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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NE 主席寄语]  
 

会长的话 
 

美中药协会员及朋友们： 
        在这新年来临之际，我谨代表纽英伦美中药

协（SAPA-NE）理事会成员，对一年来各界朋友

对美中药协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所有关心我

们的朋友，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2012 年对 SAPA-NE 是极为重要而又不平凡

的一年。 我们秉承“帮助和促进会员个人和医药

事业的发展，推动美中医药行业的学术交流、商

务合作”的协会宗旨，积极发扬团队合作，先后成

功举办了多次专业性活动和联谊活动。 
        在 2012 年 6 月份，我们成功举办了 SAPA-
NE 第十四届年会，以“科学，创新与新兴市场：

生物医药工业的明天”为主题，特邀包括默克执行

副总裁罗布兰特（Michael Rosenblatt）、辉瑞制

药资深副总裁罗莫斯（JC Gutierrez-Ramos）、浙

江贝达药业总裁兼首席科学家王印祥等，以及巴

布森（Babson）学院国际创业中心的创始人 Bob 
Capse 教授在内的 7 位主题演讲嘉宾，和大家一起

探讨生物医药的创新和未来。另外，和去年的年

会相比，今年的年会多了一个同浙江省政府合办

的大型人才洽谈会，与会者得到同来自浙江省的

政府官员和一百多家民营企业家交流互动的机会。 
        此外，我们还举办了第 14 届职业发展论坛和

第 15 届学术研讨会，紧扣当前制药业急速发展的

形势和热点科技话题，为会员提供了学习交流及

获取求职信息的机会。而首届由 SAPA-NE 和

Nexcelom公司联合举办的生物论坛，以及药协主

导的首届创业俱乐部，也在今年五六月份登场亮

相。这种新颖的方式受到一致欢迎，我们准备将

这两项活动长期举办下去。 特别值得一题的是我

们今年成功的率领了 30 余名会员参观了中国浙江

和南京的一些工业园区，且进行了成功的对接。

目前许多项目正在当地落脚。 
        为了提高理事会会员和志愿者的领导能力和

工作技能，我们还举办了领导力峰会和培训，让

大家在做志愿服务的同时，也能得到软技能方面

的提升。 除了专业学术性活动外，药协今年组织

的传统春节晩会，吸引了近四百余名会员及家属，

再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总之，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发展，收获。 
        以上所有的成就离不开大家的鼎力支持，我

们由衷的感谢你们！同时感谢陈大鹏理事及新闻

媒体组所有成员们，他们独具慧眼，妙笔生花，

及时和详尽的记录了我们所有的活动。感谢前会

长陈敏和李和的领导和支持，他们付出了大量辛

勤的劳动。感谢继任会长林庆聪在各项活动中尽

心尽力。感谢董事会成员芶大明，马炳莉，历任

会长钟晓天，林华茂，李妍红对药协活动的关心

和支持。感谢历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孙天霄，赵

洁，杨军，龙江，赵南丁，梁桂清，周文来，朱

高忠，吴家权，杨澜，王又丹以及所有的理事会

成员和很多志愿者的全力支持，默默奉献。正是

这样一个不计名利、充满朝气、无私奉献的团队，

才使 SAPA-NE 的工作在过去的一年里，焕然一

新，更上了一个台阶。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我们的

会员在以下方面继续为我们的会员提供更好的服

务： 

1.  SAPA-NE 已满 15 周岁， 我们将于今年 5
月 25 日在 MIT 举办大型庆祝晚宴； 

2.  继续带领会员与中国对接，为会员们回国

创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3.  请参加我们 2 月 9 日的新年晚会， 3 月 16

日的职业发展论坛， 和 5 月 25 日的年会； 
4.  继续 SAPA-NE 和 Nexcelom公司联合举办

的生物论坛，以及药协主导的创业俱乐部， 
为会员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希望

SAPA-NE 的会员和各界朋友一如既往，进一步支

持我们的工作，为 SAPA-NE 取得更加优异的成

绩，更好地服务于会员而努力！  
 
钭理强  
SAPA-NE 2012-2013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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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A-NE 活动集锦] 

美中药协(SAPA-NE) 2012 春节联欢晚会精彩纷呈 

供稿人：陈大鹏； 照片：潘志卫, 周莹，苗华全 

        玉兔归月辞旧岁，金龙出海迎新春。在中华

民族的传统佳节来临之际，纽英伦美中医药开发

协会（SAPA-NE，以下简称药协）于 1 月 21 日在

波士顿中国城帝苑大酒楼举办了一场绚丽多彩的，

具有浓厚中华传统文化的迎新春文艺演出和丰盛

的年夜晚宴。近四百名药协成员和各界朋友踏着

波城初雪而来，大家尽情享用精致美食，欣赏多

姿多彩的迎春表演节目，在彼此贺年祝福中欢度

佳节。 

 
图一：来宾们在迎春晚会现场欢聚一堂 

        纽英伦会长陈敏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新春

致辞，她代表药协全体理事和董事，对大家能够

冒雪赶来表示感谢，并向所有药协成员, 家属, 和
关心支持药协的新老朋友们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她介绍说美中药协总部成立于 1993 年。纽英伦分

会则成立于 1998 年，是药协最早成立的分会，经

过不断努力，现今已有 1500 多名会员，在波士顿

地区的华人专业组织里，是会员最多，影响最大，

最具有凝聚力的专业协会之一。陈敏会长还特别

对志愿者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了感谢。她强调说，

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理事们和干事们来自于

各个生物制药公司或大学科研机构，他们牺牲了

许多个人时间，才使药协获得今天的成功，志愿

者们是我们药协的脊梁。 

 
图二：药协理事们在合唱《SAPA 欢迎你》 

        随后，晚会总导演赵洁博士和继任会长钭理

强逐一介绍了特邀嘉宾，包括华埠主街主席余俊

明，剑桥中文学校校长陶凯， 波士顿中国校友联

合总会会长龚家骊，中华网协会长沈心焯，北美

中华医学会代表王继平，党平，128 华人科协代

表段可，李洪山，辉瑞制药公司外部研发部全球

生物治疗科技主管李跃进，亚洲外部研发高级总

监丁元华，诺华制药 ADME 负责人王建领，哈佛

医学院访问学者姚奇等各大医药公司的高管。华

埠主街主席余俊明代表波士顿市政府和市长曼宁

诺欢迎药协在华埠举办春节联欢会，并高度评价

了药协积极为社区服务而做出的努力。  

        联欢晚会由药协理事赵洁博士任总导演，前

任会长李和任总监，并由中央电视台国学比赛获

奖者戴雅洁主持。晚会在全体药协理事们大合唱

《SAPA 欢迎你》中拉开序幕。原受邀再次出席

联欢会的著名华裔脱口秀笑星黄西，因接受中央

电视台邀请在上海录制节目，未能出席。但黄西

特意录制了短片，向大家拜年。“中国物价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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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餐馆吃饭都先得付钱”，“如果大财发不了，

占点小便宜也行”， 黄氏幽默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晚会达到了第一次高潮。 
 

 
图三：诺华制药公司舞蹈团表演藏族舞蹈《吉祥如意》 
 
        随后，精彩的节目陆续登场。诺华制药公司

的舞蹈团 (Novartis Dance Troupe) 为大家表演了藏

族舞蹈《吉祥如意》。因为成员中多数具有博士

学位，诺华舞蹈团也号称史上是“具有最高学位的”
舞蹈团。原广西艺术学院二胡教授林湛涛的学生

李羽蓝是第四届全美民族器乐大赛金奖得主，她

为大家演奏了二胡经典曲目《喜洋洋》和《空山

鸟语》。民族乐器无与伦比的深邃意境和李羽蓝

的精彩诠释，让现场所有听众都不禁陶醉其中。

女中音歌唱家吴影演出了歌剧《卡门》中的哈巴

涅拉舞曲和《那就是我》。吴影音域宽阔，音质

金亮，音色空灵，博得了观众们阵阵掌声，最后

在观众强烈要求下再加唱一首《西班牙女郎》方

得下场。 
 
        除了邀请到了这些专业人士，药协的理事们

也纷纷登场，向大家展示他们的多才多艺。由药

协理事杨军和女儿杨博怡、杨恩怡自编自导的单

口相声《赶不上趟儿》，是整场晚会博得最多笑

声的节目之一。杨军模仿北美崔哥，向大家“汇报”
了在海外承包项目和被海盗劫持人质里的金钱交

易中种种社会丑恶现象, 搞笑不断。没想回到美国

后，发觉公司的电话和电梯改成了语音识别，自

己的英文又赶不上趟儿了，居然无法操控设备。

杨军生动诙谐地表演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喝彩

阵阵。 

 

 
图四：药协理事杨军表演单口相声《赶不上趟儿》 

 
 
        药协理事龙江为大家表演了吉他弹唱《外面

的世界》和《花房姑娘》。龙江的音调浑厚宽广，

嗓音富有磁性，以非凡力度和穿透力演绎了最纯

朴动人的歌声，让观众的心灵回归到最原始的感

动，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味。 
 

 
图五：药协理事孙天霄和杨澜在表演小品《西游记：

海归版》 
 

        晚会的压轴戏是由药协理事孙天霄，杨澜，

和李和带来的《西游记：海归版》。孙天霄 
是笑星黄西的大学同学。黄西本人曾透露说，其

实孙天霄无论是编笑话或是舞台表演的功力都不

在其之下。这出十五分钟的海归版西游记，巧妙

的编入了许多时事元素，紧扣制药业海归中国的

大潮，将唐僧、悟空、八戒师徒穿越到今朝，在

上海等地创立三藏生物制药能力有限公司，诙谐

幽默的道出了海归的现状和面临的诱惑和挑战等，

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在让人捧腹的同时又能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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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些许共鸣和思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天霄

本人的模仿功夫和表演才能真是十分了得，从克

林顿的口音，美国乡村歌曲《Country Road》， 
 

 
图六：药协理事龙江在表演吉他弹唱 

 
到借用刘德华，周华健，费玉清，腾格尔等人的

唱腔来演绎汪峰的《春天里》，以及日本诗词，

居然都能模仿的惟妙惟肖。加上李和地道的四川

话，和杨澜传神的表演当代白骨精（白领骨干精

英）和日本舞步，也全都让观众开怀大笑，啧啧

称奇。 

        晚会中，药协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抽奖活动，

温馨的礼品给大家带去了更多的开心与幸运。联

欢会最后还有卡拉OK和舞会。晚会总导演赵洁说，

今年春晚规模比往年更大。虽然当天上午下了一

场大雪，参加人数还比去年略多。今年的活动也

首次收到了许多华商赞助，包括保险经纪人胡杏

春、房屋贷款人李红梅、李红英、地产经纪人

Paul Huang、帝苑大酒店等。老四川餐馆捐赠了

餐劵作为抽奖奖品，Genscript公司也赠送了很多

台历。晚会结束后，来宾和观众给了演出很高的

评价和鼓励。整台晚会凝聚了药协的成员和全体

志愿者们的辛劳和汗水。策划组赵洁，陈敏，李

和，孙天霄，杨澜，杨军，龙江，为编排节目，

邀请明星及文艺团体，制作广告和设计节目单等

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负责电脑调试和舞台监

督的马伟军，芶大明，林庆聪忙上跑下十分辛苦。

负责后勤的梁桂青，周文来，王玉珣，马炳莉，

钟晓天，钭理强，赵君，赵菲莎，杜冰帆, 殷鹏程，

陈东立，牛向，朱高忠和摄影师潘志卫，周莹，

苗华全等尽职尽守，任劳任怨。药协在此向所有

参于演出人员，各位来宾和志愿者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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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NE 活动集锦] 
 
 

SAPA-NE 职业发展研讨会分享职场经验 
 

文： 王又丹，陈大鹏； 图： 周莹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伦分会(SAPA-NE)于
2012 年 4 月 7 日周六下午在麻省理工学院成功举

办了第 14 届职业发展研讨会。本次论坛以“在生

物科技制药业全球化中的个人成长”为主题，邀请

了五位专业人士与 100 名与会者分享职场经验。

同时，现场有许多制药公司比如 Abbott, Merck，
Biogen, Sanofi, 扬子江药业集团等都摆设了招聘简

章。 
 

 
图一：美中药协理事干事与职业发展论坛演讲者合影 

 
         本次论坛由杨军博士与龙江博士担任主持，

首先药协会长陈敏博士致欢迎辞并总结了 2011 年

SAPA-NE 的主要活动情况。接下来的论坛应邀讲

谈者包括武田/千禧药业副总裁李文机，辉瑞制药

公司亚太区外部研发创新部主任丁元华, 巴伯森

（Babson）学院职业顾问副主任梅若 (Catherine 
Merlo), 诺华制药分析化学负责人王瑛琪，麻省理

工学院斯隆商学院行政主任郝斯 (Peter Hirst) 。 
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与大家分享了求职与职业发展

的经验。 
 
        李文机通过自己在制药业三十几年的工作经

历，总结了六点他认为作为职业发展中最重要的

要素。首先是要对自己从事的行业有热情，其中

他提到了 3E 准则，即为： Easy-strength，  Enjoy-

innovation，Effective-delivery 。其次谦逊，不自

私，正直也是他认为职业发展生涯中不可或缺的

品质。另外他还提到工作中要有重点，因为很多

时候面面俱到的后果是不能全力以赴而很深入的

了解与研究。其次，他倡导大家对工作要有积极

的态度和 “can do”的精神，多想解决问题的方案

而不是一味地抱怨，来面对工作中的挑战和机会。

最后他推荐了大家一本书，名为 Making yourself 
indispensable，作者是 Mark Samuel。尾声中他鼓

励大家职场中的自我完善和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开始永不嫌晚。 
 

 
图二：论坛现场座无虚席 

 
        丁元华探讨了如何在企业变化中寻求职业发

展的机会。他通过自己两次试图离开辉瑞的亲身

经历建议大家做抉择前要清晰的了解自己想要的

是什么，自己热衷于从事什么，自己的长处和短

处，自己输得起的是什么。他同时也强调了要建

立广泛的人际网，在工作中乐于帮助他人，有团

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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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巴伯森学院职业顾问副主任梅若女士与大家热

烈互动 
 
        接下来梅若(Catherine Merlo) 探讨了求职中如

何建立个人品牌的重要性。她说找工作是一个把

自己推销出去的过程，所以要认识自我的价值，

找到自己于他人的不同处，把自己独特的“可销售

”的闪光点融入求职中 2－3 分钟有效的自我介绍

里，给面试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也介绍了一些

如何自我推销的方法，例如把自己的成果用故事

的方法讲述等等。同时她也强调了很多职位不一

定对外公开，所以要扩展自己的关系网以寻求更

多的机会。 

 
        在诺华公司工作了近二十年的王瑛琪对于华

人在大公司的职业发展有切身的体会。她简短回

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认为不要过早的把自己限

定到一个固定的角色里。在公司要发挥自己的影

响力，在没有职位时也能领导他人，提高在公司

高层的能见度。要看到公司需要什么，并提出建

议满足这个需要。“当你觉得在一个工作上学不到

新东西的时候，就应该换工作了”。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行政主任郝斯(Peter 
Hirst)也在会中分享了他从苏格兰来美留学，其后

留美发展，做过企业高管等经历。他表示，在职

场上成功，除了专长，技能，也常靠运气，唯有

不断学习并充实自我者，才能把握住机会。 
 

 
图四：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行政主任郝斯（左），

Nexcelom 创办人暨技术长邱钧女士（中），武田/千禧

药业副总裁李文机（右）在和与会者面对面交流 
 

        Nexcelom创办人暨技术长邱钧女士在论坛中

高兴的向大家宣布，由美中药协和该公司联合举

办的生物论坛月度会议，将于五月份在剑桥市首

办。 
 
        美中药协感谢所有与会来宾和会员的支持, 热
忱欢迎在这次年会上加入的新会员们。这次年会

的成功举行也离不开SAPA-NE全体理事、顾问和

志愿者的辛勤筹备, 他们是论坛组织者杨军和龙江，

现任会长陈敏，继任会长钭理强，前任会长李和，

以及默默做义工的马炳莉,苟大明, 朱高忠，赵洁, 
潘志卫，孙天霄, 吴家权，牛向，林庆聪，王又丹，

赵君，赵菲莎，周莹，陈大鹏，梁桂青，王玉珣，

王敏，马伟军，林华茂，陈东立，李妍红,周文来，

陈东瑜，蒋翼德，陈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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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NE 活动集锦] 
 

美中药协举办生物论坛午餐会 
 

图文来源：波士顿菊子（星岛日报记者）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伦分会(SAPA-NE)于六

月十五日中午在剑桥市的麻州生物会(MassBio)办
公室，推出首场 Nexcelom生物论坛午餐会，为生

物医药领域专业人士跨公司交流，开拓更广未来

打基础。

 
美中药协论坛主持人林庆聪(右起)、主讲人黄玉梅、

Nexcelom 创办人邱钧、美中药协候任会长钭理强、理

事杨军等人 
 
   Nexcelom公司创办人兼技术长邱钧表示，大波

士顿的生物医药界，华人相当多。其中在健赞、

千禧年、默克、诺华帝、辉瑞、百奥健(Biogen 
Idec)、夏尔(Shire)等超大型公司工作的人，就算

没有一千，也有好几百。同时间，越来越多的另

一批人，四、五名好友一凑，就自组了一家公司，

在医药领域内闯天下。由于在大公司内工作的人，

往往有如螺丝钉一般，栓在一个位置上，所见所

闻越来越专，可能发展也越来越窄，行业一旦出

状况，职位就涔涔可危。 
  邱钧表示，Nexcelom特地和美中药协合作，

开办 Nexcelom生物论坛午餐会，希望为这两批人

打通交流管道，同时也藉这论坛，促使医药专业

领域人士学会交流诀窍，为各人的事业成长机会

加分。 
  邱钧为此特地准备了一份交流参考

(Networking Tips)，印发给出席者，提醒他们善用

机会交流，内容包括要清楚交流目地是要认识人，

认识剑桥市内的大大小小生命科学公司，带五十

张以上的名片，准备一套短于 30 秒的自我介绍，

并事先练习。 
  昨日的 Nexcelom生物论坛午餐会，请来

CellMosaic 公司董事长黄玉梅讲谈「抗体药共轭

(Antibody-Drug Conjugate)」，这种把抗体和有效

载荷药(Payload Drug)连起来，针对癌细胞施放药

物，减低副作用的新标靶疗法。 
  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科大，获有俄亥俄

州 Case Western Reserve 大学生物有机化学博士学

位的黄玉梅，昨日和四、五十名出席者分享她的

创业经验，以及 CellMosaic 公司在「抗体药共轭

(Antibody-Drug Conjugate)」上的研发成果。查询

详情可上网 http://www.sapa-ne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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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NE 活动集锦] 
 

SAPA-NE 成立创业俱乐部 
 

图文来源：侨报周末特约记者李强 
 
 
        波士顿是美国乃至全球的生物医药研发中心，

在这个领域也不乏创业取得成功的华人企业家。 
10 月二十七日，纽英仑美中生物医药开发协会

（SAPA-NE）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创业俱乐部成

立研讨会。该会历任会长及骨干李和、陈敏、钭

理强、和林庆聪等都出席了研讨会，显示了他们

对推动波士顿地区华人专业人士创新创业的热忱。 
研讨会分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由孙天宵主持，

会长钭理强首先致词。他指出，SAPA-NE 创业俱

乐部将同本地以教育创业著称的巴布森学院合作，

帮助该会的近千名会员学习和了解企业管理、财

会、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为创业做好准备。 
上半场的演讲嘉宾有巴布森学院教授丹尼斯

（Caroline Daniels）博士，原 CytoMed 公司总裁

斯蒂文·叶（Stephen Ip）和 Nexcelom生物科学公

司创办人暨董事长邱钧。在茶歇之后，下半场演

讲会由龙江博士主持，演讲嘉宾包括 Matrigen 生

命科技公司创办人迈赫（Justin Mih），Foley 
Hoag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沃伦（Robert Warren）以

及财经税务服务公司总裁魏（Kaitzew Wei）。 

 

 
部分演讲嘉宾和研讨会组织者合影 

 
        专程从纽约前来听讲座的戴雅洁曾经出任过

SAPA－NE 龙年春晚主持人。她吿诉记者，非常

高兴有机会回到波士顿，参加这个研讨会，让她

获得了创业各个方面的知识，同时也结交了有志

创业的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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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NE 活动集锦] 
 

15 届科学研讨会 厦门代表团推介双百计划 
 

侨报周末实习记者夏静、特约记者李强，美中药协理事孙天霄 
 

12 月 1 日下午，纽英伦美中医药开发协会在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召开了第 15 届以“利
用表观遗传学开发抗癌药物”为主题的科学研讨会。

本届研讨会吸引了近百位国内外医药专家参与。 
 

 
图一：美中药协理事和演讲嘉宾合影 

 
         当天研讨会的演讲嘉宾包括哈佛医学院波士

顿儿童医院的张毅博士，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

院总裁李恩博士，Epizyme 公司首席科学官、副

总裁罗伯特·科普兰博士，哈佛医学院麻州总医院

副教授 Jonathan Whetstine，以及 Constellation 药

业的资深经理阿尔布雷希特（Brian Albrecht）博

士。在演讲中，这些先驱学者和科学家们深入浅

出地介绍并探讨了表观遗传学领域的最新药物研

发成果。 
 
       前任辉瑞公司医学主任唐明辉博士表示，这

次研讨会在新药的研发方面非常具有指导意义。

他期待今后的研讨会能够涉及临床实践方面的讨

论，将临床与理论结合，会更有助于医药行业的

发展。 
 

 
图二：超过一百三十名会员朋友们参加研讨会 

 
       由厦门市科技局局长沈灿煌领队的厦门市代

表团一行也参与了研讨会。在会上，他们介绍了

厦门市的最新发展状况，以及厦门市的“双百计

划”。厦门市科学技术局沈灿煌局长亲临研讨会现

场，并在最后一个环节发表讲话。他指出厦门市

今年计划安排科技资金 3.4 亿元，重点推动建设

一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争取把一些央企、跨国

公司的研发机构和重点大学研究机构引进到厦门，

除此之外厦门市政府会大力加强医药的研发和推

广工作，并辅助科技项目融资，千方百计让他们

的科研成果落地。 
 
       SAPA-NE 前任会长李和吿诉记者说，这次厦

门市代表团来波士顿参加研讨会，是由已经海归

的 SAPA-NE 会员牵线搭桥。随着生物医药行业

海归创业热潮的持续高涨，SAPA-NE 在中国的影

响力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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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陈玉銮（左三）、沈灿煌（左四）以及其他厦

门市代表团成员合影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沈灿煌局长指出，“双
百计划”于 2010 年 4 月出台，其核心是用 5到 10

年引进 10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和 300名领军型创

业人才。目前已经进行过 3 次评选，有 167 个项

目入选，其中有超过一半的项目已经落户厦门。

在谈到厦门的优势时，沈灿煌局长列举了生态环

境优势以及小三通之后的台商投资热潮等。他表

示，这次来波士顿主要是希望引进生物医药行业

的项目和人才。来波士顿之前，厦门市代表团还

访问了旧金山、华盛顿和费城等地。 
 
        研讨会于下午 6 点结束，与会的专家学者以

及医药行业内的知名人士在剑桥市五月花餐厅共

进晚餐，厦门大学波士顿校友会的陈玉銮和范义

鸣出席了晚宴。大家共聚一堂分享工作经验，在

观看了厦门科技局带来的厦门市宣传片之后，纷

纷祝福厦门医药科技创新项目能取得重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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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活动] 
 

美中药协成功举办 2012 秋季野餐活动 
 

供稿：陈晓东 沈小乐 
 

    
         继 8 月份的 20 届年会圆满结束后，美中药

协（SAPA）又于 9月 22 日（周六）上午 11 点到

下午 3：30在新泽西 Iselin 的 Merill Park举行了

秋季野餐活动，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图一：生火开烤 

 
         周六早上，晴空万里，是野餐出游的好日子，

来自药协的生物技术和医药领域的专业人士及家

属共两百多人参加了此次野餐。沈小乐博士早在

一个月前就开始统筹安排此次野餐活动，如从哪

里买可口的中餐，烧烤食物的选择，场地选择与

预定以及活动当天的安排。野餐当日，SAPA 组

委会的成员早早来到公园现场布置场地，还有一

些热心的志愿者也来到现场帮忙布置，生火的，

铺桌子的，切西瓜的，搬饮料的，准备登机材料

的，大家忙得不亦乐乎！这其中还有一处细节反

映了 SAPA 处处为会员考虑的宗旨：因为进入公

园有很多出口，但有个别先到的人讲到有个偏僻

的出口路标不是很明显，组委会赶紧派人去又插

了几个路标方便大家寻找。还有件事不得不提，

SAPA 的财务总长冯海霞女士当天因有事不能到

现场，但她还是提前准备了 200 多个茶鸡蛋找人

送到现场给大家吃。 
         

 
图二：边吃边聊 

 

 
图三：SAPA 继任主席陈纪文博士召集大家分组讨论 

 
 约 11 时许，参加野餐的大部队开始陆续抵达，

这时登记处就开始忙活起来，在帮忙登记的各位

SAPA 理事热情接待了每一位来宾。先到的人就

三五成群开始闲聊起来，小孩子们则在不远处的

游乐场玩耍，这里面有第一次参加活动的外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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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交换联系方式 

 

 
图五：拔河比赛将气氛带入高潮 

 
美国的国内人员，也有参加过很多次活动的老会

员，不过行业的相近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大家聊

得很投缘，气氛其乐融融。过了一阵，四个烧烤

炉开始陆陆续续烤好了一些食物，另外各种冷盘

热菜也都摆好整齐，加上临近中秋佳节，SAPA
还专门买来了月饼。随后大家依次排队开始了自

助午餐，餐后大家还分享了美味的水果。 
 午餐后 SAPA 继任会长陈纪文博士为大家介绍了

SAPA 的一些基本情况，他首先感谢了大家对

SAPA 的支持与帮助，随后回顾了一些 SAPA 举 
办的一些活动，同时欢迎大家以后多参加 SAPA
组织的活动。他随后把大家分成了几个小组分别

讨论，每个小组都有专门精通此领域的理事来负

责，如法律法规，研发等小组。大家按照各自兴

趣爱好迅速围拢过去开始进行交谈和讨论。这次

活动还吸引到了当地的一些医药企业过来推销自

己的产品和服务，可以从此看出 SAPA 搭建的平

台在资源整合与信息交流上发挥的功用。 
         当然了，拔河比赛是一年一度的野餐活动的

保留节目，随后也如火如荼的进行，将此次野餐

活动的气氛带到了高潮。拔河比赛一开始便吸引

了大量的会员和家属参加，作为一项增强团队凝

聚力的活动，两队人马一上阵便僵持起来，第一

局作为热身很快就稀里糊涂的结束了。精彩的在

第二局，哨声还未响，两边就有一些热心人开始

组织大家喊口号，指挥全队人员如何使劲，发挥

了领导才能。哨声一响，两边人马就开始全力以

赴，但明显一方处于弱势，就在绳子马上要过线

时，他们的指挥人物发挥了作用，就这样一点一

点，绳子朝着他们的方向慢慢移动起来，最后要

输的一方竟然赢了，他们笑到了最后。接着还进

行了激烈的第三局较量。比赛结束后，输掉的一

方还不服气，大家互相交流到底什么地方失误了，

如果再有一次比赛他们肯定能赢。 
 

 
图六：活动结束后，SAPA 组织者合影 

 
         活动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都很感谢

SAPA 组织此次野餐活动以方便大家进行专业交

流，相互认识，建立良好的人际网络。之外，大

家都希望在下一次 SAPA 举办的活动再次相聚。 
 
野餐活动组织者名单: Charles Bao, Wei Ding, 
Haixia Feng, Frank Gan, Yi Jin, Xing Li, Wansheng 
Liu, Yan Ni, Su-Fen Pu, Xiaole Shen, John Sun, John 
Tan, Wenyan Wang, Jane Xiang, Charles Xie, Ning 
Yan, Xiaoying Zhang, Hui Zhao, Hugh Zhu, 
Xiaodong Chen, Ying Li, Jiwen Chen, Baoguo 
Huang, Jianji Wang, Xin Du, Jia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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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活动] 
 

2013 SAPA Career Development Workshop in New Brunswick, NJ 
By: Nora Xu 

 
The 2013 SAPA Career Development Workshop was 
held on Saturday, January 19th at Rutgers University 
in New Brunswick, NJ.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veterans, professional experts and students gathered 
at this day-long event to discuss career development 
for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rends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John Sun, one of the session chairs, presents a 

speaker plague to Wesley Hom 
 
The Workshop focused on three main topics of 
interest: (1) Career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in the Corporate Setting, (2) Career Transition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nd (3) Career Adventures 
in China and the Emerging Markets. These topics 
held particular poignancy given the unprecedented 
recent changes faced by the industry, brought on by 
patent cliffs, thinning pipelines,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trend towards outsourcing. 
 
The event was hugely popular, drawing over 300 
professional s and perspective graduate students, and 
lasted from 8:30 in the morning until 6:30 in the 
afternoon. The event consisted of a day-long 
sequence of formal presentations, followed by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and interactive case study, and 
commenced with a networking social hour. A job fair 
was held in concurrently with the Workshop and 

included 19 bio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from US 
and China.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300 SAPA members 

 
The attendees were greeted with opening remarks 
from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Chair, Dr. Ning Yan. 
The first session of formal presentations was held 
from 9:15 a.m. to 12:15 p.m. and chaired by Dr. John 
Sun. This session of presentations fell under the 
theme of “Career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in the Corporate Setting” and featured the following 
presentations: 
 

1. Chao Chen, PhD (Professor, Rutgers 
Business School), Breaking the Glass Ceiling 
in Corporate America: Strategies for Foreign 
Born 

2. Jiaqing (JQ) Huang, MD, PhD, MPH (VP 
and Global Head of Pharmacovigilance, 
Otsuka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 & 
Commercialization, Inc.), Do You Really 
Understand Your Boss? 

3. Wesley Hom, MBA, Harvard-AMP (VP and 
Managing Director, ASCEND), Myths of 
Asian Leadership: When Working Harder 
and Running Faster is Not Enough 

4. Jem Turner, MBA, MSc (Senior Consultant, 
SCQUARE International US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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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ng Complexity (Without 
Making It More Complicated) 

5. Brian Lin, Distinguished Toastmaster (Past 
District Governor of District 83,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Vital Job Skills 

 
 
Dr. Chen discussed a model of the glass ceiling for 
Asian-born American R&D scientists and offered 
insights into how to break the ceiling in American 
organizations. Dr. Huang shared his insights into the 
world of Senior Management and discussed how an 
employee can learn to manage a relationship with his 
or her manager. Mr. Hom examined the disparity 
between Asian-American excellence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in the “C-suite” and gave insights 
into how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Mr. Turner 
gave advice about how to more effectively sell a 
strategy or recommendation. Mr. Lin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oft skills, including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in attaining career 
advancement.  
 

 
Dr. Boyd is giving a speech 

 
Afterwards moderators John Sun and Ning Yan held 
a panel discussion, in which the five speakers offered 
their insights in response to the audience’s 
questions. 
 
The next plenary session was held after lunch, from 
1:15 to 2:45 p.m, and focused on the theme of 
“Career Transition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Frank Gan, PharmD, chaired the session, which 
consisted of the following presentations: 
 

1. Chris Peck (VP, Expert Services, 
YourEncore, Inc.) and James Boyd, PhD (VP, 
Regulatory Affairs, SANOFI), How Do I Get 
a Job around Here? – Trends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2013 

2. Paul Zhang, MBA (Managing Director, 
Navigant), Making a Successful Career in 
Life Sciences Consulting 

 
Mr. Peck gave an overview of current trends in 
employment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r. 
Boyd offered his advice about how to land a desired 
position and discussed the value of a personal brand 
in the job hunting process. Mr. Zhang discussed his 
personal career journey and the typical experiences of 
a life sciences management consultant.  
 

 
Panel discussion 

 
The final session was held from 3:00 p.m. to 5:30 
p.m. and chaired by Dr. Charles Bao. The session, 
“Career Adventure in China and Emerging Market,” 
was opened by Dongbai Ye, a Counselor in Science 
& Technology Affairs at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New York. 
Afterwards, the following experts gave presentations: 
 

1. Li Su, PhD, MBA (Director, R&D an 
Medical Informatics, Pfizer China R&D 
Center and Singapore Clinical Research), A 
Seagull’s 5-Year Observations & Cultural 
Re-Assimilations in China 

2. Ping Yang, PhD (VP, Global Business 
Leader for Gene Synthesis & Molecular 
Biology, Genewiz), Internationally Integrated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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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qun Yin, PhD (Sr Director, Clinical 
Pharmacology, Novartis Oncology), 
Breathing Life into a Career in China 

 
Dr. Su shared his adventure in Shanghai as a 
“seagull” returning to work in China. Dr. Yang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job 
market.  Dr. Ying talked about his personal 
observations and experiences working at Novartis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as a “sea turtle.” 
 

 
Futher discussion and networking 

 
The presentations were followed by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and a case study moderated by Dr. Yi Jin 
and Dr. Hugh Zhu where the six speakers and 
additional two panelists, John Balian, MD CMO, 
Johnson & Johnson Consumer Health, and John Mei, 
MD, PhD, MBA, President and CEO, Synatural 
Pharmaceuticals,  answered questions posed by the 
audience.  The panelists shared their personal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on career transitions and adventures 
in China and were well received.  
 
Afterwards, attendees were treated to social hour 
where light refreshments were served. A few 
attendees subsequently chose to partake in the dinner 

event at Makkoli Seafood Buffet in East Brunswick, 
NJ.  

 

 
 
The job fair occurred concurrently with the 
Workshop. The following companies participated in 
the job fair: Aleon Pharma International, Inc., Avtech 
Institute, BioDuro, BGI Americas Corp, BGI 
Americans Corp, Concord Pharmatech Co., Ltd., 
Covance Pharmaceuticals R&D, Everest Clinical 
Research Services Inc., Frontage Laboratories, Inc., 
GenScript USA Inc., GENEWIZ, Inc., Lilly China 
R&D Company Ltd, Novartis Institute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ShangPharma Co., Ltd, Sundia 
MediTech Company, Ltd., WuXi AppTec, Xuanzhu 
Pharma, and Yusongyuan Pharmaceuticals.  

 
 
 
 
 
 
 
 
 
 
 
 
 
 
 

 
 
 
 
 
 
Worship 

Workshop organizers with speakers 
 

The 2013 SAPA Career Development Workshop was 
chaired by Ning Yan, PhD, MBA. The co-chairs were 
Charles Bao, PhD, Frank Gan, PharmD, Yan Ni, PhD, 
and John Sun, PhD, MBA.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consisted of Jiwen Chen, Li 
Chen, Xiaodong Chen, David Cragin, Wei Ding, 
Helena Feng, Chenchao Gao, Handan He, Baoguo 
Huang, Yi Jin, Xing Li, Ying Li, Jian Liu, Sufen Pu, 
Xiaole Shen, John Tan, Wenyan Wang, Nora Xu, 
Ning Yan, Xiaoying Zhang, Hui Zhao and Hugh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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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热点] 
 

Patent Protection on Personalized Medicine in View of Mayo v. 

Prometheus 
 

By Weihong Hsing 

 
A patent is a government granted exclusive right for a 
limited amount of time in exchange for a complete 
and enabling disclosure of a novel and non-obvious 
invention.  An adequate patent system stimulates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Too many exclusive rights, however, 
may imped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Laws of 
nature, natural phenomena and abstract ideas are not 
eligible for patent protection, because of their 
potential far-reaching effects.  Such basic discoveries 
are “manifestations of … nature, free to all men and 
reserved exclusively to none.” 1

 

  However, it has 
generally been accepted that methods and products 
applying laws of nature, natural phenomena and 
abstract ideas that produce useful, concrete and 
tangible results are patent eligible.   

In Mayo v. Prometheus2

 

, a decision issued March 20, 
2012, the U.S. Supreme Court attempted to provide 
some guidance on how to decide whether a medical 
process is a patent-eligible real-world application of a 
law of nature or nothing more than a mere statement 
of the law of nature.  The decision, however, has 
created more confusion and caused a chilling effect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articularly in the 
personalized medicine field.   

The patents3

                                                 
1 Diamond v. Chakrabarty, 447 U.S. 303, 309 (1980). 

 at issue concern personalized medicine.  
6-Mercaptopurine (6-MP) and its prodrug 
azathioprine (AZA) have been used to trea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IBD).  Non-
responsiveness and drug toxicity had been problems 
when using 6-MP or AZA in some patients.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that measurement of 6-MP 

2 Mayo Collaborative Services v. Prometheus Laboratories, Inc. 
(2012), 566 U.S. ___ (2012) 
3 US 6,355,623 and US 6,680,302. 

metabolite levels can be used to predict clinical 
efficacy and tolerance to 6-MP or AZA.  However, 
the precise concentrations of 6-MP metabolites that 
correlated with optimized efficacy or toxicity were 
not known.  Prometheus’ patents described such 
concentrations and claimed diagnostic methods based 
on the concentrations4

 
.   

Prometheus sells diagnostic tests that embody the 
patented process.  Mayo first bought and used those 
tests and later intended to use and sell its own test.  
Prometheus sued Mayo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Mayo counter argued that Prometheus’ patents 
effectively claimed natural laws or natural 
phenomena that therefore are not patentable.  The 
case reached the U.S. Supreme Court after Mayo won 
its argument in the district court, but lost in the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The U.S.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Prometheus’ 
claimed methods for adjusting dosage levels of 6-MP 
are not patent eligible.  The Court first recognized 
that Prometheus’ patents set forth a law of nature, i.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ntrations of 6-MP 
metabolites in the blood and the likelihood that a 
                                                 
4 Claim 1 of US 6,355,623, a representative claim recites:  

1. A method of optimizing therapeutic efficacy for 
treatment of an immune-mediate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comprising:  

(a) administering a drug providing 6-thioguanine 
to a subject having said immune-mediate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and  

(b) determining the level of 6-thioguanine in said 
subject having said immune-mediate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wherein the level of 6-thioguanine less than about 230 pmol per 
8×108 red blood cells indicates a need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said drug subsequently administered to said subject and wherein 
the level of 6-thioguanine greater than about 400 pmol per 8×108 

red blood cells indicates a need to decrease the amount of said 
drug subsequently administered to said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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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age of 6-MP will be ineffective or toxic.5  It then 
analyzed the steps in the claimed processes, 
observing that the claims inform a relevant audience, 
i.e., doctors, about certain laws of nature; and the 
additional steps consist of well-understood, routine, 
conventional activity previously engaged in by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the Court’s opinion, those 
additional steps, when viewed as a whole, do not add 
enough to the statement of natural law to transform 
the claimed processes into patent-eligible 
applications of the law.6  The Court also discussed its 
concerns that “upholding the patents would risk 
disproportionately tying up the use of the underlying 
natural laws, inhibiting their use in the making of 
further discoveries.”7

 
 

At first glance, the U.S. Supreme Court seemed to 
have effectively substituted the patent-eligibility test 
with an inventiveness analysis to see if the additional 
steps are inventive enough to transform the claimed 
processes into patent-eligible applications of the 
natural law.  Such a reading, however,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urt’s other comments in the opinion.  For 
example, the Court expressly declined to substitute 
the patent eligibility inquiry with other sections of 
patentability requirements, i.e., novelty, non-
obviousness and written description.8  In the Court’s 
opinion, such substitution “risks creating 
significantly greater legal uncertainty, while 
assuming that those sections can do work that they 
are not equipped to do.”9  Also, although the Court 
put aside the newly discovered natural law and 
focused its inventiveness analysis on the additional 
steps, it rejected a suggestion that “the novelty of a 
component law of nature may be disregarded when 
evaluating the novelty of the whole.”10  The Court 
reasoned that “studiously ignoring all laws of nature 
when evaluating a patent application under §§102 
and 103 would ‘make all inventions unpatentable 
because all inventions can be reduced to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nature which, once known, make their 
implementation obvious.’”11

 
   

                                                 
5 Mayo Collaborative Services (2012), 566 U.S. ___ (2012), Slip 
Opinion at p. 8 
6 Id. at p. 9-11 
7 Id., at p. 4  and 16-18 
8 Id. at p. 22 
9 Id. at p. 21 
10 Id. at p. 21 
11 Id. at p. 21-22 

To many people, the Mayo decision raised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For example, what exactly is 
the test for patent-eligibility?  Is the Court’s patent-
eligibility test truly separated from the novelty and 
non-obvious inquiries?  Should one consider the role 
of laws of nature, natural phenomena and abstract 
ideas in the patent-eligibility test?  More practically, 
how would this decision affect the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 industries, where newly discovered laws 
of nature, natural phenomena or abstract ideas are the 
basis for many inventions?  For example, an isolated 
DNA or protein is nothing new but for its newly 
discovered sequence information, which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A diagnostic method is often based on 
a newly discovered law of nature, such as a 
correlation between a biomarker and a disease.  A 
new use of an existing drug also involves a newly 
discovered law of nature, such as an ability of the 
drug to affect certain biological activities.  
 
The patent-eligibility of new uses of existing drugs 
has generally been accepted in the U.S.  The Court in 
Mayo considered a patent on such new use “a typical 
patent.” 12  The patent-eligibility of genes and 
naturally occurring mutations in genetic sequences 
will be decided in the Myriad gene patenting case.13

 

 
The U.S. Supreme Court has remanded that case back 
to the Federal Circuit for reconsideration in light of 
the Mayo decision.  It is the diagnostic methods that 
are most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Mayo decision.  
Some predicted that the Mayo decision may diminish 
investment into the burgeoning personalized 
medicine field, where diagnostic methods play vital 
roles in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pecific guidance from the Mayo 
decision, the real impact of the decision will depend 
on how lower courts may apply the decision in the 
future.   

It is premature to pronounce the Mayo decision a 
death knell to all diagnostic method patents.  But, the 
decision certainly triggered alarm sirens to 
companies invested in the personalized medicine 
field.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in view of the decision.  
For example, new patent applications on diagnostic 
methods must be drafted to confine their reach to 
particular applications of laws of nature and to 

                                                 
12 Id. at p. 18 
13 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Fed. Cir.., No. 201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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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novel and non-obvious steps in addition to 
the laws of nature; existing patents and patent 
applications must be reevaluated for validity and 
patentability in view of the Mayo decision and 
remedial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if possible; 
redesigning of patent strategy and portfolio may be 
necessary, etc. 

 

The Mayo decision is another illustration of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landscape for the 
pharmaceutical/biotech patent law.  It reflects another 
effort of the Court to adjust the patent system in view 
of the rapidly evolving industries. Legal uncertainties 
create challenges, but also bring opportunities, both 
of which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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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见闻] 
 

五月中国采风 

--踏着大费城美中医药开发协会海归者的足迹 

 

By Bin Shi 
 
 

       “好山好水好寂寞, 好脏好乱好快活” --- 前
一句描述在美国工作生活的中国人, 后一句感慨海

归的美籍华人们。 对于我, 一个在美国学习工作

生活了近二十年的人, 这一对“好”字对联时常撩

拨我的心, 带着这样的好奇,我有幸于 2012 年 5月
走访了默克制药公司在北京新建的研发中心, 三个

合同承包研究机构(CRO)和一所民营研究机构，

它们分别是药明康德(Wuxi AppTec)，睿智化学

(Chempartner)，康龙化成(Pharmaron)，和上海泽

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Shanghai Zerun Biotech Co.)。 
 
        在默克新兴市场高级副总裁董瑞平的引见下，

我有幸走访了默克驻北京最高执政官，副总裁张

明强博士。张明强博士以药物化学为专长。在加

入默克之前，张明强博士担任罗氏(Roche)中国研

发中心的副总裁和首席技术官。此前，他还曾在

英国欧加农(Organon)，以及其他各种学校和制药

公司担任重要职位。默克北京研发中心将设在北

京望京新城, 约有 47,000平方米的办公室和实验

室空间, 并雇用约 600 名工作人员，将是一个永久

的亚洲枢纽的研究和发展中心。作为项目负责人

和共同发明人，张明强博士非常热情地讲述了

BRIDON (sugammadex,神经肌肉松弛拮抗剂)的研

发理念和过程，他分析了纵向思维与横向思维在

药物研发中起到的不同作用. 这个新药的申请已经

递交到 SFDA, 预期将在 2013 年得到批准。 
 
        当被问到在中国的事业发展机会时，张明强

博士表示，“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职业发展机

会,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是如此，对年富力强的科

学家们也是如此”。他坦诚地承认, 在北京最大的

挑战是管理人才, 招募和维护人才。在中国, 人才

库似乎是巨大的，但真正拥有所需要的丰富经验

的人才其实是有限的。年轻一代渴望学习，渴望

获得新经验，与在中国市场人才需求加剧的动态

快速增长相呼应。但是在中国, 许多公司都面临着

人才流失这种高周转率的问题。在北京的管理团

队正在实施多项措施，以留住人才，比如技术和

管理培训，增加对默克公司的历史和诺贝尔创新

意识的认识，增加社会活动以及推出新的补偿措

施和职业提升平台。在中国的研发团队刚刚开始，

图一：张明强博士介绍默克未来的北京研发基地模型 
 
协作-互动-密切配合-伙伴关系正在建立。“身在

中国放眼全球”,“我们需要时间来证明我们能做

些什么，我们可以提供并完成什么”，张明强博

士坚定的言辞表达出成功人士的自信。 
 
        当被询问有关远程通信的问题时，张明强博

士描述了一种叫做“网真”的技术.。网真是用三

至五个彼此相连的屏幕组成,在一个椭圆形的会议

室占据了半面墙壁。开会时, 坐在房间靠近另一半

墙壁的人们,与千里之外的人们讨论问题, 会有面

对面身临其境的感觉。希望新技术，新的网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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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以及可以帮助我们的 LINK 计划(Leveraging 
internal networks and knowledge - 利用内部网络和

知识) 可以促进大家共同努力, 密切合作，更加富

有成效.  
 

图二：张综达博士(右)向张向阳博士(左)和我(中)介绍

康龙化成 
 
        在和张明强博士的交谈中, 我告诉他, 我不仅

是一名默克职工, 同时还是大费城美中医药开发协

会(SAPA-GP)的志愿者。大费城美中医药开发协

会是非赢利组织, 从 2002年在费城成立以来, 已经

经过了十年的播种,开花,结果的成熟的历程。在众

多的医药行业海归人才里, 它的七任前任会长和许

多位常务理事都在中国的医药卫生行业做领军人

物, 大费城美中医药开发协会不愧被誉为“培养医

药高管的摇篮”。  
 
        我还和来自美国，香港和中国本地的六位职

员会面,讨论了导师制度(mentorship)的问题。按他

们的理解，导师制度用来帮助新员工的,由师傅指

导徒弟,需要 6-7 周的时间。然后，新雇员将需要

通过考试才可以独立工作。在美国, 一对一的导师

制度是长期的, 一般由徒弟和师傅自愿组成, 间断

性地交流思想, 信息, 工作甚至生活中的困扰和经

验,尤其是对职位较低的员工,帮助很大。当我们谈

到员工发展计划（EDP）的问题时，北京的几位

经理告诉我, 直线经理和员工通常是 1 比 12 或

1:15 的比例，他们共同探讨工作目标，工作角色,
专业知识，拉伸扩展的目标，发展其他技能，提

高职业技能的培训,等等。在谈到 CRO 时,他们说

“我们有时觉得自己象默克公司总部的 CRO（合

同研究组织），我们的工作创新不够, 主要是支持

美国总部”；“外包，有时是对默克公司的金钱

和时间的浪费，如果我们可以在自己内部完成,为
什么一定要外包，不应该赶时髦,为了外包而外

包”；“会议太多, 花费在管理 CRO 上的时间太

多，如果这些时间被用于运行项目，而不是管理

外包，我们也许已经完成 50％的工作”. 大家畅

所欲言,没有拘束。我们在北京的同事们热情，勤

奋，值得信赖。 
 

图三：黎健(中)向张向阳(左)和石斌(右)介绍药明康德 
 
         在北京, 我还参观了康龙化成(Pharmaron)新
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业务发展的副总裁张综达

博士热情好客,介绍了康龙化成。张综达博士是大

费城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的第五任会长。康龙化成

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中国仅次于药明康德和睿

智化学的第三大 CRO, 专门从事新药研发外包服

务。他们新建的基地在北京亦庄,宽敞明亮, 建筑

错落有致,绿化一流. 他们现在已经拥有 1800 多名

员工, 为中国和美国的制药公司提供卓越的科学服

务, 同时与客户保持密切沟通。 
     
         在上海, 我们参观了三个企业。第一站是上

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Chempartner, 简称睿智)。
在资深副总裁王玉光的安排下, 我参观了睿智的基

地。睿智化学成立于 2003 年 4 月，坐落于中国药

谷—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内，他们租

赁了 14 座大楼,拥有近 8500 平米的实验室和先进

的实验设备。睿智化学在中国排行老二的 CRO 企

业,在美国华尔街已经上市。 王玉光来睿智之前, 
曾经在先灵宝亚(Schering-Plough)工作了 19 年,发
表了近 50 篇学术论文和专利.我还有幸在睿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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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了老朋友田方和张汉承.张汉承博士是大费城美

中药协的第二任会长,现任资深副总裁.  
 

图四：史力(左)和王玉光(右) 在泽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当今中国最大的合同承包研究机构就是药明

康德(Wuxi AppTec)。在 2000 年 12 月, 赶潮人海

归李革，与三位朋友一起，创建了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有限公司。2007 年 8 月 9 日，公司正式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代号 WX.公司中国区

的设施包括位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内;公司位于美

国的设施包括位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的研发

和生产中心，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测试中

心，和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研发、测试和生

产中心。李革是一位永远走在行业前沿的领军人

物。他在中国成立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影响力

的 CRO, 他的以"服务"为主的模式纷纷被中国后

起的 CRO 效仿；如今药明康德的服务范围和质量

已经如火如荼, 李革下一步又要引领什么呢 - 我们

拭目以待. 执行总监黎健,热情接待了我们并介绍

了公司.值得一提的是,黎健是大费城美中医药开发

协会的第四任会长。黎健是李革在北大读书时的

辅导员, 当我了解到这层关系的时候, 我才明白为

什么黎健能把老婆和两个儿子留在宾州,全身心在

上海工作, 海归们的热情和忠诚, 远离家庭加班加

点孤军奋战,加上他们几十年在美国磨励的工作经

验,以及身在中国为中国公司工作的主人翁精神, 
这些都可谓中国合同承包研究机构成功的基本因

素和必要因子.加之中国政府有帮助医疗事业发展

的计划,同时美国大力推动外包以减少制药研发的

投资, 正可谓 “天时, 地利, 人和”, 天赐良机于中

国的合同承包研究机构事业。 

 

图五：参观无锡新科技园区(从左到右依次：石斌, 刘
平, 张向阳 

 
         在上海的第三站是上海泽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Shanghai Zerun Biotech Co.)。泽润是惠生集团

(Wison)的成员。史力博士是泽润的首席执行官。

在来上海之前, 我和史力在美国仅有一面之缘,他
的领导气质, 平易近人和亲和力, 给我印象深刻, 有
一见如故的感觉。泽润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总投资达 3.5 亿元人民币，是一家专注于新型人

用疫苗和治疗性蛋白研发与产业化的创新驱动型

生物制药企业，具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完整产

业链。其自主研发的甲型肝炎灭活疫苗（Vero 细

胞）获中国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被列为国家 863
计划专项和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目前疫

苗已经在中国上市。史力博士跻身于国家千人计

划,上海千人计划，及浦东百人计划的领军人物行

列。曾是大费城美中药协的第三任会长。史力曾

说过”祖国当年培养了我们(海外华人学子), 我们

应该想想能为国家做点什么”；他审时度势, 一步

步地为中国的医药发展做出努力和贡献。 
 
        在来沪之前, 我还和大费城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侯任会长张向阳医学博士一起参观了中国无锡新

区太湖生命科技园。无锡新区和大费城美中医药

开发协会于 2011 年签署了合作协议, 双方在费城

和无锡都有过几次交流。无锡国家高新技术科技

招商部部长刘平,总经理桂涛,介绍了无锡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Si-PARK),目前已经有 78 个世界 500
强企业入驻无锡新区。无锡科技创业园为生物制

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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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药开发和成果转化大开绿灯,提供厂房代建,通
用实验室,及 GMP 条件的生产设备。希望通过招

商引资, 把国外领军人物吸引到无锡基地,以达到

医疗器械试剂和新药快速产业化,同时,无锡新区还

愿意收购美国中小企业或与之建立合作关系。无

锡新区委托大费城美中药协在美国建立宣传窗口

和交流平台,为新区的近期规划和长远计划提供方

便和人才交流。 
 
        我有幸作为特邀报告人, 参加了第 14 届上海

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此次会议, 美中药协

是协助单位。科技研发以及药物生产的规范化,产
业化和国际化是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有幸在此

遇到很多美中药协的骨干和前辈。我们一起聚会

引吭高歌, 畅谈事业和友谊。 
 
         五天四夜的中国之行令我有感而发, 题七言

一首, 以畅心怀: 
 
无锡新区畅未来, 太湖竹兰往来间。 
药协年会勤交流, 老友新朋诵谊曲。                                                          
游目骋怀寄逸兴, 列坐流觞吟诗句。 
而今喧沪已远去, 难忘仍是歌盅聚。 
                                            
 
 
 
 

图六：参加第 14 届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的

美中药协同仁 
 
        这次五月中国行, 游历了默克北京研发中心, 
中国最大的三个生化制药外包公司, 一个生物制药

的民营企业, 并参观了无锡新区, 虽然是蜻蜓点水, 
但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所经历的,都是

脚踏实地,辛劳播种的人们。特别是亲身接触到的

来自大费城美中药协的海归人士们,因为他们想要

做些事情,远离自己的小家庭,在中国打拼着；即使

还没有成功,至少“经历和感受了这一历史阶段”。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段名言可谓放之四

海而皆准之。在美的华人,以海归者为鉴;海归者则

以在海外的同胞为镜,互相学习,认真地做事,也让

大费城美中药协的无私奉献、团体合作的精神和

具有优良传统的历史责任感继续发扬光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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