，相谈盛

欢。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黄宝国会长在大会开幕式发

言介绍了美中药协，许多药协会员参加了会议的主持

工作或作了学术报告，其中有8位纽英伦分会会员在

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得到与会同行的认可。 
 

这次美中药协组织的中国行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旅

行。一方面会员们对国内的创业环境和医药产业有个

很好地了解，并和当地的医药企业和科技创业园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很好地宣传了美中药

协的使命，为促进 医药技术发展和人才交流提供平

台，在国内树立了药协的良好形象。 
 
参加这次中国行的纽英伦分会的代表还有：继任

会长陈敏，财务长芶大明，秘书长钭理强，前任会长

马炳莉和李妍红，辉瑞公司首席研究员林庆聪，研究

科学家马伟军，阿斯力康波士顿研发中心资深科学家

吴家权，美丽公司首席科学家刘慧文，夏尔公司高级

生物工程师潘志卫等。 

 
 

[SAPA联谊活动] 
 

药协中秋野餐活动圆满举行 
 
 

李才   陈新海 
 
 

美中药协（ SAPA） 10月 9日星期六在新泽西

Piscataway的Johnson公园举办了2010年度中秋野餐活

动。愈三百名SAPA会员、朋友，同事、及家属从新泽

西各地，甚至从康州，宾州等远处赶来参加这次SAPA
野餐。还有几位远从中国回美的老SAPA也从百忙之中

抽空来与新朋老友团聚在一起，共同度过了非常愉快

的一天。 
 

这天天公格外作美，天和气爽，为野餐的顺利进

行创造了难得的舒适条件。为了组织好这次野餐活

动，SAPA的组织委员会在陈新海， 李才，夏岩等筹

划下从九月初就开始做了大量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一

天从上午10点开始，新一届的SAPA理事会成员及

Coordinators就陆续抵达Johnson公园, 插路标，布置场

地，搬运饮料食物, 同时点燃四个BBQ烤炉。江国强，

刘堃，于申江，John Tan, Wansheng Liu, 等开始烧烤汉

堡，香肠和热狗，袅袅炊烟把野餐活动推向高潮。11
点, 大批SAPA会员、朋友，同事、及家属相继到达公

园。章晓颖，项信珍、傅绚、黄联峰，冯海霞等SAPA
理事热情登记和接待每一位来宾。不负众望，冯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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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准备了300多家乡风味的茶鸡蛋和凉拌豆腐。章晓

颖女士 带来了 拿手 炒 花生。 许多 SAPA 理事 及

Coordinators辛苦地为大家分发虹城定做的美味佳肴及

刚刚出炉的BBQ。许多来宾也主动帮忙。接着众人又

分享了甘甜的西瓜。  
 
午餐后王建基会长为大家简单介绍了SAPA的情

况。随后大家在轻松，友好，和谐的气氛下互相介

绍，认识，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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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专业人士按职业

领域或专长分享行业中的工作经验及新动向，使大家

都获益匪浅。 
 

 
王建基会长为大家介绍S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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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中，一些职场新人或还在学习阶段的研究生

则很高兴地了解他们未来职业的情况，并且结识了许

多新同行。另外，大家还很高兴见到一些SAPA的老

朋友，比如曼哈顿资本管理公司总裁王进博士，在美

迪西供职的主管生物的汪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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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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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若京和丁

伟组织了多场热闹激烈的拔河比赛。 
 
活动之后，大家非常高兴地离去，感谢SAPA组织

的这次野餐活动，为会员增进互相联谊提供了难得的

机会，盼望SAPA继续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 

 
 

药协大费城分会社交野餐 
 

裴逸   林喆 
 

 
2010年8月28日，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大费

城分会和光华中文学校在Wilson Farm Park (Wayne, 
PA) 联合举行了年度的社交野餐。这次的野餐有一百

多人参加，目的是共度夏日美好时光，尽享美味中

餐，和了解目前制药行业现状。 

这项活动在上午11点开始，人们陆续来到公园。

天公作美， 晴空万里却如秋日般凉爽。SAPA 和光华

的老朋友在聊天和结交新朋友。孩子们在附近的游乐

场玩耍。 午餐在12点左右进行。附近中餐馆送来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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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的美味盒饭。大家享用了丰盛的午餐和精美的点

心。 
 
随后在下午1点时，讨论部分正式开始。这时候，

SAPA-GP现任会长王劲松介绍了下届当选会长洪桂英

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为SAPA-GP努力工作，贡献了

很多自己的时间组织SAPA的活动。讨论制药工业的

时刻到了。这部分的主持是黄志全。他也跟大家一起

讨论。一些代表制药行业各个领域的发言者拿起麦克

风谈论他们各自的专业，包括了他们的工作以及该领

域对制药研发过程的影响。在每一部分结束时，发言

者回答了听众的积极提问。 
 

 
丰盛的午餐 

 
    首先讲话的是从Merck 来的Lingyan Zhang，她

主讲了生化药物。也是从Merck来的陈丽，讲了药物

代谢和药代动力学分析的过程。药物代谢和药代动力

学分析可以确定药物一旦进入人体后的代谢产物和时

间。她谈到了新的流程叫“干血点” （dry blood spot） 
这是一个更有效的分析方法。她还谈到了微剂量流

程，可以用来研究药物代谢。GlaxoSmithKline 的
Lixia Yao谈到生物信息学及其在医药行业中的潜在应

用，包括使用病人资料来发现药物，并创造个性化的

药物。从 Trevena来的Guodong Liu谈到药物发现过

程。他谈到这些过程是怎么类似化学工程，以及如何

构建分子。他还谈到外包。在他的药物化学领域有很

多工作外包到海外，因为海外成本低。他指出专家仍

留在美国，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比率下降到4:1到 3:1，
也许工作会返回美国。Liu Liming谈到肿瘤临床研

究。他是一个临床研究专家，讲了讲临床研究团队如

何工作。Cephalon的Honghua Cao谈到分析化学。她的

工作是研究分析化学方法，看看药物是不是有效的，

确定药物在不同研发阶段的药效。最后，本次活动的

赞助者Dr. Stephen Hsu和Helen Ming介绍了他们各自

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 
 

 
会员踊跃发言 

 

 
听众踊跃提问 

 

 
排球比赛 

 

 
运乒乓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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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在下午 2 时结束，接着这一天娱乐的一部分

开始了。大人在一起聊天和打排球，孩子们的游戏更

精彩。孩子们根据年龄被分为三组。首先是相当困难

的投马蹄圈的比赛。开始时，几乎没人成功，但是后

来孩子们玩得越来越好。另外还有运乒乓球比赛和拔

河比赛。孩子们不管输赢，只要努力参与，最后总可

以得到不同的奖品。 

太阳开始下山的时候，大家都玩得很累却很高

兴。我们请会长王劲松评点这次的活动，他说“一切

都很成功，今年的野餐大家都玩得很好，也学了很多

东西。”确实，两个目的，玩和学习都痛快的达到

了。

------------------------------------------------------------------------------------------------------------------------------------------------ 
关于作者 
 
     本文作者是光华中文学校的两位学生，他们积极地

参加了这次活动并且志愿为SAPA-GP撰写了这篇报

道。SAPA-GP感谢他们为社区活动贡献的辛勤劳动和

优秀作品。下面是他们两人的简介。 
 

裴逸 (Julian Pei) North Penn高中12年级的学生。

他对生命科学充满兴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过志愿

者，并且在Drexel 的医学院做过实习。裴逸的爱好是

跑步，吹萨克斯，打网球。 
 

林喆 (Liz Lin) Upper Dublin高中11年级的学生。

她希望以后从事医疗领域的工作，曾经在费城儿童医

院和汤玛斯杰弗逊大学医院做过志愿者。学习之余，

林喆喜欢弹钢琴，吹笛子，阅读和去海滩旅游。 

 
 
 

药协纽英伦分会和网协暑期出游 
 
 

陈大鹏 
 

 
美中药协新英格兰分会 (SAPA-NE)和纽英伦中华

咨询网络协会 (NECINA)联合组织的暑期出游于星期

天（8月8日）在White Cliffs Country Club（WCCC）

举行，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天，天公作美，一扫连日的高温闷热天气，给

我们带来了凉爽的蓝天丽日。美中药协会员及亲友共

约九十余人，从麻省四面八方早早的就赶到了聚会地

点WCCC俱乐部。俱乐部紧邻South Shore, 和波士顿和

Cape Cod隔海相望。精致的高尔夫球场与碧海黄沙为

邻，风景格外秀丽，令人心旷神怡。在俱乐部里，药

协和网协新老朋友时隔一年重逢，大家把酒狂欢，尽

情交流，畅所欲言，交流经验，分享心得。在午餐会

上，网协的Jenny Chen会长和药协的钟晓天会长分别

致辞。他们首先向两会出游活动的组织者和WCCC俱

乐部的辛勤劳动表示了由衷的谢意。他们还分别简要

回顾了两会蒸蒸日上的发展近况，勉励大家再接再

厉，共创辉煌。钟晓天会长还特别指出，美中药协的

换届选举正在进行中，希望会员积极投票。继任会长

李和也随后发言，并兴奋的告诉大家，钟晓天会长是

药协总会会长最终两名候选人之一，这是新英格兰分

会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竞选总会会长并获最终提名。不

管将于下周揭晓的结果如何，这都是对钟晓天会长和

整个新英格兰分会一年来杰出的工作的肯定。钟晓天

和李和的会长交接将于下周八月十四日在Princeton大
学举行的美中药协年会进行。同时，李和之后的会长

也将在两位侯选人中产生，他们是陈敏和钭利强博

士。选举和候选人详情可见www.sapa-neweb.org 
 

 
沙滩排球把大家带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大学岁月 

http://www.sapa-ne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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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期间还举行了抽奖活动， 五名来自网协的朋

友和六名来自药协的朋友获得了分别由Jenny Chen和
刘璜组织提供的免费度假游奖品。午餐后，大家跟随

着各自的领队兵分三路出游。一对人马参观五月花号

轮船和登录石，去了解普利茅斯这个美国人真正的故

乡。一对人马参观了普利茅斯种植园，那里真实的重

现了1627年前后美国第一批移民的生活和家具情况。

还有更多的一对人马来到白马沙滩。大家踏着柔软金

黄的沙滩，享受着蔚蓝美妙的海水，感受着舒适惬意

的阳光。在阳光海水沐浴的同时，大家还一展身手，

分成了三支队伍，玩起了沙滩排球。洁白的沙滩，挥

洒的汗水，激情的呐喊，沙滩排球把平时厚重沉稳的

大家又带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大学岁月。 

 
参加暑期出游的药协和网协会员合影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两会的出游活动也在

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大家带着意犹未尽的兴奋踏

上返程。这次出游活动让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会会员们还对此次活动

的筹办组和志愿工作者的辛劳表示特别的感谢。筹办

组的成员是是药协的钟晓天，钭利强，马炳莉，笱大

明，李和和网协的Jenny Chen，Daryl Luk，郑茹，佩

晓华，Kitty Li。志愿工作者是药协的陈敏，赵洁，陈

大鹏，杨军，黄青，潘志伟，王又丹，李源和网协

的：Melissa Qian，Sean Shen，Feng Lin，Litian He，
Nancy Li，Bai Yun，James Du，Mike，Yuan Wei. 

  

 
 
 

 

[SAPA 活动预告] 
 
 

美中药协职业发展论坛及新年晚会即将召开 
 
 

 
     美中药协（SAPA）将于 2011 年 1 月 8 日（星期

六）在新泽西州 Rutgers 大学举办职业发展论坛及新

年晚会。地点：Rutgers University Student Center, 126 
College Ave., New Brunswick, NJ 08901。会议将邀请

在跨国公司工作多年的高管和卓有成果的创业人士与

会者共同分享如何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迅速发展并获

得成功的经验。演讲嘉宾包括华药(Hua Medicine) 创
始人陈力博士，金斯瑞(GenScript)创始人及总裁章方

良博士，施贵宝（BMS）公司的执行总监张丽涛博

士，曼哈顿资本管理公司总裁王进博士，以及其他多

位具有跨国医药公司工作及自主创业经验的高管。论

坛期间，多家跨国公司和中国医药企业将提供市场就

业信息和现场面试机会。有回国创业，从业意向的朋

友请准备好简历参加对接活动。职业发展论坛时间为

下午 1-5 时，晚餐至 6 时 30 分，新年晚会至 9 时。届

时有文艺表演，舞会及卡拉 OK 演唱。欢迎有兴趣的

人士到 SAPA 的网页 www.sapaweb.org 获取详细信息

并报名参加。论坛费用：SAPA 会员$10，非会员

$20，学生凭学生证免费。晚餐: 成人$15，5 岁以上小

孩$2，4 岁以下免费。晚会全部免费。此次活动因场

地限制，不接受现场报名。请尽早网上报名，以免误

失良机。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此次论坛的相关负责

人颜宁博士（电话 732-397-6941）或陈纪文博士（电

话 609-818-6319）。 

 

http://www.sapa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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