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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A  E le c t io n ]  

 

The SAPA 2014-2015 Election Results 
 

 

 

  

 President-elect: 

– Weiguo Dai (JNJ) 

 Executive Council: HQ 

– Zhenhong Bao (BGI) 

– Veronica Chen (Novartis) 

– Xiaodong Chen (BMS) 

– Xin Du (NPS) 

– Frank Gan (Imclone) 

– Chenchao Gao (Rutgers) 

– Lisa Huang (MDL) 

– Ling Kang (DaiichiSankyo) 

– Yan Ni (BMS) 

– Lei Tang (Sanofi) 

– Jian Liu (Merck) 

– Charles Xie (Sanofi) 

– Xiaoli Wang (BMS) 

– Linda Zhao (Wuxi) 

 Executive Council: GP 

– Sean Fu (Merck) 

– Yin Liang (JNJ) 

– Aston Liu (GSK) 

– Jing Yang (BMS) 

 Executive Council: NE 

– Guiqing Liang (Novartis) 

– Weijun Ma (Pfizer) 

– Tianxiao Sun (Merck) 

– Nanding Zhao (Eisai) 

– Executive Council: WEST 

– David Gao (Alexza) 

– Jun Liang (Genentech) 

– Wenge Zhong (Am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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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S APA S ch o la rsh ip  
 

 

  

 Established in 1999 

 

 Purposes:  

(A) To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B)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benefit the public  

(C) To recognize educational excellence and achievements of outstand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D) To encourage finest high school graduates to pursue life sciences 

 

 The Scholarship:  

One-time fund of $1000 towards tuition payment 

 2014 Review Committee Members:  

Xiaodong Chen, Helena Feng, Ying Li, Jian Liu, John Tan 

2014 Recipients 
 

 Peter Jin 

Sparta High School, NJ; (Attend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iyanka Altman  

Danbury High School, CT; (Attending Dartmouth College) 

Sponsorship Inquiry: sapa_scholarship@yahoo.com or 732-425-4030 (W. Jerry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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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年会 ]  
 

美中药协举办第 22 届年会，探讨未来新药塑造 
 

文：后歆桐  陈晓东 图片：Jian Liu 

 

9 月 13 日，美中药协（Sino－American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

SAPA）在普林斯顿大学 McDonnell 大楼举办

了主题为“塑造未来新药”的第 22 届年会，

吸引了超过 500 名制药、生物科技业的专业

人士以及在校学者、学生参加。 

年会伊始，美中药协 2013-2014 年度会

长陈纪文博士致辞，欢迎大家前来，表示希

望所有与会者能从当天的讲座、小组讨论中

了解行业前沿议题，也希望能够促进前来参

展的公司间的交流合作，并提供与会学生结

识新老朋友、寻找就业机会的平台。他同时

回顾了美中药协在过去一年举办的各类活动。

他介绍说，过去一年协会成就显著。为了提

升美中药协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协会与美

国临床药理学院（ American College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和医药化学科技协会

（Drug, Chemical and Associate Technologies 

Association）共同举办了两次非常成功的专

题研讨会。同时，协会还吸纳了更多会员，

并于 2014 年 2 月成立了最新分部，美中药协

-康州分部（SAPA-Connecticut）。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科技参赞叶冬柏受

邀参加活动并发表讲话。他表示，从全球层

面来看，生物医药行业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

仅 2012 年就创造了 2300 多亿的利润。对于

中国来说，过去 3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带

来了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如何通过

科技创新达到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的要务。

在第 12 个五年计划中，生物医药行业被中国

列为有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行业，因此生物

医药产业在中美科技合作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前景非常广阔。他同时对美中药协多年来，

为推动中美在生物医药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

的交流与合作所作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期待

协会未来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图一：美中药协第 22 届年会吸引了超过 500 名制药、

生物科技业的专业人士以及在校学者、学生参加，演

讲大厅内座无虚席 

 

上午的第一个演讲是由 Celgene 公司的

高级副总裁 Joseph Camardo 博士做的，主题

是关于中国在新药研发方面的现状及将来发

展方向预测，演讲中他也发表了自己对创新

研发的一些看法。今年年会还首次邀请到了

哈 佛 大 学 诺 贝 尔 化 学 奖 得 主 Dudley 

Herschbach 教授。 Dudley Herschbach 教授

通过生动的幻灯片讲义，以及幽默、互动性

强的演讲风格，围绕甲基（methyl group）

在药学领域和人体构造中的重要作用，做了

主题演讲。他提到，人类胎儿 DNA 分子所含

的成千上万个氨基酸中，即使仅仅缺少某一

种甲基，也会导致基因突变，从而产生不孕

女性。接下来诺华公司的全美医疗总管

Cathryn Clary 博士则从临床试验方面讲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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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听取病患需要，利用种种先进的技术更

加有效地开发药物。上午的最后一个演讲者

是 PTC 制药公司的 CEO Stuart Peltz 博士，

他利用生动的例子讲述了罕用药为何受到众

多制药公司的重视以及他们公司在在罕用药

方面的重大进展。 

 
图二：今年年会邀请到了哈佛大学诺贝尔奖得主

Dudley Herschbach 教授（图右），围绕甲基（methyl 

group）在药学领域和人体构造中的重要作用做主题演

讲，讲座后，美中药协 2013-2014 年度会长陈纪文博

士（左）向其颁发证书，感谢其带来精彩演讲 

 
下午的第一个演讲者是强生公司全球肿

瘤生物标志物主管 Nicholas Dracopoli 博士，

他回顾了 Herceptin 在研发过程中如何应用生

物标志物。接下来普华永道的合伙人 Michael 

Mentesana 则从市场角度分析了当今形势下

制药公司如何更好应对即将到来的医保法案。

来自 FDA 的 Yaning Wang 博士则分享了如何

运用定量药理学帮助做决定等一系列议题上

的丰富经验。 

短暂的休息之后，接下来便是两场并行

的专题研讨会环节。其中一场的主题为“如

何让你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在挑战和机遇中

前行”。研讨会邀请了 Johns Hopkins 大学

的 Joe Power 博士，Lee Hechat Harrison 公

司的专业咨询师 Susan Carley, Eunice Colmon，

CAL learning 创始人 Lauren Supraner 做了关

于如何进行职业规划，如何适应企业文化以

及改善英语发音的主题演讲。接下来还请来

了 Merck 的执行总管 Bing Yuan 博士，FDA

的 Liang Zhao 博士，GenScript 的副总裁

Gene Dove,强生公司的高级主管夏明德博士

参与观众互动环节，观众纷纷提问，与会专

家倾囊相助，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图三：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科技参赞叶冬柏受邀参加

活动，强调中美在生物医药领域合作的重要性，肯定

美中药协在促进中美医药交流合作中发挥的作用 

 
图四：年会也吸引众多公司参与，于现场介绍公司及

其产品,并提供招聘机会 

 
        另外一场研讨会则是中国专题，主题为

“中国市场创新的挑战和投机机遇”。研讨

会邀请到了华海副总裁 Lesley Zhu, 强生亚太

区创新中心主任 Dong Wu, Ally Bridge Group 

CEO Frank Yu, Wuxi Venture 的董事经理

Sofie Qiao，诺和诺德中国研发总部主席

Baoping Wang 博士以及《Stories of Drug 

Discovery》一书的作者 Gui-Bai Liang 博士进

行的了主题演讲，主要围绕中国医药市场的

发展与前景进行了回顾与预测。接着还有药

http://www.novonordis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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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康德的副主任 Linda Zhao, 恒瑞制药副总裁

Mike Liu 博士参与了互动环节讨论。 

 
图五：年会后的晚餐会上，药协向多名杰出会员颁发

了全球交流特别表彰奖、优异服务奖等奖项，表彰他

们为美中药协发展做出的贡献 

 

即将接替陈纪文博士的 2014-2015 年度

会长颜宁表示，年会在演讲和研讨会主题设

置上，注重实用性，探讨行业发展趋势，以

及如何研发治疗癌症、孤儿药等疑难杂症的

创新新药，十分有份量和质量，因此才能吸

引如此多与会者。 

除了学术交流外，当天的年会还宣布了

2014-2015 年度选举结果。戴卫国当选 2015-

2016 年度会长（president elect）。会议同时

公布了协会总部和各分部新选举出的核心成

员常务理事（executive council），新州所属

的协会总部有 12 名常务理事出炉。今年的

“药协奖学金”（SAPA Scholarships Awards）

也在会上揭晓，由即将就读哈佛大学科学系

和达特茅斯大学生物化学系的 Peter Jin 和

Priyanka Altman 获得。年会后的晚餐会，药

协向多名杰出会员颁发了全球交流特别表彰

奖(Special Recognition Award to the SAPA 

Global Communications) 、 优 异 服 务 奖

（(SAPA Service Excellence Award)等奖项，

表彰他们为美中药协发展做出的贡献。 

 
 

 

 

 
图六：美中药协部分成员和当天的演讲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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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年会 ]  
 

合作研发，推动全球医药发展 
- 大费城 美中医药协会 2014 年年会报道 

 

文：胡恬静 图片：吴昊 

 

 

        2014 年 6 月 20 日和 21 日，在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的 初夏时光，大费城美中医药协会

（SAPA－GP）携手美国药学科学家协会（AAPS），美国化学学会（ACS），天津滨海新区抗癌

新药创制产业技术战略联 盟，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在位处费城

西北郊的维兰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科奈利会议中心，隆重举办了主题为”加强合作

研究开发， 推动全球医药发展“的 2014 年年会。 
 

        2014 年年会的成功召开是 SAPA-GP 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 SAPA-GP 成立后 12

周年的持续发展。从 2002 年至今，费城地

区的医药界同仁们，团结一致，从无到有把

SAPA-GP 发展成了一个服务于大费城地区近

万华人医药专业人员的专业协会。SAPA- GP

为会员们提供职业培训，就业讯息，专业知

识教育以及联谊的机会，不遗余力地为医药

及生物技术公司同行搭建了沟通的平台，协

助会员在美中医药行业中的职业发展，并积

极促进美国与 中国的医药行业的技术交流及图一：现任会长戴卫国博士热情欢迎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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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企业合作，为中美医药研发、生物技术

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仅仅在过去的

一年中，SAPA-GP 就单独举办或是合作举办

了包括科 学会议，专题研讨会，职业培训，

网络课程，会员联谊会等多种活动超过 20 次。

特别值得庆祝的是，在今年的 5 月，SAPA-

GP 与中国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CPTTC）

更在原有的合作上，正式成立了 SAPA-GP 北

京联络处，进一步深化实际 SAPA-GP 和中国

企业间的合作渠道和内容。 

 

        SAPA-GP 本次年会成功吸引了超过 300 

位就职于各大医药公司，高校以及政府部门

的行业领军人士，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前来参

加，也得到了以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武汉

光谷生物城，四川科伦药业 和金斯瑞生物科

技为代表的中美三十余家企业提供的大力支

持。美国参议员 Patrick Toomey 特意发来录

影表达祝贺，肯定了在有“美国药谷”的费

城地区，华人研究工作者对于医药行业的巨

大贡献。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 Patrick 

Meehan 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科技参赞叶冬

柏先生则亲自到场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高

度评价 SAPA-GP 对行业对中美交流的贡献，

并对年会的成功举行表达祝福。 

 
 

 

 

 

 

        在过去的几年中，全世界医药健康行业

迅速发展，竞争加 剧，与此同时，制药公司

面临着新药研发费用的急剧上升，新药申报

和上市效率不断下降的问题，这使得全球范

围的行业间，企业间多层次多反面合作成为

未来研究开发新的药物技术过程中的必然趋

势。围绕着这一主题，SAPA-GP 组织者邀请

了中美两国知名医药，生物技术公司的科学

家和高管以及进行前沿研究的教授，带领与

会者进行热烈深入的探讨。 

 

        SAPA-GP 现任会长，强生公司药物研发

科学总监，戴卫国博士热情欢迎参加会议的

专家，贵宾和会员们，并简要回顾了 SAPA-

GP 的 12 年历程和最近的一些工作成果。年

会第一天的议题有关运用尖端科学解决现存

的医学问题。 

 

 

  

图三：中国纽约大使馆叶冬柏参赞 

图四：美国药学科学家协会会长

Marilyn Morris 教授 

图五：美国化学学会前任主席 

Marinda Li Wu 博士 

图二:美国众议员 Patrick 

Meehan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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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生公司波士顿创新中心负责人 Robert 

Urban 博士介绍了强生公司的创新思维以及

他领衔的企业创新中心的职能与宗旨。默克

制药公司的生物制药研发高级副总裁 Richard 

Murray 博士介绍了应用具有免疫调节能力的

单克隆抗体来治疗肿瘤的方法和效果，这种

抗体对如黑色素瘤的某些肿瘤有着极其显著

并持久的疗效。Shire 公司研究与非 临床研发

部门负责人 Albert Seymour 博士阐述了合作

研发对于开发治疗罕见病的药物的举足轻重

的作用。接下来讲话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Ian Blair 教授。 

他通过自己的实验室和各大企业的合作

实例，指出学术界与工业界合作对双方都有

积极促进作用。来自纽约巴法罗大学的药学

教授 Marilyn Morris 博士是年会合作举办者

美国药学科学家协会现任会长，对于目前医

药人才的培养有独到的看法。她通过自身经

验指出现有教育培养体制与行业要求有巨大

脱节，需要通过教育机构和企业界的合作来

解决。当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专家引导的小

组讨论。包括默克制药公司业务发展执行总

监 Kim Folander ，葛兰素史克的负责生物

医药研究的高级总监 Linden Glenhill 博士，

药明康德化学副总裁 林寿忠博士，默克制药

公 司 分 子 生 物 标 记 研 究 部 执 行 总 监

Russel Weiner 博士，康龙化成负责计算机

辅助药物设计的高级总监吴国胜博士，以及

中美华世通生物医药公司创始人及总裁张发

明博士在内的行业专家就“前沿药物创新与

开发的新趋势”主题分享他们的看法，回答

与会者的问 题，并带领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引起强烈反响。 

 

大会第二天的议程主要围绕全球化合作

对提升产品研发 效率的重要性和市场营销策

略的新需要。葛兰素史克高级副总裁

Joseph Tarnowski 博士举用葛兰素史克公司

成功产品的范例来说明在全球合作中，制订

合理策略的重要性。强生公司 心血管和代谢

病部门负责人 Keith Demarest 博士则通过介

绍二型糖尿病的药物 Canagliflozin 的研发以

及上市过程的具体过程，向听众阐述了新药

研发的策略和挑战。 接着，Cureport 公司总

裁朱德明博士和中美华世通生物医药公司总

裁张发明博士两位创业者，分享他们的成功

经验，指出全球化合作对他们创立的医药公

司的快速发展带来多方面积极影响。默克负

责战略规划的高级副总裁 Guy Eiferman，

Covance 公司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毕洪刚

博士和金斯瑞生物科技副总裁洪德军博士则

纷纷从大型医药公司、咨询公司，合同研发

公司的不同角度阐述如何制订适合市场的策

略来获得商业成功. 

 
 

图六：参与小组讨论的部分专家们 

图七：SAPA-GP 下任会长傅希涌博士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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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的最后一个演讲单元发言的专家包括美国化学学会

前任主席也是第一位亚裔主席，华人科学家 Marinda Li Wu

博士，四川科伦药业集团副总经理及首席科学家王晶翼博士，

景杰生物公司创始人及总裁程仲毅博士和德文国际集团

（Devon International Group）总裁 John Bennett。他们分

别从自身经历和公司的发展历程讲述了他们适应市场挑战，

为促进企业合作和产品研发作出的努力。在年会第二个小组

讨论环节中，桑迪亚公司全球商务开发部副总经理及美国分

部总负责人黄青，德文国际集团总裁 John Bennett，

Alliance Pharma 公司的总裁李枫博士，昆明科灵生物技术

公司总经理李文宝博士，Montgomery 县发展部门执行总

监 David Niles，Frontage Labs（方达药业）高级副总裁王冬

梅博士介绍了生物制药行业中合作的多种方式，并为 SAPA-

GP 会员答疑解惑。在场的会 员以及医药协会的重要成员皆

踊跃参与，互动讨论，热烈的气氛将本次大会推向高潮。 

会议的最后，SAPA-GP 下任会长，默克制药公司全球临

床开发金融和运作总监，傅希涌博士真诚感谢所有的演讲专家和参与会议的会员，并热情邀请大

家继续关注 SAPA-GP 发展，参与未来的活动。到此，SAPA-GP2014 年年会圆满结束。 

 

 

图八：武汉光谷代表钱德平先生讲话 

图九：SAPA-GP 2014 年年会组织团队 



                                                                                                                                                      SAPA Newsletter Issue 81, November 2014 

 11 

[美中药协年会 ]  
 

              纽英仑美中药协（SAPA-NE）第十六届年会谈创新、

全球合作 

文字和摄影： 波士顿菊子； 整理校对： 陈大鹏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仑分会（SAPA-

NE）于 2014 年 6 月 21 日在麻省理工学院史

隆管理学院举办第十六届年会，探讨生物医

药界该如何以“开放创新，全球合作”，改

善生产力与效益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会吸引了近五百名生物制药产业与学界人

士与会。 

        美中药协这场年会，共分四个单元，包

括“大制药公司的开放创新”，“中国制药

公司及合作研究组织（CRO）的全球角色”，

“政府及公家机关在鼓吹开放创新上的角

色”，“我如何看开放创新，我们在全球合

作上采行的做法”等。 

   
图一：198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佛大学荣誉教授

Dudley Herschbach 与听众热烈互动 

 1986 年得到化学诺贝尔奖的哈佛大学荣誉教

授 Dudley Herschbach，诺华（Novartis）项

目办公室全球主管 Ann Taylor 博士，健赞 

(Genzyme-Sanofi) 的全球企业营运副总裁

Mark Barrett，夏尔（Shire) 的程序发展副总

裁 Joanne Beck 等人在“大制药公司的开放

创新”单元，分享了各公司在开放创新上的

做法。 

        和记黄埔医药商务开发和战略合作资深

副总裁王清梅，药明康德企业联盟副总裁才

慧（译音， Hui Cai ），皇冠生物科学

（Crown BioSciences）企业发展执行主任唐

伟敏等人在“中国制药公司及合作研究组织

（CRO）的全球角色”单元中，分享各公司

策略，以及他们个人的工作经验。 

图二：大会现场座无虚席 

        其中获有普渡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全球

最大企业之一的礼来（Eli Lilly）制药工作十

六年，担任亚洲生物研发主管的王清梅，加

入和记黄埔後完成多项任务，包括和

AstraZeneca 共同发展治癌药物 Volitinib，获

得年度联盟奖；和 Nestle 达成合资协议，为

全球市场合作研发创新植物药；和礼来合作

共同研发治癌药物 Fruquintinib 等。熟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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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医药界者表示，王清梅达成的这几项任务

对中国制药研发的国际化，帮助极大。 

图三：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仑分会理事和讲者合影。 

 

        麻州生命科学中心传播行销副总裁

Angus McQuilken，北京天成生物技术公司

总裁孙乐，在”政府及公家机关在鼓吹开放

创新上的角色“单元中，分别阐述麻州与北

京概况。 

        下午的座谈，由龙江主持，有扬子江药

业的研发顾问 Mark Powell，上海美迪西生

物 医 药 公 司 首 席 执 行 官 陈 春 麟 ，

Shangpharma 公司总裁徐亚军，桑迪亚医药

科技企业发展主任 Sherry Yu，北京天成总裁

孙乐，方达公司高级副总裁李志和，

GenScript 加拿大企业经理张思毅，开瑞宝药

业（Cureport）副总裁陈国强，Nexcelom

技术长邱钧等人，分享经验。 

        美中药协还传承以往传统，给优秀高中

毕业生每人颁发八百元奖学金，表扬将进入

生物医药领域深造，依序升读哈佛大学的朱

梦雅，张媛思，康乃尔大学的孙依格，布朗

大学的毛颺等四人，还颁发优异服务奖表扬

该会的龙江，蔡凌希，孙天霄，周文来，胡

琦颖，鲍幸峰，程骋等干部。 

图四：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仑分会会长赵南丁（右

一）和历任会长李和（后左一），李妍红（后左二），

陈敏（前左一），颁发服务优异奖给前右二起：周文

来，蔡凌希，孙天霄，后右起：龙江，胡琦颖，鲍幸

峰等人。 

 

图五：（左起）林华茂，马炳莉，梁桂青，和（右起）

孙天霄，钭理强，赵南丁等人颁奖学金给毛颺，朱梦

雅，孙依格，张媛思等人。 

 

        当晚，曼哈顿资本管理咨询公司执行长

王进，分享了他从生物医药转行做投资咨询

的过程。该公司 2004 年在杭州的投资，促

使学生创办的“丁香园，摇身变成医学、药

学，生命科学专业网站，内容十分多元，广

受称赞。王进表示，他原本是屋斯特理工学

院（WPI）的生物博士，曾进入罗氏制药

（Roche)工作五年，后来转进一家小公 

司做证照许可（licensing），再进派拉蒙资

本公司，为该公司做了引进砒霜，蟾蜍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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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治癌药物的项目，後来才和另外两名伙伴

合作，自己成立公司，投资孤儿药（orphan 

drug）研发。 

        2013-2014 年度会长赵南丁表示，自从

1980 年代发现阿斯匹林（Aspirin），筛检天

然产品和药用化学成为药物发现主流后，廿

五年来，制药研发界在找到有潜力或获得批

准的药物上，成绩都不如人意。十年前的找

出了完整人体基因蓝图，也没有增加药物研

发的效率，“开放创新，全球合作”已然成

为制药研发界近年的重要策略。 

        美中药协感谢所有与会来宾和会员的支

持,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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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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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药协活动 ]  
 

公园野餐，欢聚交流 
文： 张景宜， 王昆， 胡恬静， 戴卫国 

图片：吴双 

 

        费城美中医药协会（SAPA-GP）于 5 月

10 日（周六）在位于费城北部的 Peace 

Valley Park 组织了野餐活动。新老成员与亲

友约七十人齐聚一堂。 

        协会会长戴卫国发表讲话，表示此次聚

会的目的有三：一是对即将到来的换届进行

安排和商讨；二是对一年一度的年会进行部

署和展望；其三，是提供会员之间相互交流

学习的机会。戴会长指出今年 SAPA-GP 的工

作重点之一是团队建设，服务会员及社区。

SAPA-GP 除了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性讲座及

培训，包括学术专题讨论会，SAPA-GP 年会

报告，及每月一次的全球网络学术研讨会外, 

也希望借组织野餐活动这个机会对全体

SAPA-GP 会员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戴会长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 SAPA-GP，为

加强中美之间在生物和医药领域的交流合作

与创新，对中国的医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作

出更大的贡献！ 

        SAPA-GP 自 2002 年成立以来，一直建

立在非赢利和志愿奉献的基础上，促进中美

之间的科技交流和企业协作和协助会员在医

药行业的发展。而下任会长傅希涌表示，会

继承 SAPA-GP 以往的优良传统，精诚团结，

努力工作，乐于奉献，继续为为美中医药健

康事业的进步和普及做出贡献 。SAPA-GP 创

始人之一，第二任会长张汉承博士借来美公

干之际，专程来参加了 SAPA-GP 的野餐活动. 

张博士对的 SAPA-GP 发展，及现在的影响力 

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几位前任会长也分别在讲

话中表示对全体成员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即将举办的 SAPA-GP 第 12 届年会将于 6

月 20 日至 21 日在费城西郊的维拉诺瓦大学

（Villanova University）的康纳利会议中心

（Connelly Conference Center）举行。此次 

图一：大费城美中药协公园聚会集体合影 

 

年会的主题是：通过合作研发促进全球人类

健康。此次聚餐活动中，协会成员也对年会

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不同于学术讲座，此次聚餐为协会成员

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自由交流的时间。除了购

买的披萨，鸡翅等，还有很多会员亲手制作

的美食，饭后会员们还进行了打扑克牌等娱

乐活动，共同享受美好的午后时光。协会领

导也表示今后会组织更多围绕团队建设，服

务会员及社区为目的此类活动，增进会员感

情，真正的做到使 SAPA-GP 成为会员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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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A  Act iv i t ie s ]  
 

SAPA-CT 2014 Summer BBQ Party 

Yongmei Li 

Photographer: Junwei Zhang and Jason Wang 

 

 

Having successfully hosted its first annual meeting in 
February and the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workshop in May this year, the newly established 
SAPA –CT chapter organized a BBQ party during the 
Independence Day weekend, at the beautiful Emery 
Park in Kent, CT.  

 

Figure1: A group of energetic SAPA-CT members and friends 
participated in the hiking competition and raced for the prices. 

Figure 2: What’s for lunch? A great variety of delicious 
food and … BBQ! 

Figure 3: President of SAPA-CT, Dr. Charles Xie, gave remarks. 
He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welcomed our 

members to join the fun party. 

More than 150 SAPA members, families and friends 
attended the party from 10AM to 4PM. Everyone 
enjoyed mingling with friends and playing sports, and 
hiking. Not to mention the delicious food brought by 
the attendees. 

Counselor Ye and his colleagues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China in New York also joined the SAPA 
party and he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well-
organized party and the energetic members. 

The SAPA-CT committee wants to thank all members 
and friends who have genuinely supported the 
organization, especially the members and volunteers 
who helped organize the party. Here are some 
highlights from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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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Helen Luo, our logistic director, thanked contributions 
from all volunteers to set up this party. 

 

Figure 5: Counselor Ye gave remarks 

 

Award ceremony (sponsored by SAPA-CT’s logistic director Sherman Tao): 
 

 
Figure 6: Hiking competition winners. Figure 7: Most delicious dish award w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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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  
 

纽英伦美中药协（SAPA-NE）夏季烧烤成功举行 
 

图文：陈大鹏  

 

        美中药协纽英伦分会 (SAPA-NE) 组织的

夏季烧烤于 2014 年 8 月 23 日在麻省著名的

Hopkinton State Park 举行，活动取得了圆满

成功。 

 
图一：合影留念 

 

        活动当天，天公作美，蓝天白云相间，

气温恰到好处，格外适合户外就餐。药协会

员及亲友百余人，从新英格兰四面八方纷纷

赶到了 Hopkinton State Park。大家走进大自

然，放松心情，释放压力，享受森林公园的

幽静与清新。 药协志愿者们则放弃了无数宝

贵的休息时间，不仅提前数日就开始准备各

种餐具和用品，还早早就到达烧烤地点。大

家分工合作，搬东西，洗碟子，洗菜，串制

食物，摆放工具，忙的不亦乐乎。烧烤开始

后，欢声笑语一直随着袅袅炊烟萦绕在空中。

吃着自己亲手烤出的各种美味，大人们谈天

说地，孩子们不停的奔跑戏耍，其乐融融！

在活动期间，赵南丁会长向大家简要回顾了 

协会蒸蒸日上的发展近况，勉励大家再接再

厉，共创辉煌！ 

 

 

 
图二：畅所欲言，尽兴交谈 

 
图三：赵南丁会长（左一）和活动负责人梁桂青（左

二）在烧烤中 

 

        烧烤聚餐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两三点钟，

整个活动气氛非常热烈。最后，烧烤主要负

责人梁桂青和龙江向活动的组织者和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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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了由衷的谢意。正是由于志愿者们无私

的奉献，才让协会的各项活动得以成功举办，

志愿者们始终是药协的脊梁！对此次烧烤聚

餐，会员和新老朋友们也纷纷表示感受良多，

回味无穷。此次活动，使大家亲近了大自然，

放松了心情，锻炼了身体，增进了相互间的

交流，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大大增强了集

体凝聚力。 

        大家相约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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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  
 

美中药协携手南通政府代表团 

探讨美中医药产业合作交流前景 

文：后歆桐 图片：Jian Liu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仑分会（SAPA-

NE）于 2014 年 6 月 21 日在麻省理工学院史

隆管理学院举办第十六届年会，探讨生物医

药界该如何以“开放创新，全球合作”，改

善生产力与效益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会吸引了近五百名生物制药产业与学界人

士与会 10 月 10 日晚，由南通市人民政府主

办、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美中医药

协会承办的南通健康产业园合作恳谈会，在

新州普林斯顿威斯汀酒店举办，吸引 50 多人

与会。与会嘉宾中有南通市政府和南通经济

技术开放区管委会官员，有在新州各大药企

工作多年的业内资深人士，有海归创业成功

者，也有在校博士生，虽然恰逢周五晚上，

与会者依旧热情不减，互相攀谈，互通有无，

气氛友好热烈。 

恳谈会以播放宣传南通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的宣传片拉开序幕，随后南通市人民政府

秘书长顾诺之、南通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国华、

美中医药协会 2013－2014 年度会长陈纪文博

士一一发言，表达了各自对于美中医药产业

交流合作的重视与期望。南通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羌强、南通市人才办主任王亚雄则向与

会嘉宾简要介绍了南通健康产业园目前的发

展现状、园区优势、优惠政策以及人才政策。 

张国华市长以新泽西与纽约的关系类比

南通和上海的关系，他表示医药产业是 21 世

纪的朝阳产业，南通政府除了拥有区位优势

外，一直以来对于医药产业发展采取多项政

策扶植，为医药企业提供政府服务，以及友

好的创业经营环境，努力提升相关器材硬件

配套措施，鼓励医药自主研发。南通健康产

业园目前已吸引了多家著名医药企业落户，

新泽西州素有美国的医药产业基地的美称，

美中药协拥有众多医药界领域人才，南通市

政府希望能加强与新泽西州以及美中药协的

合作，达到互利共赢。 

 
图一：南通市张国华市长在健康产业园合作恳谈会致

辞 

 

美中医药协会 2013－2014 年度会长陈纪

文博士在发言中表示，美中药协与南通政府

素有合作，在 3 年前曾合作举办投资会，在

合作中，美中药协感受到了南通市政府对于

国外精英的渴求。美中药协每年均会在中国

举办多次医药相关活动，向国内同业引入国

际先进概念，希望能继续发挥促进美中医药

领域合作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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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从新州回南通海归创业的南通联

亚药业总裁张国华博士，向与会者分享了他

的创业心得体会。他表示，南通政府对于创

业者政策扶植力度强，此外还有创业成本低、

生活环境好等优势。但他也提醒与会者，创

业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事业，除了政府支

持外，由于医药产业高投入的特点，还

需要完善企业自身，吸引其他资本投资。此

外，他也建议创业者要接地气，了解政府政

策，对于企业员工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分享创业成果。 

默克雪兰诺中国区总裁安高博先生分享

了默克雪兰诺投资南通的战略构想。他表示，

选择南通设立默克雪兰诺在中国的第一家药

厂，除了南通政府的政策支持外，也看中了

南通良好的自然和生活环境。此外，他承诺，

默克雪兰诺作为国际著名的医药企业，除了

提供更多高质量的药品外，还将坚持扮演好

负责人的利益相关方的角色，注意药物研发、

生产对于南通环境、安全、卫生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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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里程碑 ]   

[ SAPA  Mi le sto ne ]  
 

Launch of liaison office of SAPA-GP at CPTTC, Beijing China 
Bin Shi                 

Photographer: Bin Shi                 

 
On May 26, 2014, Sino-American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 Greater Philadelphia 
(SAPA-GP) and China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 (CPTTC) opened up a liaison office in 
Beijing, China.  
 

 
 
Figure 1: SAPA-GP Liaison plaque 

 
Dr. Sean Fu, President of SAPA-GP, and Dr. 
Guozhong Rui, the Director of CPTTC, jointly 
announced the official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organizations.   
 

 
Figure 2: Launching SAPA-GP Liaison office in Beijing 

About seventy participants witnessed the exciting 
ceremony, includ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SAPA-GP, 
Dr. Bin Shi, Dr. Fang Shen, and Mr. Allen Luo, Dr. 
Guosheng Wu and Dr. Zhongda Zhang, as well as 
representatives from more than twenty Chinese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This is a new and 
remarkable milestone between SAPA-GP and CPTTC.  
 
 

 
Figure 3: Dr. Sean Fu (second from the left) and Dr. Guozhong 
Rui (third from the left) at the launching ceremony 

 
 
The two organizations enjoyed over a decade of 
productive collaboration signified by a close 
partnership in multipl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meetings 
and in support of regional Chinese bio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 projects.  Starting this year, SAPA-GP 
opened a special column in “China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 
professional magazine published by CPTTC.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SAPA-GP and CPTTC was 
made possible by tireless effort led by Dr. Yin Liang, 
who has been working to foster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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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two organizations which created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is partnership.   
 
 
 

 
 
Figure 4: Drs. Allen Luo, Fang Shen, Sean Fu, Guozhong Rui 
and Bin Shi (from left to right) at the office of China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 (CPTTC) in Beijing 

 
 
 
 

Both groups, SAPA-GP in the US and CPTTC in 
China are seeking to build connections within the 
industry to help facilitat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aid in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to create new medicines and at the strategic 
level, to contribute the globalization of biopharma and 
biotech industries and to ultimately fulfill unmet 
medical needs of patients in US and in China.  The 
launch of liaison office opens a new chapter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we believe it position us well 
for further collaboration to advance the mission of 
SAPA-GP as well as CP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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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通知 ]  
 

 
 

 

17th SAPA-NE Scientific Symposium 
 

The new frontier therapeutics: stem cells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Date: 1:00pm-6:00pm, Saturday, December 6th, 2014 
Location: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MIT 

Tang Center, Building E51, Room 315, 2 Amherst St, Cambridge, MA 
 
 
Dear members and friend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s delighted to extend an invitation to you to participate the 17th SAPA-NE 
Scientific Symposium, featuring leading investigators from the fields of stem cells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The 
symposium will be held on Saturday 1-6 PM, December 6th, 2014 at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This year we selected “Stem cell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as the main theme of the symposium to reflect 
the latest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stem cell research and cutting-edge application in medicine. The meeting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your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networking with the prestigious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industrial scientists, and the fellow participants.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participation and your support to this symposium. 
 
Best regard, 
SAPA-NE 
Best regard, 
 
SAPA-NE Executive Committee 
 
 
 
Registration 
Free for all active SAPA-NE members and MIT students; $15 for students and postdoctoral fellows; $30 
for all other participants. Online Registration: www.sapa-neweb.org  

 

 

http://www.sapa-neweb.org/


                                                                                                                                                      SAPA Newsletter Issue 81, November 2014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