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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选举]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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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 SAPA President and EC election results.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is strong team will
bring SAPA to the next level of success.
SAPA-HQ EC
Zhenhong Bao
Jiwen Chen
Wei Ding
Helen Feng
Frank Gan
Bao-Guo Huang
Handan He
Jerry Huang
Yi Jin
Xing Li
Wansheng Liu
Yan Ni
Su-Fen Pu
Xiaole Shen
John Sun
John Tan
Lei Tang
Wenyan Wang
Jane Xiang
Charles Xie
Ning Yan
Xiaoying Zhang
Hui Zhao
Hugh Zhu
SAPA-GP EC
Weiguo Dai
Sean Fu
Zak Huang
Tao Jiang
Sean Zhang
SAPA-NE EC
Dapeng Chen
Qingcong Lin
Liqiang Tou
Jie Zhao
SAPA-West EC
David Gao
Jun Liang
Wenge Zhong

BGI America
BMS
Merck
Inter Exchange Foundation
Imclone
Sanofi
Novartis
Pfizer
Novartis
Prinston
Foxrothschild LLC
BMS
Sanofi
Celgene
Novartis
Merck
Sanofi
Merck
Novartis
Sanofi
Pfizer
Actavis
BMS
Merck
JNJ
Merck
Merck
Philadelphia
Comp Institute
BMS

President-Elect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President

GP President-Elect

GP President

Merck
Pfizer
Millennium
Harvard

NE President-Elect
NE President

Alexza Pharma
Genentech
Am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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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年会]
科学,创新与新兴市场：生物医药工业的明天-记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伦分会第 14 届年会
供稿：陈大鹏, 王又丹，龙江； 摄影：孙天霄，苗华全

将最好的医药带给全人类。第二位主讲人是来自
辉 瑞 的 资 深 副 总 裁 和 首 席 科 学 官 Jose-Carlos
Gutierrez Ramos 博士。他认为，生物制药产业正
处在巨大变革当中，新药的创新只有通过和科研
院所、生物高科技公司，投资者和立法执法者，
以及发达和新兴市场之间广泛的联通性才能实现。
第三位主讲人是诺华全球药物化学负责人 Karin
Briner 博士。她介绍说，诺华公司全力致力于深
入了解疾病尤其是罕见病的机理的基础研究，以
病患的需求为而不是以市场大小为主要依据设立
项目，在新药研发上取得了不断的成功。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伦分会（SAPA-NE，
以下简称药协）于 6 月 16 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
斯隆商学院举办了第 14 届年会。本次年会的主
题是“科学，创新与新兴市场：生物医药工业的
明天”，设有药物研发主题演讲，专题论坛，优
秀高中毕业生奖和药协杰出贡献奖，供应商展示
会，人才招聘，和“浙江之夜”专场晚宴。年会
邀请了大波士顿地区全球著名制药公司总裁或副
总裁级的专家，知名教授,及成功创业企业家们，
就生物与医药工业市场全球化和海外华人在中国
医药研发创新中扮演的角色等热门话题发表了主
题演讲及专题讨论，吸引了近千名生物制药产业
与学界人士与会。
上午九时整，年会在大会主席及候选会长钭
理强博士和药协现任会长陈敏博士的热情欢迎致
辞中正式开幕。钭理强博士指出，国际生物医药
行业目前受到研发费用高，世界经济不景气等因
素的影响，正在通过将药物研发和市场转移到中
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来渡过难关。而中国各级政
府加强对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资，许多海外高层次
人士纷纷回国创业，使得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呈现
出全新的发展局面。美中药协也在中美生物医药
行业的交流合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首场
专场会的主题是“在全球市场中的药物研发”。
第一位主讲人是来自默克公司的全球副总裁及首
席医疗官 Michael Rosenblatt。 他特别指出，默
克公司早在 1989 年就和中国政府合作，共同推
广乙肝疫苗在中国的普及。现在默克公司在中国
的计划投资已可以用十亿美元计算，除了创建研
发中心以外，还和中国的制药企业结成战略伙伴，
为的就是实现公司创始人乔治•默克的理念，即

会场座无虚席

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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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市场广大，人才和机遇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国
民众对医疗保健服务的增加，创新药物产品在中
国将有广阔的市场。第三位演讲的是来自赛诺菲
临床药物全球副总裁 Donald Bergstrom 博士。他
结合赛洛菲在研发抗癌临床药的实例，阐述了在
新兴市场中进行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
对新药创新也是非常关键。

在随后举行的第一场专题讨论会上， 来自中
国和美国的生物医药公司和 CRO/CMO 的代表就
生物医药工业如何紧紧抓住中国市场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其中有来自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的陈春
麟，武汉光谷百桥国际生物的李喆，Nexcelom
的邱钧，VigeneTech 的阮俞敏子，北京中关村生
命科学园生物医药科技孵化园的吴玫涵，
Frontage 的李松, Novoprotein 的绍玉芳,Laviana 的
俞立新, Genscript 的 Lisan Parker, Livzon 的 Alan
Wong,辉瑞的 Firelli Alonso-Caplen。讨论的热点
话题除了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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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和挑战，以及自主创新的发展机制等。

主题演讲会在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左右圆满结
束。和去年的年会相比，今年的年会多了一个与
浙江省政府合办的人才洽谈会，在下午 3 点到 4
点将会场从斯隆商学院转移到著名的沃克纪念
（Walker Memorial）大厅，与会者得到同来自浙
江省的一百多位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交流互动
的机会。在人才洽谈会上，美中药协也特地举办
了第二场专题讨论会。参加者有来自 Bioduro 的
药协前会长崔霁松，ShanghaiBio 的金刚，名信
中国成长基金的药协前任董事李克纯，山东绿叶
制药的 Dongxiao Feng,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易崇勤，
EmeraldBio 的 Laura Sailor, Sirnamonics 的 Patrick
Lu, Genewiz 的 Steve Sun,和浙江贝达的王印祥等
等。他们和与会者一同探讨和展望了中国的生物
医药市场。并对中国新药的研发和药物监管体系
提出了建议。

年会组织者同部分演讲嘉宾合影

年会的另一重头戏晚宴“浙江之夜”在麻省
理工学院教职俱乐部举行，由药协现任会长陈敏
博士主持。浙江省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宓小
峰率领诸多浙江省和地方政府人员出席。特地出
席晚宴的剑桥市首位华裔市议员，香港移民之子
张礼能(Leland Cheung)代表剑桥市议会表彰了美
中药协多年来积极服务社区的努力。林庆聪，龙
江，赵洁，陈大鹏，梁桂青等会员获得会长陈敏
颁发的年度杰出服务奖。贝尔蒙特高中的陈遇安
（ Jesse Chen ） 和 波 士 顿 拉 丁 学 校 的 郑 多 敏
（Dominick Zheng）从数十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各获得由药协前会长李和颁发的 1000 元的奖学
金和证书。他们都将于 9 月份入学哈佛大学医学
预科专业。 巴布森学院著名教授 Bob Caspe 介绍
了 创 办 的 国 际 创 业 中 心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Center)，浙江贝达药业总裁及首
席科学家王印祥博士在晚宴的演讲中向大家分享
了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靶向抗肿瘤药
研发的艰辛经历，并回顾了他自己海归创业的心
路历程。

热闹的供应商展示会

下午的主题演讲会以在新兴市场拓宽业务发
展(business development)为主题。首先演讲的是
来自武田/千禧制药（Takeda/Millennium）的资深
副总裁 Anna Protopapas。她以最近武田公司大规
模购并 Nycomed 及其他公司为例，向大家说明
全球化及新兴市场对武田以及整个生物工业界的
巨大影响。 第二个演讲的是来自南京先声药业的
首席科学官王鹏博士。王鹏博士之前多次在美中
药协演讲。他这次向大家说明了国内最新的医药
动态和人才项目扶持政策。他再次鼓励大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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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抽奖活动中，去年抽到 iPod2 大奖
的 Jerry 今年又抽到了三星 Galaxy 平板电脑，令
人啧啧称奇，也为提前离会的另一位本该中奖的
会员感到遗憾。

剑桥市首位华裔市议员张礼能（右）出席晚宴，
并向药协现任会长陈敏颁发社区服务奖励证书

优秀高中生奖获得者贝尔蒙特高中的陈遇安
（Jesse Chen，左）和波士顿拉丁学校的郑多敏
（Dominick Zheng）

美中药协理事和嘉宾们在浙江民营资本和海外人
才洽谈会上做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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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全体理事、顾问和
志愿者的辛勤筹备, 他们是马炳莉,芶大明, 马伟军，
赵洁, 孙天霄, 吴家权，龙江，牛向，林庆聪，王
又丹，赵君，陈大鹏，陈佳丽，梁桂青，龙江，
陈东立，李妍红, 周文来，杨军，杨澜，朱高忠，
赵菲莎，殷鹏程，周禾，陈东瑜。

梁桂青，陈大鹏，赵洁，龙江，林庆聪等理事会
员获得年度杰出服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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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年会]
通过开放创新和全球合作
加速医药产业的发展
--记美中药协第 20 届年会
供稿：项信珍， 陈晓东，颜宁； 摄影：朴素芬，丁崴, 甘晓冬

多名从事制药行业的参会人员来到大会现场。其
中部分人员还是专门请假来参加会议。这一药品
监管会议的主题是：交往，交流和协作--通往理
解药品监管政策的捷径。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
比较中美两国药品监管政策的不同来促进监管政
策的理解和中美之间的合作。

虽然世界末日并未像灾难电影《2012》描述
的那样到来，但 2012 年对于制药行业从业人员
来 讲 是 极 具 挑 战 的 一 年 。 一 年 之 中 Plavix,
Seroquel, Singa, Actos, Lexapro, Advair 和 Diovan
七个“重磅炸弹”级畅销药的专利将失效，而罗
氏 (ROCHE) 已 在 6 月 宣 布 将 关 闭 其 在 新 泽 西
NUTLEY 的研发中心并裁员 1000 人。新药研发
市场也是喜忧参半， BMS-094， Bapineuzumab，
Solanezumab，Dalcetrapib 以及 TC-5214 等临床
试验的接连失败，新药研发的难度和风险不断增
加。

这次会议的重头戏是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SFDA)副局长吴浈先生带领的嘉宾团出席
本次会议。除了吴浈局长，还有人事司长张耀华
先生，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关晏民先
生，国际合作司副司级巡视员秦晓岺先生，国际
合作司处长何莉女士，办公厅周乐先生等也参加
了会议。会议主要由 SAPA 监管事务委员会组织，
项信珍博士（诺华）和黄志全（默克）博士主持。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SAPA)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于 2012 年 8 月 3 日至 4 日在新泽西中部城市爱
迪生和皮斯卡塔韦举办了第 20 届年会。此次年
会是 SAPA 总部第一次连续举办两天，因此备受
各界关注。年会邀请了许多跨国制药企业高管，
知名 CRO 公司的老总们以及国内医药行业的精
英们。年会围绕主题“通过开放创新和全球合作，
加速医药工业的发展”，共同探讨了在今后几年
内制药企业如何打破固有的僵局，如何通过更加
开放和合作的方式进行创新。此次年会吸引了共
计 500 左右的参会人员。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副局长吴浈先生带
领的中国嘉宾团以及纽约总领馆孙国祥总领事应
邀出席本次会议。

美中药协（SAPA）现任主席黄宝国博士首先
向大家介绍了嘉宾并表示热烈欢迎，然后将年会
安排及 SAPA 的发展历史作了介绍。随后，吴局
长作了一个精彩的即兴演讲。他提到他们此次美
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出席 SAPA 年会，并且解释
了 为 什 么 如 此 高 规 格 出 席 SAPA 年 会 以 及 和
SAPA 历任会长的深厚友谊。他特别提到了徐志
新,王建基到北京多次拜访他并促成此次美国之行。
他对 SAPA 过去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希
望今后和 SAPA 进行切实而有效的合作。接着，
他介绍了中国的医疗保健方面的现状，及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国十二五计划（第 12
个 5 年）”的使命和战略。他提到中国的医疗费
用将达到 200 亿美元, 中国的医药市场将是非常
巨大的。吴局长还表示，随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新药，仿制药审批管理政策及国际质量

中美药品监管专场
2012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在位于美国新
泽西州爱迪生市的林肯公路 2085 号段松树庄园，
第 20 届年会以一个特别的药品监管会议形式拉
开序幕。尽管天气炎热，道路拥挤，仍然有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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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能保护其知识产权。这种体系是在药品开
发或生产药品中必不可少的。趙博士表示，中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已开始制定一个
DMF 体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以借此
体系来管理药物的质量和供应体系。

标准（GMP/GLP）的推出，中国医药行业在不
断地向高层次迈进。

黄宝国博士代表药协欢迎吴局长带领的 SFDA 嘉宾团
秦晓岺副司长概述 SFDA 的监管制度

下一个发言的是赛诺菲主管全球科学核心平
台的副总裁张骥博士。张博士全程用中文的演讲
概述了美国 FDA 是如何通过让学术界和工业界
在药物开发的不同阶段中相互连接合作来促发创
新，作为全盘精心策划的综合努力的一部分。他
强调，只有让政府，学术界，和工业界在一个相
互依存的共生环境中相互合作，才可以真正促进
有竞争力的医疗行业，并最终造福于人类。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际合作司秦晓岺
副司长作了最后的演讲。秦司长概述了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制度。他介绍了目前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结构和未来的项目，特
别提到希望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促进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国际的合作。
制药行业职场转型与小组讨论

诺华主管全球监管政策和情报的副总裁
Olmstead 女士讲演了美国 FDA 最近鼓励创新举
措。她介绍了一些推进创新药物及研发的法律条
文，如 FDASIA 和 PFUFA。这些法律旨在促进
监管科学和创新，加快药物开发。

接着进行的是制药行业职场转型演讲，颜宁
博士，Xin Du 博士，朴素芬博士，Frank Gan 博
士共同主持。首先演讲的是赛诺菲的全球监管事
务副总裁 James Boyd 博士，他是一位非常有经
验而且风趣的职场教练，告诉大家时刻修改自己
的简历以面对不可测的职场，还告诉大家如何应
对职场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Chris Peck 博士介
绍了 YourEncore 公司提供的帮助求职者的专业
服务。

接下来发言的是百利高亚太法规事务主任康
理博士。康理博士是 SAPA 监管事务委员会的成
员。康博士介绍美国 FDA 在制药行业监管中所
起的作用。他讨论了美国现行的监管美国国内及
海外药品，原料药和辅料制造商的法规，以及
FDA 的监督组织，监督事务办公室如何起作用。
康博士通过案例来分享美国 FDA 对 GMP 和质量
标准的具体要求。

随后进行了小组讨论，成员大部分都是职
场转型的成功人士，有 Janssen R&D 的 Kimberly
Dewoody 博 士 (Biostatistics) ， Merck 的 Leigh
Shultz 博士(Project Management)，BMS 的 Cathy
Ku 女士 (Regulatory)，Johnson & Johnson 的夏明
德博士 (External Partnership)，Fox Rothschild 的
Shahnam Sharareh 博士(Patent Lawyer)，和 Wuxi
AppTec 的 Hui Cai 博士(Business Development)。

随后辉瑞全球监管-CMC 主任趙致敦博士介
绍了美国 DMF 体系的工作原理，以及美国，欧
盟，亚洲和其它国家的 DMF 体系的比较。她解
释说 DMF 体系允许公司向另一个公司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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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如何从实验室转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各抒己
见，气氛热烈。很多观众还就目前经济形势提出
了很多制药行业人员共同关心的问题。

会首先由纽约领馆叶冬柏科技参赞致辞，随后绿
叶制药的李又欣博士介绍了绿叶制药如何在中美
同时进行临床试验以及取得的成就，得到与会人
员一致赞赏。
在正式晚餐开始之前, SAPA 会长黄宝国博士
对 SAPA 一年来的活动进行了总结。随后颁发了
各类服务奖项以鼓励 SAPA 的执行理事对美中药
协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共同推动中美制药行业的发展
2012 年 8 月 4 日，更多的制药行业的同仁们
早早便来到了会场。SAPA 提供了自助餐，参会
人员一边进食早餐一边交谈，场面甚是热闹。8
点 30 分，黄宝国博士宣布当天会议正式开始。
上午的会议是由黄宝国博士和何菡萏博士共同主
持。

职场转型互动讨论

黄宝国博士首先代表 SAPA 做主题演讲。他
指出制药行业目前面临的挑战如专利过期，日益
增长的研发费用以及药品价格压力等，导致很多
公司削减成本以增加运营效率。下一阶段行业的
趋势将会是制药企业，政府机构，研究机构以及
消费者权益机构通力合作。作为制药行业从业人
员，我们应该认清这个形式并适当加以调整。随
后他又介绍了这次年会的一些情况，如大会议程，
到场的嘉宾以及此次年会的特色。黄博士还特意
讲到了 SAPA 的发展历程以及举办的一些活动。
SAPA 从 1993 年一个默默无闻 的组织到现在
4000 多遍布全球的会员；从只有新泽西总部到现
在大费城地区，新英格兰地区，旧金山地区，中
国俱乐部, 和在筹备之中的五大湖地区。SAPA 一
路走来相当不容易，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与
“ONE SAPA”的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随后中
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吴副局长又来
到讲台致辞。吴局长再次重申了他们一行来到美
国参加 SAPA 年会的目的。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能
够实现双赢局面，推动中美制药行业的发展。

现场招聘会人头 踊跃

接着纽约总领馆孙国祥总领事向全体与会者
致以亲切问候，感谢 SAPA 为两国医药领域的交
流合作所做的杰出工作，预祝 SAPA 越办越好。
孙总指出，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与不断地创
新，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

晚宴气氛热烈
下午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在松林山庄参加
了由山东绿叶制药集团赞助的宴会。宴会由
SAPA 的冯海霞女士和沈晓乐博士共同主持。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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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公司拳头产品“血脂康”在美国进行 II 期
临床试验的进展情况。

也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挑战。孙总表示，中
国在“十二五”计划中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优先
发展领域，为中美医药界的合作与创新提供了很
好的机遇，希望双方可以加强沟通与合作。作为
颁奖嘉宾，孙总同时为 SAPA 2012 年度优秀合作
方 (Sanofi, JNJ, Celgene 和 绿叶制药)和 SAPA
2012 年 度 奖 学 金 获 得 者 颁 奖 。 这 个 奖 学 金 是
SAPA 为回馈社会，鼓励美国高中生从事生命科
学研究而设。今年获奖者是即将赴哈佛就读的
Elmer Tan 和 Cali Warner (MIT)。 Elmer 随后发
表了获奖感言，感谢 SAPA 提供的奖励并表示以
后会利用所学知识反馈社会。

Celgene 的高级副总裁 Graham Burton 博士随
后以自己公司为例，讲述了作为一个生物科技公
司，如何在中国进行产品开发以及申报的过程。
FDA 的临床药理学办公室副主任 Shiew-Mei
Huang 博士给与会人员谈了最近一段时间他们临
床药理学办公室是如何利用科学方法来进行法规
制定的一些新动态。
按照惯例，SAPA 年会之际也是新老会长交
接之时。午饭之前，黄宝国博士感谢了会员和志
愿者过去一年对 SAPA 的支持。随后新任会长何
菡萏博士发表讲话，她感谢了上一届会长做出的
贡献并表示新一届 SAPA 会再接再厉，更上一层
楼。

亮点纷呈的主题演讲
上午的研讨会中，强生首席医疗官 Joanne
Waldstreicher 博士做了“制药产业的挑战与机遇：
协助合作以解决医疗亟需解决的问题”的主题演
讲。她谈到阿尔茨海默氏病，糖尿病和癌症是当
今医疗界的几大难题，加上全球老龄化严重，如
何应对这些挑战是制药企业需要面临的问题。强
生是通过与政府，公益性组织，CRO,生物科技
公司和科研院校的合作建立了一个生态系统来应
对。

各自精彩的平行研讨会
下午的会议是两个平行研讨会。第一个研讨
会是由陈纪文，丁崴，刘晚生博士主持，主题为
“制药企业在成熟市场的发展战略”。
强生研发部门负责心血管和代谢临床生物统
计学主任 Surya Mohanty 博士做了“生物统计学
和编程在全球药物研发战略与运营的考虑”。 他
强调了全球化在药物发现和开发中的重要趋势。
强生已经在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采用了一种新型
的操作模式来应对这种挑战和机遇。
TEVA 的全球生物制药主管 David Shen 博士
则着重讲到了生物仿制药市场遇到的机遇和挑战。
生物仿制药凭着仿制成功率高，价格便宜以及政
府补助等优势蓬勃发展。但也存在着需要在医生
中进一步加强可靠性以及解决在法律法规监管中
存在的问题。

强生首席医疗官 Joanne Waldstreicher 博士作精彩演讲

绿业制药老总刘殿波先生热情洋溢回顾了绿
叶制药的发展历程。他详细讲解了绿叶集团的发
展战略对公司蓬勃发展起到的作用。他还举例说
明企业只有以开发和创新的心态才能取得骄人的
成绩。刘总通过总结全球大药厂的发展模式，摸
索出了适合绿叶公司自己发展的道路。最后他还

百事美施贵宝的执行主管张丽涛博士从一个
跨国制药企业的角度展望为什么施贵宝会与中国
紧密合作，以及在通往新的道路上他们所采取的
一些举措来维持发展。她提到施贵宝是进入中国
第一家跨国制药企业。在新的趋势下，施贵宝加
强了与中国科研院校的紧密合作以促进临床试验
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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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开发。恒瑞正在朝一个创新与高效的方向发展
壮大。

Fox Rothschild 公 司 的 知 识 产 权 部 门 主 任
Gerard Norton 博士则通过从法律角度讲到了知识
产权在制药行业的重要性以及制药企业如何通过
种种途径保护自己。他讲到去年后半年签署成为
法律的美国发明法是近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专利
法改革。在新的法律下，制药企业非常有必要对
专利申请以及技术转让等战略重新作出评估和改
进。

随 后的 小组 讨论 则是 由以上 几位 演讲 者和
Hui Cai 博士，Robert Drakas 博士，Hua Yang 博
士，Weiyi Zheng 博士，Kristy Hua 女士， Yi
Zhao 博士参加。主要是围绕制药企业在中国如何
发展的话题，讨论内容非常丰富，现场气氛热烈。

随后的小组讨论的嘉宾是 Jason Gang Jin 博士，
Shifang Zhang 博士，Hai Wang 先生，Jason Kang
博士，HongYu Liu 博士。
第二个平行研讨会则是由颜宁博士和谭强博
士共同主持的主题为“新兴市场—发展动力”的
研讨会。主要是由国内知名的 CRO 高层们分享
他们在中国成功的经验和感想。
研讨会第一个演讲是由 SAPA 的前会长，现
任 BioDuro CEO 的崔霁松博士主讲。她首先描述
了现在制药公司在药物研发上遇到的压力，而
CRO 产业正是在这个机遇下蓬勃发展起来的。
CRO 公司负责处理大的制药公司的外包服务能大
大降低制药公司的操作成本，让这些公司能摔掉
包袱从而进行大刀阔斧的创新研发。

会议组织者和演讲嘉宾合影

这两天会议举办期间，还有很多企业来到了
会场进行宣传和招聘，有 CRO, 有国内的科技园
区负责人，有国内的制药公司等等。每个公司展
板前都是人头攒动，有的咨询公司信息，有的讲
解优惠政策。再次体现了 SAPA 作为一个交流平
台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二个是由 CRO 公司的翘楚药明康德高级副
总裁 Richard Soll 博士演讲。他着重强调了 CRO
公司已经从之前单纯的提供外围服务转型现在与
研究机构，公益性组织，生物科技公司和制药公
司紧密合作来进行研发。

两天的会议虽然很快就结束了。但部分与会
者久久不愿离场，而是将当天演讲者团团围住继
续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此次年会顺利举
办，一方面让广大制药行业从业人员对美国以及
中国乃至全球的行业动态得到了很好的了解；另
外一方面也作为一个契机让中美两国的企业和组
织得到了很好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此次年会作为
一个平台推动了全球制药企业合作和开发的进程。
SAPA 年会再次体现了中美药协来自社区并服务
于社区的宗旨以及“一个 SAPA”的重要思想。
此次年会得到了绿叶制药的慷慨支持，SAPA 执
行委员会，年会组委会和众多志愿者的大力推广，
以及所有来宾的大力支持。与会者纷纷相约明年
年会再聚。

第三位是 BetaPharma 的 CEO Don Zhang 博士
回顾了他们公司治疗癌症的小分子药物 Icotinib
的研发过程，并兴奋地告诉大家中国药监局已经
在去年批准 Icotinib 在中国上市。通过这个例子
再一次凸显了新兴市场对于研发 EGFR 小分子抑
制剂发挥的重要作用。
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来自恒瑞制药的
Minsheng Zhang 博士， 张博士回顾了恒瑞制药发
展历程以及特色的“恒瑞模式”。恒瑞已经连续
7 年在国内肿瘤药研制上遥遥领先，恒瑞早于
2004 就在上海建立了研究中心。如今恒瑞在美国
新泽西也有研究中心，专注于癌症靶向疗法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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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年会]
Paradigm Shift in Pharma - Interpla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SAPA-GP 10th Annual Conference Report
Hui Wang, Meng Liao, Hao Cheng, Di Wu
Photographers: Chester Gu, Austin Li, Yaowei Zhu, Lili Guo
The SAPA-GP 10th Annual Conference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Villanova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on June 22-23, 2012. With the theme of
Paradigm Shift in Pharma - Interpla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conference attracted around 400
biopharma professionals,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from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annual
conference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events of
SAPA-GP. This year, however, there were two
differences from previous conferences. The first is
that the event was partially a celebration of SAPAGP’s 10th anniversary, and the second is that 2012
conference was co-organized by SAPA-GP,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the 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DIA).

framework of the Chinese healthcare system. He
also mentioned the implication of the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for China pharma.
Dr. Jeffrey Nye from Janssen Pharmaceuticals
Companies of Johnson and Johnson focused on open
innovation: The emerging model for pharma. Based
on Janssen’s developmental path, his talk covered
building an external innovation network, leverage
biotechnology,
and
outcome-based
drug
developments.
The second keynote address on Friday afternoon
was presented by Dr. Greg Guyer, Senior Vice
President, Merck & Co., Inc. To build a global
quality culture, Dr. Guyer emphasized outcomes of a
harmonized approach (current vs. ideal world) and
how to start down the path.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e
Patent Cliff peaked in 2012 with $100 billion loss in
pharmaceutical sales; the pipeline is getting thinner
leading to decrease in revenues; thousands of the
industrial jobs have been lost, restructured, or
outsourced to overseas; the looming Fiscal Cliff may
further worsen job security and career prospects.

Special Session: Collaborations with China
The one and a half day conference kicked off
early Friday afternoon. The first keynote address
was delivered by Dr. John Hubbard, Senior Vice
President, Head of Worldwide Development
Operation of Pfizer. Dr. Hubbard presented an
overview of China’s growing position in global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both
commercial and R & D. Dr Hubbard stated: 1) A
trend of globalization of clinical trails is a shift to the
East. It is driven by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sts,
faster patient recruitment and more output; 2) China
has become a major player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o expand market opportunities in
healthcare, a strategy is to establish a win-win
partnership with Chinese pharma and government
agents.

The Friday session closed with a panel
discussion. Six panelists shared their opinions and
experiences regard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globalization. The panelists came from FDA and
pharma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dience brought many interesting and critical
questions closely related to career life in
multiculture and multinational settings, while
panelists provided their insightful views and
excellent exampl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with a
variety of backgrounds. The interactive discussion
attracted attention of the audience tightly.

From an academic point of view, Dr. Lawton R
Burns, a professor at the Wharton Business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elucida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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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Guan,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Elivi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delivered special remarks,
provided an overview of their companies’
perspectiv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s
in China.
Dr. Weiguo Dai was announced to be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Elect (2013-2014) of SAPA-GP during
the dinner reception.
With a live band from New York, including a
performance by Jazz Pianist Misha Piatigorsky, all
attendees enjoyed a celebrating and exciting
atmosphere at the gala.
Dr. Greg Guyer presents at the SAPA-GP 10th
Annual Conference

SAPA-GP 10th Anniversary Dinner Reception,
moderated by Sean Fu and Mabel Ju
Session I: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Pharma
Industry

Friday panel discussion, moderated by Dr. Di Wu

The Saturday morning session opened with a
special remark by Mr Xinghua Zhu from Chinese
General Consulate in New York. Mr. Zhu said that
SAPA-GP, as an overseas Chines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nd bridging the pharmaceutical scientific
exchanges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After 10 years’
development, SAPA-GP has become highly
respected by mainstream society for two major
reasons. SAPA-GP has encouraged and helped
American-Chinese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 to
develop
their
careers,
while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 industry.

SAPA-GP 10th Anniversary Dinner Reception
A highlight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SAPA-GP
was the gala held on Friday night. Dr. Laura Hong,
the first woman president of SAPA-GP (2011-2012),
presented a 10-year review and led the award
ceremony. She acknowledged the accomplishments
of SAPA-GP in the past 10 years and gave
recognitions to those team leaders and volunteers for
thei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A video of multiple
interviews with the SAPA-GP leaders and members
showed some memorable moments through the
journey since 2002.
Two representatives of SAPA-GP’s sponsors, Dr.
Dayao Zhao, Vice President, head of Janssen
Pharma China R & D, Johnson & Johnson, and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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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andy MaCrae, Senior Vice President,
Emerging Markets R&D, GSK, reviewed GSK and
the emerging markets as a new business model.
From his point of view, the trend is that the
emerging market will be as big as the sum of the U.S.
and Europe in a few years. To enter the marke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wo key points need to be
considered: Trust of science and access to healthcare.

Furthermore, SAPA-GP has established broad
and substantiv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academic officials. Mr.
Zhu took this speaking opportunity to extend his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of the great efforts that
SAPA-GP and its members have made. Mr. Zhu also
encouraged SAPA-GP by taking the rare
opportunities by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owards
an innovative China to businesses and talents both
from home and abroad. Likewise, as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Eastern US,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New
York facilitates the exchanges between universities,
compani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alents from both
countries, to draw on each other’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for mutual benefits. At the end, Mr. Zhu
congratulated SAPA-GP on its ten-year anniversary.

Advances in technology were also topics at the
conference. Dr. Jeremy Caldwell from Merck
presented an update on the genetics revolution and
RNA therapeutics, followed by Dr Robert Durham
from Gyros Inc introduced automated nanoliter scale technology on the Gyrolab.
Dr. Yanning Wang from Division of
Pharmacometrics, FDA, presented the keynote
speech on the role of pharmacometrics in regulatory
evaluations and FDA on-going research activities as
well as strategic goals in 2020. He clearly delivered
the importance and functions of Pharmacometrics in
drug development and regulatory science. He also
encouraged that young professionals take the liberty
to select the pharmacometrician career as it is
challenging and promising.
The topic of innovative drug discovery in China
was one of themes at the conference. “Is China ready
to play a key role in drug innovation in global
market?” Dr. Jack Xu from Shanghai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stated that China is in the position
for innovation in terms of tremendous talent,
knowledge, and the law system that protects patents.
Additionally, Dr. Heng Xu from PKUCare
Pharmaceutical R&D Center (China) addressed
innovative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Mr. Xinghua Zhu delivers special speech at SAPAGP 10th Annual Conference, representing General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New York. From left to right: Zak Huang,
Laura Hong, Xinghua Zhu, Sean Zhang, Di Wu

There was a career development workshop
session at lunch time on Saturday. The theme was
'Stepping into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is
workshop was well received by a great number of
students and young professionals.
Session II: Ample Opportunities Here and There
Saturday afternoon began with a panel
discussion entitled “Outsourcing to China and
entering the US market.” Topics focused on the
major factors that drive the decision of outsourcing

The Conference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attend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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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harmaceutical R & D in China and introduced
Simcere’s innovative models.

and whether Chinese pharmaceuticals are ready for
entry into the US market.

A talk of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of biosimilar
development was presented by Dr. Wenyan (David)
Shen from Teva pharmaceuticals. Dr. Shen focused
on SWOT analysis of biosimilars: Strengths,
Weaknes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Dr. Oliver Jarry, a keynote speaker from BistoMyers-Squibb (BMS) looked at “Harmonious
growth for Chinese pharmaceuticals” and introduced
BMS’s unique global strategy, i.e. innovation,
selective integr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Finally, the new SAPA-GP president Dr. Sean
Zhang (2012-2013) made closing remarks. He
thanked all attendees for taking part in the
conference and all sponsors for supporting SAPAGP.

Panel discussion of “Outsourcing to China and
entering the US market” attracts huge interests and
lots of questions from audience
Dr. Richard Soll, Senior Vice President,
WuXiAppTec, spoke on innovat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ese companies with an emphasis on a global R
&D ecosystem, and the roles of WuXi AppTec in
global life sciences.

In addition to presentations and discussions, the
premier of SAPA-GP Newsmagazine and the album
of 10th anniversary were distribu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y demonstrated the role of SAPAGP in bridging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in the US
and China and in building a platform for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and career development.
Both of them received applause and praise from a
variety of audience in the conference. Some of
attendees decided to become SAPA-GP members
after reading the SAPA-GP Newsmagazine and the
album.

From “Made in China” to “Invented in China”
has become an ultimate goal for many Chinese
companies, attracting tremendous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Can China change from being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to a design and
innovation leader? Dr. Yinxiang Wang (CEO &
CSO) from Zhejiang Beta Pharma shared his
gripping story of anti-cancer drug Icotinib which is
the first small molecular drug with independent IP’s
developed in China. Motivated by innovative R & D
and by providing patients with affordable treatments,
Dr. Wang has made his dream come true ten years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from the USA.

During one and half day of the conference,
vender show also attracted a great flow of audience
for their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excellent service.
The 10th annual conference has ended, but a new
chapter of SAPA-GP for the next decade just opened.

Dr. Peng Wang,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of
Simcere Pharmaceutical Group, China, gave
attendees an update 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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