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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NE 周年庆]
SAPA-NE15 周年感言
-- SAPA 改变了我们生命的宽度、高度和深度

李克纯

计划评审专家为国家选拔人才。这也算
SAPA 及我个人对国家做了一点点贡献。

人只能有限的改变生命的长度， 但可以无
限的改变生命的宽度、高度和深度。SAPA
建立和主导了生物医药界的科技人脉圈，让
更多的人得到提升是 SAPA 存在价值。期望
SAPA 成为更成功的社会实体，也希望我们
从现在，到退休，到养老，到上天都能看到
SAPA 一直 在发展 、壮 大。 愿我 们为此 凝聚 ，
汇聚成江河、大海，畅一首澎湃的歌

SAPA-NE 的发展正如我们个人，公司的
发展一样，需经过创业，成长、成熟、成功
的过程。我认为 SAPA-NE 前 5 年是创业期，
5 年后到今天仍然在成长期。能发展到今天的
规模和影响，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证明
这个组织有它存在的价值。我欣喜的看到，
SAPA-NE 从创会以来制定的每年 4 个主要活
动：年会，科学研讨会，职业发展会，新年
晚会，不管是从组织形式，活动内容，演讲
嘉宾，参加人数，还是资金收入，在质量和
数量上越来越好，已经实现了巨大的跨越。
讲演者包括诺奖获得者，院士，制药巨头的
研发主管，国内外顶级科学家，部级以上领
导。这本身就说明了 SAPA 的实力和影响力。
更加可喜的是，我 2006 年回国工作后，及
2010 年正式辞去 SAPA-NE 的一切职务后，
协会办得更好了。这就是协会从成长期向成
熟期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值得一提的是，
第一任副会长梅晓丹，离开波士顿回国创业，
创立其他的公司都没有成功，仿照 SAPA 模
式，创立大连百奥泰，专门组织国际会议，
现已有 500 多人的管理团队，成为中国和亚
洲最大的专业会议公司，并获得了很大的经
济回报，从梅博士，梅会长演变成了梅老板。
他也曾多次亲口讲到：因为 SAPA-NE 才成
就了他的今天。

前言：因为 SAPA，所以结缘
1999 年, 我在波士顿创立 SAPA-NE，当时
是如何一点一滴的积累的，这是一个具有很
多故事的过程，总之得感谢 SAPA 总会的支
持，特别是当时担任会长的刘溥春，在他和
SAPA 总会的极大帮助和支持下，我才如愿
以偿成功创建 SAPA-NE，并成为 SAPA-NE
首任会长，第一任 SAPA 董事，现在的终身
会员。
2006 年，我离开波士顿开始成为辗转于
中美之间的“海燕”，09 年底正式成为“海
归”。2010 年正式辞去 SAPA 的一切职务，
只保留终身会员。在这 15 年以上的 SAPA 活
动中，我只错过了 2 次 SAPA-NE 的年会。
非常感谢 SAP -NE 的朋友们还记得我，还请
我在这 15 周年的庆典上发表感言。我最深刻
的感触就是 SAPA 改变了我及很多会员们人
生的宽度和深度，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更有
意义；让我能从一位科学家变成公司高管，
职业经理人，创业者，投资人；能够有机会
结识顶级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能够有
幸主持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中美企业家对
话”，能够见到西拉丽、罗姆尼及很多中国
国家领导人；能够发起和帮助中国政府成功
建立天津联合研究院，荣幸的成为国家千人

我非常感谢 SAPA 这个组织，让我有机会
结识这么多朋友，并能让很多 SAPA 的朋友
得益。这是协会存在的价值，也是我们每个
个人存在于 SAPA 的价值。社会是通过人来
连接的，一个人，一个公司越成功，他的人
脉圈就越广，越高，越深。我们当时很多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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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标志着 SAPA 的第一个分会的成立已经具
备了基础。第一次合影还请了专业的摄影师。
照片上的朋友，有的后来成了 SAPA-NE 的
骨干，有的成了大教授，公司主管，并有很
多人开始创业当上了老板。时过多年，我们
相聚时，大家都还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形。

美的学生过去经常抱怨国内人际关系太烦。
其实，现在慢慢才悟出来，我们当时是不懂
美国的人脉圈。美国人经常讲 Networking，
而且在各种活动中包括会议， Reception，
公益活动中充分 Networking，并且 follow
up，且还对重点人物深度跟踪。我感觉美国
人在人脉的广度和深度上的理解远远超过中
国人。SAPA 的会议和人脉圈在科学界可以
说已经是达到了顶级，但在其他方面还有很
大的距离。所以，我认为 SAPA 目前仍在成
长期。

感谢后几届会长的领导力，执行力和倾心
付出，协会走完了创业期。我个人感觉，在
此期间，协会成功探讨出了 SAPA-NE 的运
作模式，包括管理系统的建立， EC、EAC
构架的打造，并逐渐丰富和提高了活动内容，
活动执行流程，逐渐完成了 Coordinator 系
统的建立， Fund raising 网络的稳定和建立，
品牌的树立等。作为第一个分会， SAPANE 已经完全可以自己独立举办任何活动，会
员数量、活动档次、募捐力度已有相当的规
模。在这期间， SAPA-NE 还帮助 SAPA 总
会建立了另外两个分会：SAPA-WEST 和
SAPA-GP，并且这两个分会在当时也达到了
非常高的协会运作水平。

做人，做公司，做协会都是一样。只有用
心做事，用情做人，一心一意为协会、为会
员服务，才能得到大家的欢迎和拥护。SAPA
最大的价值就是，在我们做事，做人的过程
中，深刻的了解了自己和别人，不需要用任
何经济利益来刺激。不仅有很多工作人员心
甘情愿做义工，而且对外界对朋友的需求也
是尽心尽力。这对每一位会长和 EC 都是巨
大的考验。我们没有 HR 的考核机制，但每
一位会长和 EC 的为人和工作表现，大家都
是非常清楚。这种在 SAPA 活动中建立的深
层次的友谊和联接，深层次的工作作风，深
层次的自我管理意识，对我们的职业发展有
着深刻的影响。这就是加入 SAPA 的价值和
对个人真正无价的回报。

SAPA 这个平台使我们有机会结识了几乎
全美国生物医药届的朋友，回国后发现，这
帮“海归”“海燕”或创业老板中，很多都
是从这个人脉圈出来的，并且还演化出来其
他组织，他们又建立了更深层次的人脉圈。
这就是 SAPA，它改变我们生命的深度，高
度和广度。

创业篇：创业基础的延伸永无止境
SAPA-NE 第一年 ---第 5 年（1999 年–
2003 年）
会长：李克纯，沈永春，王义汉，李妍红，
林世文

成长篇：SAPA-NE 可以依靠自己的惯性稳
步前行
SAPA-NE 第 6 年经过第 15 年还在发展
会长：吴二喜，沈立新，陈慧敏，林华茂，
钟笑天，马炳丽，李和，陈敏，钭力强，林
庆聪

我 94 年经 SAPA 发起人冯海霞、童华宜
夫妇引荐，有幸在纽约加入 SAPA。95 年从
纽约来到波士顿， 96 年加入 EC 并作为
SAPA 波士顿地区联络员。从波士顿认识的
的第一个朋友，我的师兄苟大明开始，通过
组织了一系列活动，结识了很多朋友。这样
逐渐建立了 SAPA 的第一个分会 SAPA-NE。
那时候大家情绪非常高涨。 1998 年与付会
长梅晓丹搭档，组织了第一届 SAPA-NE 年
会，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举办了 300 多人全部
免费参加的生物医药研讨会。这在当时，是
波士顿地区最大的一次华人生物医药盛会。

经过 5 年的创业发展， SAPA-NE 在波士
顿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并一直保持高
质量的活动：来协会讲演的有年销售 70 亿美
金的 Enbrel 的发明人 Brain Seed 博士，诺
奖得主肖斯达克博士，诺奖得主 Craig
Mello 博士；也得到辉瑞，诺华，默克，卫
才等的赞助和参与；现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
刘谦，药监局局长尹力，科技部副部长尚勇
等都给予了协会很高的认可；SAPA-NE 还参
与和组织了一系列的高端国际社会活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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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并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SAPA-NE 可以依靠自己的惯性稳步前行。

括接待原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朱镕基
以及刚离任的温家宝总理，还接待了国内重
要省市，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
安徽等高层代表团和大型企业，包括扬子江，
复兴，先声，四川康弘等，并组织了多次回
国考察团，受到国家，省，市各大型制药公
司的接待。同时，协会也成为国内生物医药
界来波士顿几乎必须拜访的机构。 SAPANE 的会长和 EC 都成为了波士顿地区当之为
愧的侨领。可以这样讲，如果在国内生物医
药界，如果有人还不知道 SAPA，那么这个
人几乎是没有入流。我在国内参与了科技部
及一些地方政府的项目评审中看到，很多会
员们在申请材料中都打上了 SAPA。这说明
SAPA 给大家带来了真正的无形价值。SAPA
不仅建立了人脉圈，而且主导了这个人脉圈。
这是我本人作为 SAPA-NE 的创始人和我们
每一个会员都应该引以为自豪的。这就是创
业的历程，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精，
从精到强的过程。

成熟篇：将是多功能的实体
SAPA-NE 作为一个自愿者的协会，没有
靠任何政府支持，完全自发靠民间，靠自己
的力量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应该值得可喜可
贺。但要作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化协会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如果按公司运作 15 年， SAPA
应该是一个上市公司了，但我们还需要成长。
我认为 SAPA-NE15 年的人脉和资源的积
累，已经具备相当的价值。如果能把 SAPA
发展成为一个专业协会，开展各种专题会议，
创办杂志，开展咨询等。 SAPA 将是一个有
相当的学术地位，相当的人脉圈，相当的经
济收入的实体。我想这将对社会和我们每一
个人都会有巨大的影响，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成熟篇。但这需要 SAPA 本身机制的改革。
这个过程确有相当的难度。需要强有力的领
导力，执行力。小平说过：后来的人比我们
更聪明，更有能力，让他们去完成吧。

随着 SAPA-NE 的发展和在国内外的影响
力越来越大，协会内部在发展理念上有了一
些不同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任何一个组织发
展的必经阶段。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这就
是成长的痛苦，这就是自然演变。无论有什
么分歧，但 SAPA 的发展目标不能变。温总
理曾经讲过：“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我们
坚持信念不动摇，不妥协。在这里我要再次
感谢坚守的 SAPA-NE 的 EC，和 SAPA HQ
的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有了他们，SAPA-NE
才能发展到今天。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也
许正是因为这些成长的痛苦，SAPA 的体系
才更加完善，才变得更加强大。

成功篇：帮助更多的人得到提升
成为成功的社会经济实体，帮助和带动更
多的人得到提升，希望我们从现在，到退休，
到养老到上天都能看到 SAPA 一直在发展、
壮大。这是我们的愿景（vision），是我们
不断追求的目标。这就是 SAPA 未来的成功
篇。
SAPA-NE 让我有很多的话要想写，很多
的感慨要讲。非常怀念波士顿 SAPA 的朋友
们。也感谢各位 EC，AC，会员们和朋友家
人对 SAPA 的无私奉献。因为 SAPA 让我们
结缘。请珍惜这份缘份。让我们的每一天都
是未来美好的回忆。成功就在当下。

曾经，我个人也因为沟通不到位，无意间
伤害了一些朋友，或者伤害了自己。但世事
无常，聚散皆是缘。相信离开 SAPA 的人，
仍然还记得 SAPA，感谢 SAPA。也正是因
为 SAPA 才成就了每个人的今天。祝愿曾经
伤害过我们的人，还有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
都能实现自己想要的价值。

希望 SAPA 的更多朋友为此凝聚，汇聚成
江河，奔流成大海，畅一首澎湃的歌。

在成长期， SAPA-NE 完成了理念的真正
确立，完善了组织构架体系，并让每一位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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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NE 年会]
SAPA-NE 第十五届药物开发学术年会邀诺奖得主介绍基因突变新成果
文：陈大鹏（综合整理报道）， 陈东瑜，李强 （侨报），菊子（星岛日报）
供图： 陈大鹏， 周莹， 孙天霄， 菊子

纽英伦中美医药开发协会（SAPA-NE，
以下简称药协）于 5 月 25 日假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商学院和摩斯大厅举办第 15 届药物开发
学术年会和盛大的成立 15 周年庆祝活动，近
500 名会员出席了年会。

大会邀请了 2011 年诺贝尔奖得主布鲁斯·博
伊特勒（Bruce Beutler）博士做主题演讲。
演讲嘉宾还有来自 Shire、辉瑞(Pfizer)、阿
斯利康/MedImmune 的高管，中山大学教授
徐军，哈佛大学教授暨国际自然药物
(Natural Pharmacia International)公司创
办人李豫伟，波士顿学院科技转移及许可主
任文立民，ChemPartner 副总裁徐亚军
等不下 18 名各界精英讲谈。

药协成立 15 年来，在众多志愿者无私奉
献和社会各界及同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
新英格兰地区一家主要的华人专业组织。目
前药协有会员 1500 多人，比 5 年前增加了
600 人，体现了过去 5 年来波士顿日益成为
全球新药研发中心和生物医药人才汇聚
之地的大背景。

图二:报告厅座无虚席

博伊特勒博士以“用遗传学解开免疫之谜”
做了精彩的演讲。演讲刚开始，他就用曲线
图比较了人类在原始社会及现代平均寿命的
差异，结合流行病数据，可以说明疾病的防
治和医疗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人们的寿命。然
而基因突变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若能快
速的测定突变基因，对疾病的诊断、治疗有
相当的帮助。他的团队用制造小鼠突变并将
突变传代下去，并发明了一种能快速检测突

图一:2011 年诺贝尔奖得主布鲁斯·博伊特勒(Bruce
Beutler) 博士做主题演讲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科学创新与高科技企
业理念”，设有 5 个专题讨论会。大由候任会
长林庆聪博士统筹，从科学创新、研发策略
联盟，科技转移及权利许可外包的模式，从
全球角度来看的科技优异讨论到创新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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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研究方法，为人类基因诊断的发展提供
了无偏见且稳固的基础。在演讲的最后，博
伊特勒教授介绍了五种由基因突变引发的疾
病。

士也专程从新泽西赶来波士顿，向大会表示
祝贺。

图四:会长钭理强博士与专程从新泽西赶来与会的
SAP A 总部会长何菡萏博士（右）

药 协董 事 会 成 员 芶 大 明 和 马 炳 莉 吿 诉 记 者 ，
遍布世界各地的很多药协早期骨干和会员，
今年特地从中美各地会聚到波士顿，体现了
药协的凝聚力，非常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华
裔学生和科技精英成为药协的会员，对协会
美好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图三: 书面祝贺词，包括麻州州长派屈克(Deval
Patrick)、美国参议院麻州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波士顿市长万宁路(Thomas Menino)、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科技参赞叶冬柏及剑桥市议员
张礼能(Leland Cheung)

东北大学药学专业研究生陈东瑜表示，
听博伊特勒教授的演讲很受启发，学会公正
科学的实验方法，严谨的思维方式，以及对
工作的热爱，这些能为日常的学习生活提供
指导，也坚定了对科学，对人类将会战胜各
种疾病的信心。
图五:美中药协干部苟大明(右一)、李妍红(右三起)、
林庆聪、孙天霄、钭理强、陈敏、赵洁、马炳莉、
牛向、马伟军、杨军等干部，和中领馆科技参赞叶
冬柏(右七)、科技领事高晓林(前右八)携手庆祝创
会 15 周年

五位政要给予书面祝贺词，包括麻州州
长派屈克(Deval Patrick)、美国参议院麻州
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波士顿市长
万宁路(Thomas Menino)、中国驻纽约总领
事馆科技参赞叶冬柏及剑桥市议员张礼能
(Leland Cheung)。SAPA 总部会长何菡萏博

本次年会主席林庆聪博士对演讲嘉宾表
示感谢。他特别提到，周和博士去年年底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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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他们进入生命科学领域。今年的得奖者为
将升读卡耐基美隆大学的莱克星顿高中学生
张培锦，以及将升读康乃尔大学的麻州数学
及科学学校学生黄耀华。

到了上海，不仅帮忙邀请到了博伊特勒博士
做主题演讲，还专程来到波士顿担任年会的
联合主席；李海山博士帮助购买和服务协调
与会者的早餐，做了出色的工作。林庆聪还
表示，很自豪成为年会主席和 SAPA-NE 的
当选会长，他向 15 年来热爱和支持药协的会
员、理事会成员及其家人，以及长期以来提
供支持社会各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想
特别提到的是，没有在会议日程表和节目单
中提到的义工们，他们有的帮助连接扬声器，
有的提早来到会场帮助注册登记。他们是本
次年会成功举行的幕后英雄。”他说。

图七: 钭理强（左一）和林庆聪（右一）给杰出服
务奖获奖者赵南丁（左二）、马伟军（左三）、孙
天霄（左四）、龙江（左五）、梁桂青（因故缺席）
颁奖

图六: 约 200 会员、嘉宾在麻省理工学院沃克厅聚
餐，庆祝

当晚，药协在麻省理工学院摩斯大厅举
行了盛大的成立 15 周年庆祝晚宴。现任会长
钭理强博士在庆祝晚宴中，为将近 200 名出
席会员及嘉宾，回顾了会史。他指出，从李
克纯创会，到其后的王义汉，苟大明，李妍
红等人，以及近年的马炳莉、林华茂、钟晓
天、李和、陈敏等历任会长，以及历任副会
长杨军、赵洁等人，率领药协一众干部，既
办专业科学会议、进修讲座、职业发展培训，
创业工作坊，还组团回国参访，办郊游、派
对，出版通讯、报告。药协能从创会时的寥
寥数人，增加到如今的逾 1500 人，建立起口
碑，全靠历任会长及所有会员的投入、支持。
2010 年，以及 2011 年，药协都请到了医药
物理界诺贝尔奖得主做年会主讲人，依序为
2006 年的 Craig Mello，2009 年的 Jack
Szostak。2008 年起，抱着回馈社区心意，
协会每年颁发奖学金给两名优秀高中生，鼓

图八：优秀高中生奖。莱克星顿高中学生张培锦
（左四），以及麻州数学及科学学校黄耀华（左
三）。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科技参赞叶冬柏由
科技领事高晓林陪同，远道从纽约来贺，称
许药协努力经营 15 年，已获主流社会及华人
社区高度重视。他指出，生物医药领域在美
国直接或间接的共聘用了 400 万人，在欧洲
制药领域佔全欧研发投资的 18%，而中国的
制药业产值，也在 2012 年增加了 23%，达
到 18500 亿元人民币，在中国最近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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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大经济体，国家科技总开支一年增长
20%，已设立 105 个高科技区，1000 个以上
孵化器，经济转型走向创新型发展之际，美
中药协的生物科技领域，正是中美合作的关
键之一，有政府及企业的大力支持。

南丁、龙江、马伟军、孙天霄、梁桂青等人
获得杰出服务奖。
庆祝协会成立 15 周年的晚宴部份，美中
药协安排了孙天霄和林峥担任司仪，他们邀
请历届会长一同站在点燃蜡烛的蛋糕前唱生
日快乐歌。许多药协成立初期的主要干部，
至今仍然无私地为活动忙碌，继续贡献一己
之力。表演节目有朱栩辰萨克斯风演奏「真
爱永在」。高宏伟演奏二胡、李平演奏扬琴
及劳黎小提琴独奏「思乡曲」。表演结束后，
出席嘉宾们大跳华尔兹舞、排舞的翩翩起舞，
欢度庆会。

许多华人团体代表出席盛会，包括与
SAPA-NE 有渊源的美中生物医药协会
（CABA）。钭理强和林庆聪举杯敬酒时，
希望 SAPA 和 CABA 以合作方式向前迈进。
晚宴颁发感谢奖给长期合作的辉瑞、武田、
千禧、诺华、默克四家制药界赞助厂商。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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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活动]
美中药协出席上海国际生物科技和医药研讨会 BIO-FORUM 2013
沈小乐, 钭锂强, 戴卫国
为药品申报和生产的法律法规，下午专场为
制剂技术研讨。一大早起会场就座无虚席。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王刚博士的演讲延
长了半个小时，听众还意犹未尽。来自药协
总部的杜新博士从企业的角度谈美国制药的
法律法规，观众频频点头，感同身受。中国
华海制药公司的副总郭晓迪博士向大家介绍
了中国第一家通过美国 FDA 认证和检查，生
产药品出口到美国市场的经验，给上午的会
议画上圆满的句号。下午制剂技术研讨专第
一个演讲的是以色列 TEVA 公司的副总裁童
伟勤博士。童博士是制剂科学的传奇人物，
他曾经领导过横跨研究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
的团队并多次取得成功。童博士用互动的方
式深入浅出的向观众阐明了在中国仿制药研
发可能的挑战和机遇。第二位演讲嘉宾中山
大学吴传斌教授，凭借自己十余年的工业界
的经验，不断改进微球制剂的生产技术和工
艺，加速了这项技术在中国的产业化。主持
人戴卫国博士强调，吴教授的每一片文章他
都非常关注。第三位演讲嘉宾是美国芝加哥
罗 斯 福 大 学 药 学 院 的 创 始 人 Dr. Moji
Adeyeye 教 授 。 她 的研 究 实 用并 涵 盖 整个制
药领域的关键环节。她和她的学生独立完成
了多项制剂改良的全套流程并获得专利，她
本人也是美国药学院的资深院士。第四位是
从美国海归创业的张延峰博士。张博士毕业
于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曾在美国制药巨擘
默克工作。他所从事的化合物晶型的研究在
药物早期开发和专利保护的过程中都起到关
键作用。最后一个发言人，来自药协总部的
沈小乐博士从新药开发入手，详细分析了药
剂科学在制药过程中的作用， 尤其在难溶化
合物的配方和毒性毒理实验中的重要贡献。
大量观众聚集在这个大会最后结束的会场，
倾听药协的专家带来的新进展，新思维。
晚上应中国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中心邀请，
美中药协的代表，演讲嘉宾，中国俱乐部的
主要成员欢聚一堂，庆祝大会圆满成功，并

上 海 国 际 生 物 科 技 和 医 药 研 讨 会 BIOFORUM 于 2013 年 5 月 29 至 31 日在上海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美中药协派出了十二人
的美国代表团，加上药协应邀出席发言和主
持的嘉宾以及药协中国俱乐部的部分成员，
近三十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带领美国团队的
包括波士顿分会的主席钭锂强博士，大费城
分会的侯任主席戴卫国博士，以及总部的执
行委员沈小乐博士。
大会组织者在开幕式上重点提到美中药协
在组织工作中的重要贡献。由药协邀请的施
贵宝高级副总裁 Dr. Peter Moesta 发表大会
发言，热情赞扬了中国在全球医药研发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并讨论了中国市场和社会对
生物医药制品的需求，进而期盼中国的科研
能更上一层楼。
下午美中药协应邀参加会见了中国科技部
产业转化中心的汪洋处长。与会的还包括霍
宏伟研究员和四川人力资源中心的两位官员。
代表药协出席的是钭锂强，杜新和沈小乐博
士。汪处长首先回顾了科技部和美中药协自
2008 年以来的交流情况，充分肯定了药协在
近年来中国引进生物医药类人才，推进生物
医药产业化的贡献。当被问到目前可以向美
国学习什么尤其有关政策方面来支持中国医
药行业，钭锂强博士介绍了美国的科技产业
孵化器，并详细描述了在波士顿的几类主要
孵化器及其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汪处长和
霍研究员认真的听取了介绍，并相约到美国
实地考察。杜新博士指出美中药协是美国规
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发展最成熟，覆盖面
最广的非盈利华人医药行业组织。另外药协
在中国的制药行业也广聚人脉。历史证明，
和美中药协的合作往往事半功倍,。汪处长和
霍研究员提出双方继续加强联络并以备忘录
的形式记录合作内容。他们还愉快的接受邀
请参加美中药协专场活动。
第三天的中美生物医药研讨专场活动由美
中药协主持。研讨会分两个主题：上午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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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的唐军博士就着手和
药协代表商量明年的大会筹备工作。
再见了，上海。 明年再见。

庆贺美中药协成立二十周年。大家一致认为
这是难得的机会欢聚在上海，也期待着十月
在北京的盛会。宴会还没有结束，上海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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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活动]
2013 年美中药协举办药品监管和法规事务研讨会
文：陈晓东 供图：Frank Gan
6 月 22 日，美中药协(SAPA)在普林斯
顿大学举办了 2013 年度的科学研讨会，此次
研讨会主要围绕中美医药产业发展中的药品
监管和法规事务进行研讨和交流，以便更好
地推动中美医药产业的发展与合作。来自美
国 FDA 现任以及前任主管法规制定官员，中
国新药研究企业家，全球知名制药大公司的
负责药品监管和法规事物的高级管理人员，
生物医药研究专家以及 150 余名来自各地的
协会会员参加了会议，还有会员专程从芝加
哥赶来参加研讨会。
图二：研讨会负责人 Jane Xiang 博士（左一）为
Novartis 的副总裁 Diane Zezza 博士（右一）颁
发证书

图一：来自纽约领事馆的叶冬柏参赞致辞
图三： 演讲嘉宾回答听众问题

首先是负责此次研讨会的 Lei Tang 博士
致开幕词，随后美中药协会长何菡萏博士简
单介绍了美中药协以及协会举办的活动，之
后来自纽约领事馆的叶冬柏参赞致辞。上午
的研讨会由 Lei Tang 和 Jane Xiang 博士主
持，有来自 Novartis 的副总裁 Diane Zezza
博士做了“全球化法规环境下的挑战

和机遇”的主题演讲。随后 Beta Pharma 的
代表讲述了公司发展历程，以及如何在中国
拿到抗癌新药 Icotinib 批文的精彩故事，得
到参会人员的热烈关注。而来自前 FDA 政府
官员，现任 Pfizer 的高级主管 Chi-Wan
Chen 博士则全面概括与比较了中美法律药品
审批和监管法规的不同。上午的最后一个演

11

SAPA Newsletter Issue 78, August 2013

跨科研，政府，跨国企业三个行业的资深专
家 Greg Geba 教授，他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
讲述了新药研发的过程以及自己在各个阶段
和行业的心得体会。随后 FDA 的 Jinhui
Dou 博士则讲述了传统草药对当今新药的贡
献，他回顾了美国 FDA 批准的从植物中提炼
的新药并回答了在场观众对于这类草药相关
的法律法规的问题。研讨会的最后一个演讲
者是来自 Sanofi 的 Charles Xie 博士，他则
侧重于比较中美两国关于临床病理学方面的
对比。

讲者由浙江 Zylox 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总
Jonathon Zhao 博士，赵总是回美国专程
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
了研讨会。赵总详细分析了目前中国生物医
疗器械市场现状与法律法规，给在场的听众
上了精彩的一课。

图四：现场观众踊跃提问

图六：中美药协 (SAPA) 会长何菡萏博士
（左五）与参会嘉宾和组织者合影
之后进行的小组讨论，听众踊跃提问，问
题大部分是关于最新的监管形势，药物开发
以及审批方面的问题。而今天研讨会的讲演
者则从他们从业几十年的经验来具体回答听
众的问题。研讨会结束后，很多参会人员意
犹未尽，跑到前台与嘉宾继续探讨，他们表
示收获很大，明年会再来参加类似活动。

图五：研讨会负责人 Lei Tang 博士（右一） 与演
讲者合影

下午研讨会是由 John Sun 博士和
Charles Xie 博士主持，第一个演讲者是由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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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活动]
New Drug Discovery in China 2013
By Harry Zhang
Shen, VP of Teva Pharmaceutials, Global Head
of Biologics Development, and Dr. Shaoxiong
Chen, Executive president of Shanghai

Co-sponsored by SAPA Midwest and Yao YuanAcademy for Pharma Innovation, the "New Drug
Discovery in China 2013" conference, was held
on April 21, 2013 at the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cCormick Tribune Campus
Center, Chicago, IL. The conference attracted
over 200 attendees, which is so far the largest
gathering for Chinese pharma professionals in
the Midwest area.

The audience are listening carefully.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200 SAPA members.
The conference began with a warm welcome
from the SAPA Midwest president Dr. Harry
Zhang. Opening remarks were presented by
Ming Chen, Counselo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China in Chicago, and Zhenge Zhao, Head of
China Delegation for Bio 2013,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APA
Ex-President Dr Mingde Xia presented an
introduction of SAPA and the Yao-Yuan’s
president Gui-dong Zhu introduced his
organization.

One of the speakers is giving a talk.
Biopharmaceutics Association, Dr Michiel Ultee,
CSO of Laureate Bio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c. The three experts presented the topics from
an international and China point of view, gave
the attendees an overview of global aspects and
local Chinese aspects in Biologics drug
development. In the small molecule area, Dr.

The conference covered the topics of the large
molecules by 3 experts in the field, Dr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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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de Xia, Sr Director of J&J Innovation
Center Shanghai, and Dr. Mike Liu, Head of
Global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enrui
Meidcine, Dr. Chen Chen, CEO of Sundia
MediTech Company, Ltd., Dr. Yanhuai Liu,
Chaiman of Beijing Eastlinden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ented the small molecule drug
discovery from a global aspects and from a local
Chinese aspects, respectively.

entrepreneurs.
A local returnee from
Indianapolis, Dr John Yu, CEO of CGene Tech
Suzhou, presented his experience in start-up
company in China.

Conference organizers with speakers
The conference provided the latest updates on
the drug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served as a
forum for R&D leaders of major Chinese and
American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o share
their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in drug innovation.

Registration Desk
The major industrial parks or developmental
zones, such as Wuhan Biolake (Zhe Li), Jinan
Pharma Incubator (Ke Wang), Jiaxing
International Bio-Tech Park showcased their
efforts and packages in attracting oversea talents
and providing ideal environments for

This conference also serve as a platform to foster
the inter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among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 with peers from
China, and professionals, academicians and
students from the Midwes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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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活动]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举办 2013 中国技术座谈会
文：陈晓东（综合整理报道）
科技公司总经理崔霁松博士担任北京座谈会
的主持。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分
析仪器事业部副部长曹磊先生在会上致辞。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分别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在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和 3 月
29 日在北京昆泰嘉华酒店举办名为
Accelerating Discovery: Technologies
that Deliver 分析技术座谈会，旨在提高中
美两国在药学及生物技术领域最新分析技术
应用的科学交流。本次座谈会由 SAPA 和岛
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图三：Richard van Breemen 教授做报告

图一：会议现场

图四：来自普渡大学的 Fred E. Regnier 教授演讲
图二：崔霁松博士（左）担任主持，曹磊先生（右）
致辞

本次座谈会邀请的参会人员均为 SAPA 会
员，约有共 150 余人参加了两地的座谈会。
会议邀请了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的前主席、
USP 中国区副总裁胡江滨博士担任上海座谈
会的主持，同时邀请了 SAPA 前主席、保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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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座谈会围绕新技术在药学及生物技术
领域的最新应用开展，邀请了来自普渡大学
的 Fred Regnier 教授和伊利诺斯大学药学院
的 Van Breemen 教授等多位专家。与会专家
报告以质谱、色谱等分析仪器在生物医学、
中药研究、生物制剂、蛋白质组学研究等领
域的最前沿的研究方法、应用等主题，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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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定量转移等；IMER（固定化酶反应器）
可优化蛋白质水解过程，包括消化天然蛋白
质、随温度变化选择蛋白质以及灵活设置条
件等；可同时进行 4-6 个正交分析；利用质
谱可在 15 分钟左右得到一个样品。

自研究成果及研究经验同与会听众做了分享
和交流。
Richard van Breemen 教授讲解了研究
植物膳食补充剂的临床研究方法的 8 个研究
步骤，详细讲述了类胡萝卜素和维甲酸临床
分析方法研究，说明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与
灵敏快速的三重四级杆质谱仪联用的技术对
两种物质进行分离和分析时，在分离速度、
极性切换等方面有极大的优势。

会议结束后，Fred Regnier 教授和
Van Breemen 教授等与会嘉宾参观了岛津分
析实验室，与实验室相关仪器负责人就仪器
特点、分析应用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快速、高效、多分析方法已经成为生物
医药、医学研究分析方法的发展趋势之一，
现代先进高端的仪器如多级质谱、超高效液
相色谱等已是前沿科学的研究分析及其重要
的辅助设备。本次座谈会在岛津中国的赞助
下，SAPA 将药学及生物技术领域前沿科学
研究免费分享给从事药物相关研究人员，我
们也期待更多的前沿科学交流会议在中国举
办。

Fred E. Regnier 教授在报告中表示，
在蛋白质分析过程中，利用多种先进的分析
技术，可以完成许多蛋白质分析工作。Fred
E. Regnier 教授还总结了蛋白质分析研究工
作中的多个特点：蛋白质组学方法分析比较
容易实现自动化；所有有针对性的蛋白质组
学分析都具有相同的公共元素，即使采用的
方法不尽相同；选择不同的色谱柱可对分析
速度和定量进行优化，包括捕获时间缩短，
分析速度提高 50-100 倍以及蛋白质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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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活动]
美中药协推出全新职业生涯发展辅导系列讲座
文：陈晓东 供图：Frank Gan
美中药协（SAPA）在暑季推出了全新职
业生涯发展辅导系列讲座，邀请到世界著名
制药公司赛诺菲的副总裁詹姆斯·博伊德
（James Boyd）博士为 SAPA 会员专门开课。

图二：互动过程

在与博伊德博士互动的辅导讲座中，他以
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为参加讲座的听
众们上了精彩的一课。虽然课时规定为两个
小时，但每次 1 个小时的主题演讲结束后，
博伊德博士往往会在接着与与会者的问答互
动时间上延长时间，所以基本每次课时都是
两个半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结束。与会者表示
通过此次讲座，他们更进一步清楚自己的职
业愿景，更充分地学习掌握一些职业发展的
必要技能，更好地为自己规划一个成 功的职
业生涯。在第一次讲座结束，博伊德博士还
用抽奖方式，抽出一名 Rutgers 的学生为幸
运奖得主，她将获得为期 3 个月的免费博伊
德博士一对一的职业训练。

图一： 听众在聚精会神地听讲座
职业生涯发展辅导系列讲座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节（6 月 15 日，星期六）：职业生涯之
旅——你在正确的轨道上吗？第二节（6 月
29 日，星期六）：在美国企业的亚洲专业人
员；第三节 （7 月 13 日，星期六）：信托—
—为什么冒这个险，提高公开演讲的技巧；
第四节（7 月 27 日，星期六）：代表团队—
—经理的的必备素质，革新求变——生存 和
发展的基本。此次讲座是由 SAPA 执委会的
Frank Gan 和 John Tan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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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SAPA-GP:
Working Together to Advance Healthcare in China through AcademiaIndustry Partnerships
By Joseph Powers

and with th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of SAPA-GP,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as been
exploring an array of partnerships with more
than twenty companies conducting work in
China. These partnerships encompass novel
China-focused research in areas such as
infectious disease, neurodegeneration, oncology,
and Tradition Chinese Medicine. This past year,
with support from industry and academic
partners, UPenn has established a bioethics
program aimed at foster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ies of the East
and West, and in the coming year, UPenn
faculty-led conferences, courses, exchange
programs, physician preceptorships, and patient
advocacy programs are all being planned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as a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 history of commitment to
raising education and advancing scientific
scholarship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More recently, UPenn has established
nearly 40 formal agreements with institutions in
China governing activities ranging from study
abroad to significant research partnerships,
includ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wit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Furthermore, all twelve of UPenn
schools have faculty engaging in work related to
China, and to date, there are more than 120
faculty members engaged in this work.
In addition to academic collaborations, in 2011,
the Office of the Vice Provost for Research
established an initiative to build China-based
research partnerships with industry. This effort is
aimed at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with Chinese
and multi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o
identify and address unmet needs with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hat will ultimately
translate into advances in medicine and
improved patient care. Through this initiative,

From day one, SAPA-GP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the success of our China Initiative through
assistance with networking, program promotion,
and providing venues for our faculty to share
their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s
honored to serve as co-sponsor of the
10th Annual SAPA-GP Conference and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d partnership for many year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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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通知]
SAPA 20th Annual Conference Announcement
By SAPA EC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21th SAPA annual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on September 14,
Saturday, 2013,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New Jersey. In this exciting one-day event, industrial
executives and FDA experts will present their visions of the future of the pharmaceutical & biotech
industries under the theme of “Patient –Centric R & D: New Development and Trends”. We will have
a plenary session with six keynote speeches together with an hour session in Celebrations of 20th SAPA
Anniversary: Reflections, Insights and Inspirations and two sessions in the afternoon: (1) New
Frontiers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Talent Attraction (2) East west collaborations: CRO
roundtable
The future speakers include:
Dr. Lawrence Yu, Deputy Director (acting), Office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who will speak on FDA perspective
Dr. En Li, SVP, Head of China Novartis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who will speak on “Strategy
for R&D in China”
Dr. Litao Zhang, VP, Lead Discovery, Lead Profiling, Lead Evaluation, BMS who will speak on
“Innovation in Big Pharma”
Dr. Cuong Do, EVP and Chief Strategy Officer, Merck, who will speak on “Global Strategy for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r. Robert Urban, Head of J&J Innovation Center at Boston, who will speak on “J&J innovation
Strategy”
Dr. David Thomson , Head of R&D Operations, Shire, who will speak on “Industry leader” in rare
disease”
To help us better organize the event, online registration at www.sapaweb.org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and onsite registration will not be available if the online pre-registration reaches the space limit.
Registration fees for the Saturday program are: SAPA members $20, non-SAPA members $30, students
$10. Non life-time members need to renew membership every year in order to get the registration
discount and other benefits. The dinner banquet is $25 per person with more than $65 value.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at the conference.
SAPA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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