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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  

美中药协成功举办 2015 年职业发展培训讲座 — “掌控自己的职途” 

文：陈晓东 图: Jian Liu; Jianfeng Wang

        美中药协于 2015 年 2 月 21 日周六在

Rutgers 大学 Piscataway 校区的 RWJ 医学院

举办了 2015 年职业发展培训，本次主题为

“掌控自己的职途”。虽然当天大雪纷飞，

天气恶劣，但此次活动仍然吸引了大约 250

左右来自不同种族的参会人员。其中有医药

行业从业人员，也有不少来自附近各校的研

究生和博士后。难能可贵的是，有部分参会

人员从纽约上州，宾州，康州赶来，甚至还

有从马里兰，俄亥俄州远道而来的朋友。本

次活动共邀请了 22 位嘉宾，其中有著名制

药企业默克，强生和诺华的高层及人力资源

管理人员，公司科研人员，大学教授，职业

咨询公司，中国海归创业人员等，他们各自

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图一： 虽然天降大雪，活动仍然吸引了约

250 参会人员参会 

       上午的讲座主要集中讨论在大型制药企

业内如何制定自身的职业发展计划并付诸实

现，演讲嘉宾们结合本身经历讲述了奋斗的

历程以及总结了成功的经验。随后进行的互

动论坛里，参会人员踊跃提问，与嘉宾们进

行了互动，场面非常热烈，以至于最后主持

人宣布结束之后仍还有很多人围着嘉宾继续

提问。 

 

图二：互动环节，现场气氛热烈 

       下午的讲座分为两个平行部分，一个主

题是针对在职人士，讨论在竞争环境下怎样

寻找机会进行职业转换；另外一个主题是针

对在校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主办方邀请到了

默克的招聘主管讲解如何得到第一份工作的

秘密，同时还有移民专家介绍国际学生在美

国工作的签证选择和机会。随后进行的讲座

则是探讨新兴市场例如中国的职业机会。在

主题演讲之外，几位招聘主管和职业培训专

家还与会人员分别在三个不同教室里进行了

小组讨论，有的嘉宾当面传授职场经验；有

的嘉宾则对带着简历的参会人员进行一对一

模拟面试；还有嘉宾组织了圆桌讨论，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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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

与探讨。本次职业培训得到 8 家制药企业的

赞助和参与，他们或到场摆设展台，或进行

人才招聘。会后参会人员纷纷向主办方表示

感谢组织者组织如此有意义的活动，他们不

图三： 职业发展培训讲座部分演讲嘉宾与本

次活动组织者合影 

虚此行；不但学习到了掌控自己的职途的方

法和经验，并且结识到了各公司的高层主管

和同行。现场还有不少人表示要加入美中药

协做志愿者来服务社区。 

 

 

图四： 此次活动志愿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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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PA A c t i v i t i es ]  

The 2nd SAPA-CT Continuous Education Workshop i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  JIN ZHOU; PHOTOGRAPHER:  LINSHU LI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to 

gain boarder knowledge about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helping with their career choice, 

Connecticut Sino-American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SAPA-CT) 

organized its 2nd Continuous Education 

Workshop i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t Yale University on 

November 16th, 2014.  

  
Figure 1: Dr. Yingkai Wang during his 

presentation 

 

Three seasoned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 

and experts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The 

first talk, entitled ‘What Does It Take from 

Gene to Screen and Lead to Candidate in 

Drug Discovery’ was given by Dr. Ying-Kai 

Wang, Senior Research Investigator at 

Bristol-Myer Squibb Company. In his 

presentation, Dr. Wang interestingly 

described two case examples, which 

illu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biological tools 

in target identification and lead to candidate 

selection.  

 

Following Dr. Wang’s interesting talk, Dr. 

Charles Xie, Director at Sanofi US, Inc, and 

President of SAPA-CT gave a talk on clinical 

pharmacology, which provided an 

informative overview on various clinical trials 

for drug candidates.           

 

 
Figure 2: Dr. Charles Xie during his 

presentation 

 

Lastly, Dr. Ning Yan,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Aleon Pharma International, Inc. nicely 

illustrated how medical marketing can impact 

the launch and the market performance of 

drug product with case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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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r. Ning Yan during his 

presentation 

 

After the three talks, the workshop continued 

with a panel discussion. Besides the 

aforementioned speakers, Dr. Shuanghua Hu, 

Principal Scientist at Bristol-Myer Squibb 

Company, and Dr. Yongmei Li, Co-founder 

of Life Science Quest, joined the panel. The 

theme of the panel discussion i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panelists shared 

their views on the dynamic changes and 

future trends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provided advice for young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on 

how to adapt and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The workshop was very well-received by its 

more than 50 attendees, including 

professionals from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ostdocs and students from Yale University. 

Many expressed interests in attending future 

workshops organized by SAPA-CT. ion 

 

 
Figure 4: A meeting attendee asking 

questions during the panel discussion 

 

 

Figure 5: Dr. Shuanghua Hu answering a 

question during the panel discussion 

 

 

Figure 6: Dr. Yongmei Li answering a 

question during the panel discussion 

 

 
Figure 7: Dr. Ning Yan answering a 

question during the panel discussion 

 

 



                                                                                                                                            SAPA Newsletter Issue 82, March 2015 

 6 

 

 

Figure 8: Dr. Charles Xie answering a 

question during the panel discussion 

 

 
Figure 9: Dr. Yingkai Wang answering a 

question during the panel discussion 

 

 

Figure 10: SAPA-CT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with students and scholars from 

Yale 

 

 
Figure 11: Workshop organizers at a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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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大费城美中医药协会 2014 年职业生涯研讨会成功举行 
Authors: Dan Tian, Steve Wu, Xue Yang, Wen Lin, Meihui Guo, Xue Liang, Hao Sun and Jingyi Zhang 

Photographers: Kelvin Bai and Jianting Shi 

        1 2 月 6 日大费城美中药协（SAPA-GP）

在费城郊区的 Fort Washington 隆重举办了

大型职业生涯研讨会。知名生物医药公司高

管以及沃顿商学院教授共同就“增强信心，

合理规划”这一主题与参会者进行了深入探

讨并分享了成功经验。 

 

 
图一：会议现场 

 

会议伊始，大费城美中药协主席 Sean Fu（傅

希涌）先生在欢迎辞中阐述了 SAPA-GP 在当

今生物医药行业中需要担负的使命，他指出

SAPA-GP 自 2002 年创建以来一直致力于并

将继续协助会员的职业发展，积极搭建沟通

的平台，促进技术交流及企业合作，为中美

医药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随后，J&J（强生）

副总裁 Ming Wang（王明晗）博士通过生动

的实例向大家诠释了如何在职场上稳步晋升。

来自沃顿商学院的畅销书作者 Stewart D. 

Friedman 教授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生动并且充

满互动的演讲。他着重讲解了提高 “工作、

家庭、社会以及自我”四大方面的方式方法，

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思维。全场气氛极为热

烈，幽默的 Friedman 教授引得大家笑声不断。

在随后的专题讨论中，WuXi AppTec（药明

康德）执行总监 Gui-Bai Liang（梁贵柏）博

士 和 Pharmaron （ 康 龙 化 成 ） 副 总 裁

Wenfang Miao（苗文芳）博士加入到 Ming 

Wang（王明晗）博士和 Friedman 教授中，

共同解答了参会者在职场中遇到的疑惑和难

题，围绕如何更好地进行团队合作，培养领

导才能，探索职业方向新选择以及兼顾家庭

和职场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 

 

 
图二：热烈讨论 

 

        在下午的会议中，Janssen（扬森）副总

裁 Chris Takimoto 博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

绍了亚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发展历程，美国人

眼中的亚裔，以及亚裔在职场中可能遇到的

瓶颈。同时他也为如何打破固有印象，突破

瓶颈提供了宝贵意见。来自国际化人力咨询

公司 Cornerstone Global Partner（上海仕卿）

的管理顾问 Peter Liu（刘鑫）先生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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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公司制药及生物技术产业中高层智库的

筛选机制以及流程，并站在猎头行业翘楚的

立场上提供了很多职业生涯规划与进阶的建

议。Merck（默沙东）公司执行总裁 Bing 

Yuan（袁斌）博士结合自己由基础科学研究

转至商务拓展行业的职业发展过程和经验，

与大家分享了职业规划的技巧，并介绍了医

药行业内除研发外其他部门的职业发展机会。

在圆桌专题讨论中，与会者自由选择，就制

定长期行动计划，规划职业生涯；利用猎头

帮助个人职业发展；结合科学思维和商业头

脑的职业选择这三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圆桌

讨论。 

 

        会议在下任主席 Aston Liu（刘传良）博

士主持的抽签赠书与热情洋溢的闭幕词中圆

满拉下帷幕。与会者纷纷表示，通过在研讨

会的学习和交流，对自身的职业规划有了更

清楚的理解和认识，增强了信心，鼓足了干

劲，着实受益良多。大费城美中药协感谢

Alliance Pharma，Frontage（方达医药），

Kelun Pharmaceutical（科伦药业），

Pharmaron（康龙化成），Rockland，WuXi 

AppTec（药明康德）参会, 并特别致谢

Cornerstone Global Partner（上海仕卿人力

资源公司）的鼎力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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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康弘药业联合美中药协举办职位招聘和商务洽谈会 

文：Guangyao Yang 图: Jian Liu

        2015 年 2 月 8 日下午，美中医药开发协

会（SAPA）和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桑莫塞双树酒店 (Doubletree Somerset 

Hotel) 联合举办了针对康弘药业的职位招聘

和商务洽谈会。虽然是寒冷的周日下午，仍

有众多医药界资深人士参加了活动。

 
图一：康弘药业参会嘉宾与美中药协会长及

常务理事合影 

 

        源于“康平盛世，弘济众生”的康弘药

业是一家致力于中成药、化学药及生物制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的医药集团，

总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现有员工约 4000

人，拥有中成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生产基

地，销售网络遍布全中国。2014 年，康弘自

主研发的国家 I 类生物原创新药“郎沐”---

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的上市，不仅引起了全

球眼科界的瞩目，开展的系列公益活动也在

第一时间把关爱送给了中国广大患者。 

美中药协会长颜宁博士首先致开幕词，然后

介绍并欢迎此次出席招聘会的康弘药业嘉宾，

其后康弘药业企业技术中心副主任郑强博士

主持会议。伴随康弘药业集团企业宣传片，

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粟首先

介绍了自己海归的经历，其后向与会者详细

介绍了康弘药业的成长历程以及明星产品。

随后由康弘药业副总裁殷劲群先生详细介绍

了康弘药业的明星产品——朗沐。 其新药上

市发布会于 2014 年在连续十年排名全美第一

的 BascomPalmer 眼科研究所举办的第 11 届

美国新生血管年会中举办，第一次让“中国

创造”把中国眼科推向了世界的舞台。这一

消息让所有与会者激动不已，并就相关问题

展开了热烈讨论。殷总还和与会者分享了其

加入康弘的个人经历，其“愿为中华民族的

医药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得到了许多

与会者的共鸣。

 
图二：康弘药业招聘和商务洽谈会现场气氛

热烈 

 

        在解答现场提问环节中， 康弘药业董事

副总裁柯潇先生、副总裁殷劲群，康弘生物

总经理陈粟先生和企业技术中心副主任郑强

博士在与会者就郎沐在世界上的专利情况，

美国临床、申报的进展和于世界同类产品的

竞争力等问题上进行了详细的解答。陈粟总

经理还向大家详细介绍了目前康弘集团正在

招募的各个职位，包括研发管理、生物技术、

药物制剂技术、药物合成、化学制剂技术、

临床研究管理专家，以及产品开发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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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进行的自由交流时间，与会者与多位 负责人展开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美中药协活动] 

美中药协携手科伦药业联合招募一流团队筑梦，进行商务洽谈 

图文：《侨报》记者 后歆桐 

     

         2014 年 12 月 6 日下午，美中医药开发

协会  (SAPA) 和美国科伦药业公司，  在

Doubletree Somerset Hotel 联合举办了职位

招聘和商务洽谈会。虽然当天天公不作美，

大雨滂沱，但新州医药界人才依旧热情不减，

会议期间，不断有人赶来参与，大概有 90

人左右前来参会，一些来得晚的与会者只能

在会议厅最后加座。 

 

 
图一：会议厅座无虚席，迟到的与会者只能

在会议厅最后加座 

 

        洽谈会由美中药协会长颜宁博士致简短

开幕词，欢迎与会者前来参与人才招聘、商

务洽谈。在其后的会议环节，与会者通过科

伦公司宣传片以及科伦药物研究院副院长戎

玉刚的幻灯片介绍，初步了解了科伦集团、

科伦药物研究所，以及本次进行招聘的美国

科伦药业有限公司、招聘职务等情况。 

 
图二：科伦药物研究院副院长戎玉刚介绍集

团、研究院、美国分公司情况 

 

       科伦药业公司成立于 1996 年，现已发展

成为一家现代化制药集团，拥有 87 家子公司，

遍布中国。集团销售收入在 2013 年超过 350 

亿人民币和利税超过人民币 20 亿。科伦药

物研究所是科伦集团研究和开发，总部座落

于成都，同时正在建设北方（天津）、南方

（苏州）和美国科伦药业有限公司。研究院

专业从事化学和生物技术药物的研究和开发，

包括抗肿瘤，抗病毒，神经系统疾病，糖尿

病治疗药物和特殊药品，现有研发人员 410

人，具有博士学历者为 38 人，硕士学历者

为 130 人，研究院计划在未来 2-3 年内将研

发团队扩展至 10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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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聘的美国科伦药业有限公司，为

科伦药业集团近期在美国扩展业务的子公司。  

戎玉刚介绍，科伦美国分公司将专注于药品

的美国市场业务发展，仿制药及新药开发生

产销售，以及美国市场原料销售。本次招聘

的职务，包括ｃＧＭＰ生产、质量管理总监、

药剂配方研究部主任、采购专员、商务开发 

经理等多个职位。大部分职位要求应聘者至

少拥有 5-10 年相关经验。 

       在其后的答疑环节，与会者热情高涨地

向戎玉刚副院长提了近 20 个问题，内容囊

括戎玉刚个人背景、公司竞争优势、人事架

构、预算投资金额、计划如何使用、职务所

需出差时间、会不会采用外部咨询服务、职

位招聘先后顺序等。戎玉刚表示，他加入科

伦原因多样，一方面在于完成自己的梦想，

此外鉴于自己当员工的经验，他也承诺公司

会向员工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打造

良好的工作环境。美国分公司的产品将在美

国研发，争取在未来两到三年进行申报 4 到

5 年后产品上市。招聘的职务，目前主要以

管理和研发为主，但他也表示，需要提前招

聘市场销售人才。对于公司的竞争优势，他

表示，他认为是一流团队、了解市场、管理

效率高，有很强的财政支持，同时也有此前

其他药企国际化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他的

回答让与会者们受到鼓舞。 

        戎总在答疑环节过后，来不及休息，就

在现场与有工作意向的与会者进行了一对一

的单独谈话，进一步回答有关工作招聘的具

体问题。 

 

 
图三：答疑环节，与会者就个人背景、公司

竞争优势、职位招等，向戎玉刚提了近 20

个问题，气氛热烈 

 

图四：科伦药物研究院副院长戎玉刚与 SAPA

活动组织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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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纽英仑美中药协(SAPA-NE)成功举办美国科伦制药公司招聘会 

图文： 陈大鹏 

        纽英仑美中药协于 2014 年 12 月 13 日在

麻省剑桥市 Marriot 宾馆举办美国科伦制药

公司招聘会，近 50 名求职者与会。药协赵

南丁会长介绍说，这次是药协为科伦公司举

办的专场招聘会。希望在波士顿工作学习的

同仁有充分的机会和国内优秀制药企业代表

交流互动，来更好的把握国内制药业的发展

和人才需要。 

 

图一：戎玉刚介绍公司概况 

        据科伦药业研究院副院长戎玉刚介绍，

科伦公司成立于 1996 年，经过近二十年的发

展，现已成为一家现代化制药集团，拥有 87

家子公司（分公司），遍布中国。此次招聘

职务包括 cGMP 生产，质量管理总监，药剂

和分析化学主管，科学家等等职位。工作地

点主要在新泽西州或四川总部。    

 

图二：活动海报 

 

图三：活动现场 

        戎玉刚还介绍说，科伦药业目前仍以仿

制药研发为主，但公司已经具备一定的创新

药研发能力。此次在美国的分公司就希望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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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流的管理和研发人才，为今后在美国扩

展业务打好基础。波士顿地区大学和科研机

构林立，人才众多，是科伦公司揽才的重点

地区。戎玉刚还和大家分享了他自己加入科

伦以来的经验感受。求职者和科伦公司代表

积极互动。大家认为药协举办这样的活动很

有意义，并且希望能多举办一些能帮助大家

找工作的活动。 

 

图四：会后现场，招聘会吸引了不少求职者 

最后，美中药协再次感谢为本次招聘会牺牲

周末休息时间，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们！ 

 

 

图五：右起：赵南丁会长，戎玉刚院长，梁

桂青继任会长 

 

图六：此次活动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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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纽英仑美中药协(SAPA-NE)成功举办第十七届科学论坛 

图文：陈大鹏

        纽英仑美中药协 (SAPA-NE)于 2014 年

12 月 6 日在麻省理工学院成功举办第十七届

科学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 stem cells and 

regenerative medine (干细胞和再生药物)。 

 

图一：近百名会员朋友冒雨与会,积极学习和

讨论这个非常前沿和热门的话题。 

        第一位演讲嘉宾 M. William Lensch 是哈

佛医学院的一位研究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资深

科学家，他向大家介绍了干细胞研究的历史

和目前取得的重要成果。他还阐述了目前学

术界在这个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让不熟

悉这个领域的朋友对干细胞研究有了基本的

了解。 

 

图二：演讲嘉宾 M. William Lensch 

        第二位演讲嘉宾周桥(Qiao Zhou)是哈佛

大学干细胞和再生生物学系助理教授。他在

最近的一期(11 月 17 日)的《自然生物技术》

（Nature Biotechnology）发表了自己团队的

研究成果。周教授向大家介绍了他们团队是

如何采用一组肠干细胞(gut stem cells)将糖尿

病成体小鼠中的胰腺外分泌细胞转变为了生

成胰岛素的β细胞(insulin+beta cells)。这个

方法能够治愈患高血糖浓度原本只有几周生

存期的小鼠。这种开发组织修复的细胞疗法，

对改进一型糖尿病的疗法颇有意义。 

 
图三：演讲嘉宾周桥(Qiao Zhou) 

        第三位演讲嘉宾 Jonathan Garlick 是塔

夫茨癌症生物和组织工程学教授。他向大家

介绍了他的实验室在诱导多潜能性干细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 细胞)研究

的最新进展。他特别提到了利用诱导细胞重

新编程技术和 3D 组织工程学技术把采自糖

尿病病人的皮肤细胞转变为 iPS 或者近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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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人体的 3D 组织，这些细胞和 3D 组织将会

在建产疾病模型、药物筛选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图四：演讲嘉宾 Jonathan Garlick 

        第四位演讲嘉宾 Ross Tubo 是 Vericel 公

司的科学总监(CSO)。他通过自己在生物制药

业工作二十多年积累的经验，向大家着重介

绍了如何把干细胞技术从基础研究成功转化

为 临 床 应 用  (from bench to clinic) 。

 

图五：演讲嘉宾 Ross Tubo 

        最后一位演讲嘉宾 Qunli Xu 曾经担任

Verastem 公司的生物总监。她主要向大家阐

述癌症干细胞(cancer stem cells, or tumor 

initiating cells)的研究和应用。和其他嘉宾利

用干细胞为病患制造组织来治病不一样，癌

症干细胞是必须被抑制才能提高抗癌药效。 

 
图六：演讲嘉宾 Qunli Xu 

 

图七：科学论坛组织者与演讲嘉宾合影留念 

 

 

图八：药协成员和志愿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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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 

纽英仑美中药协举办喜迎新春文艺演出 

文：波士顿《侨报周末》工商记者 董英   图： 周莹， 陈大鹏

        3 月 7 日阳光煦暖，SAPA-NE（美中药

协纽英仑分会）假座落于麻省沃森市的剑桥

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了 2015 年迎新春活动。在

SAPA-NE 会长赵南丁先生致开幕词之后, 活

动就进入了文艺表演环节。 

        今年的演出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协会外

艺术团体呈现的精彩节目。波士顿元极舞联

谊会表演的舞蹈《吉祥如意》春意盎然。木

兰艺术团带来的是今年的热门节目“小苹果”

酷劲十足。来自在波士顿享有盛名的浮云相

声社的两个北京小伙郑辰和张峻川表演了诙

谐有趣的相声《学小曲儿》。波士顿音乐学

院的邓雅雯演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让人

们想起了远在国内的亲人。 

        今年不仅外援请的好，SAPA-NE 协会会

员们准备的节目也非常给力。本场晚会的策

划之一的马伟军先生 14 岁的儿子马田由弹奏

的古筝曲《秦桑曲》行云流水颇见功力。组

委会成员龙江先生的吉他弹唱“那些花儿”

把大家带回了青涩的大学年代。会长赵南丁

先生的脱口秀《百家讲坛》对中、日、美等

多种文化的辛辣点评很有新意。SAPA 的艺术

瑰宝赵洁女士的一首高音“幸福人间”沁人

心脾！最精彩的节目当属资深会员、会内奇

才孙天霄先生编写，四大金刚孙天啸、马伟

军、赵南丁和程骋齐上阵的小品《新闻联播》

了。表演者对 2014 年脍炙人口的网络流行语

那是如数家珍。节目中不仅娱乐界大腕腾格

儿、刘德华、费玉清被调侃了，连奥巴马、

安倍晋三等政治人物都没有逃脱被整的命运。

现场观众的笑声更是一浪接过一浪。 

 

图一：活动主要策划和组织者： （左起）赵

君，龙江，程骋，孙天霄，赵南丁 

        吃完协会提供的美味中餐后，大家就三

五成群的热聊了起来。正如赵南丁会长在开

幕词中所期待的那样，这次活动给协会领导

团队，会议和活动的协调员们，以及会员及

其家属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欢乐的社交平台。

在这里老朋友叙旧，新朋友相知。最后药协

会长赵南丁和继任会长梁桂青率全体领导团

队向大家表达过去一年互相支持的感谢，并

送上了衷心的新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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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SAPA-NE 春节联欢会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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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里程碑] 

美中药协中国分会落户郑州台湾科技园 

SAPA EC, 郑州台湾科技园 

 
       2014 年 10 月 24 日，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SAPA）中国分会成立庆典暨新药研发研讨

会在郑州国家高技术生物产业基地先导区—

—郑州台湾科技园举行，郑州航空港区管委

会副主任黄卿和美中药协中国分会会长王英

博士共同为美中药协中国分会的成立揭牌，

此举标志着北美华人最大的制药、生物技术

专业协会正式落户郑州航空港区郑州台湾科

技园。郑州国家高技术生物产业基地是国家

发改委审批的全国 22 个国家级生物产业基

地之一。 

 

 
图一：美中药协中国分会成立庆典暨新药研

发研讨会现场 

 

        此次美中药协中国分会成立庆典特别邀

请了邀约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所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养

洁等 70 多名国内外生物医药行业专家、学

者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陈竺对大会发来贺词，总部成立仪

式后，与会专家对新药研发相关内容进行了

专题研讨。 

 

图二：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卿和美

中药协中国分会会长王英博士共同为美中药

协中国总部的成立揭牌 

 

        黄卿在成立庆典上发表致辞，他说美中

药协中国分会落户在郑州国家高技术生物产

业先导区是 2014 年航空港区生物医药领域的

一次盛会。生物医药业是航空区发展的三大

产业定位之一高端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中药协中国分会的成立将为中原生物产业

发展提供广阔平台，引进世界一流的生物医

药研发和管理人才，加快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生物产业的发展，提升河南、乃至整个中原

经济区生物医药产业的规模和水平。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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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美中药协成员实地考察在郑州台湾科

技园的办公环境 

22014 年 9 月 24 日，在 SAPA 前会长、

国家千人计划成员之一的吴豫生博士的积极

协调下，美中药协中国分会在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完成注册，美中药协是以美国

华人医药界人士为主体的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成立于 1993 年，总部设在美国新泽西。目前

有大约 4000 名会员分布在美国和中国。会

员的工作涵盖整个制药行业：从新药研发、

临床前与临床研究到药物和生物技术产品的

生产、注册、市场营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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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活动通知] 

June 

8-10th: Shanghai BioForum, China  

13th:  SAPA-NE 17th Annual Conference with the theme "The Frontline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Breaking through Omics to Improve Patient Health Outcomes”, Wong Auditorium, 

Tang Center, Building E51,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 

19-20th: SAPA-GP 13th Annual Conference, Villanova University, Villanova, PA  

 

September 

12th: SAPA HQ 23rd Annual Con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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