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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兼修 继往开来 
美中药协召开新一届2017-2018 常务理事扩大会议 

编辑：阮诗雅 赵一鸣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于10

月28号在新泽西普林斯顿召开了
2017-2018年度第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
议。SAPA主席团，董事，常务理事，
以及部分志愿者们参加了此次会议，
其他分会的成员也通过现场或者电话
接入的方式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上届会长唐蕾博士总

结了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
果包括SAPA举办的40多场大小活动，
第一次在中国设立分会并召开了第一
届中国年会，达成与中国网络媒体的
合作， SAPA微信平台用户超过四千人
等，这些成就都使得SAPA在美国和中
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最后她对
SAPA的会员，执行团队，志愿者和赞
助者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并祝愿新一
届的领导团队更上一层楼。 
  

接着本届会长刘建博士向大家介
绍了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并提出了新
一年的发展规划。他提出了“ONE 
SAPA”的目标，鼓励总会和各个分会
资源共享，互相支持。同时各分会应
当联合一致，共同将协会拓展到新的
专业领域，例如医疗器械和医药投资
，和新的地域，例如美国东南，中南
区以及中国有待扩展的地区。他还借
用前会长戴卫国的比喻，形象的指出

协会的发展既要苦练“内功”也要兼
修“外功”。“内功”是指帮助提升
会员们的领导力和沟通能力，从协会
内部培养出领导群体，并且让他们进
一步培养再下一代的领导者，最终一
代代薪火相传。“外功”则是增强与
兄弟协会的战略合作伙伴，以及赞助
商之间的联系，并积极在中美拓展新
的伙伴。同时也要加强与美国主流医
药专业协会，以及其他华人专业协会
的合作。 
 

接下来SAPA的董事会主席王英博
士介绍了协会章程的制定，修改和监
管流程。董事会成员由协会元老组成
，通过选举产生。他们负责制定协会
方针政策，指导和监督着执行委员会
的运行。  
 

刚刚在2017年年会中当选的2018 
-2019年候任会长沈小乐博士向大家讲
解了协会的财务管理办法，梳理了下
一年协会的主要活动规划。值得大家
期待的除了年会，科学研讨会，职业
发展研讨会之外，还有项目路演，校
园访问等新活动。特别需要提到的是
明年将是SAPA成立25周年的纪念，届
时会有盛大的庆祝活动，期待大家积
极参与。欲了解详情，请登陆美中药
协网站www.sapaweb.org或关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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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新一届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合影 

 
 
 

美中药协总部新一届2017-2018执行部门介绍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于10

月28号在新泽西普林斯顿召开了
2017-2018年度第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
议。SAPA主席团，董事，常务理事，
以及部分志愿者们参加了此次会议，
其他分会的成员也通过现场或者电话
接入的方式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
本届会长刘建博士提出了新一年的发
展规划，并向大家介绍了新一届的领
导班子。SAPA的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
人也提出了下一个年度的工作目标。
以此次会议为基础，小编为大家整理
出了SAPA各部门的相关信息，以便大
家了解SAPA的组织与运作。同时也欢
迎SAPA志愿者们，联系自己感兴趣的
部门。 
 

SAPA主席团 
 

● 工作职能: SAPA主席团是SAPA 
的最高领导机构，现任会长负
责SAPA当年工作，前会长提供

辅导和帮助，候任会长在学习
SAPA组织的运营过程中参与所
有活动的执行。SAPA主席团主
持常务理事会，任命常务理事
职能部门负责人，在年初制定
一年的SAPA工作计划和预计取
得的成果，安排并协调总部和
各分会活动，并领导SAPA每年
主要活动的举行。主席团在每
年年会之前负责SAPA下年候任
会长和常务理事的选举。 

● 2017-2018年工作目标: 继续加 
强一个SAPA的建设，扩大美中
药协在中美医药行业的影响；
进一步增强SAPA的领导团队，
培养出SAPA在未来很多年的领
导梯队；紧密SAPA和各战略合
作伙伴的联系，寻求与主流专
业协会的合作，进一步利用
SAPA作为中美医药行业交流的
桥梁扩大SAPA为中美医药行业
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3 



 
 

SAPA Newsletter 89	

 
前任会长： 
唐蕾Lei Tang 

 

本届会长： 
刘建Jian Liu 

候任会长： 
沈小乐 Xiaole Shen 

 

 
 

SAPA 职能部门 

 

 

SAPA CFO, 首席财务官:  
冯海霞 Helena Feng 

 
● 工作职能: 负责制定和执行美中药协财务政策，协助 

会长根据财政收入和下年活动制定预算，监督SAPA年
度财务报销符合财务制度，维持SAPA非赢利501（3c
）身份; 

 
● 负责收集SAPA总部和各分会保税材料，主持SAPA年度

报税。 

 

秘书长兼财务主管: 
许爱国 Aiguo Xu 

 
● 工作职能：协助会长开展日常事务工作，组织实施

年度工作计划；协调各个职能部门开展工作；处理
其它日常事务；协助CFO处理财务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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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事务及宣传部  
China Affair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Team 

主管：陈晓东Xiaodong Chen 
 

● 部门职能：负责SAPA的中国事务与交流，与中国相关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规划沟通策略， 制定交流内容
，指导并执行交流活动，通过SAPA活动及各类宣传途
径，扩大SAPA的影响力； 
 

● 2018工作目标：采访SAPA相关的专业人士，制作专题
访谈；打造SAPA原创文章；升级微信平台，完善平台
的各项功能；加强跟每个分会的沟通与联系，相互合
作提高SAPA的知名度；寻求与中国的媒体合作，及增
加有效的英文媒体； 

 

  网络及信息技术部 IT and Webmaster Team 
主管：丁崴Wei Ding 

 
● 部门职能：维持SAPA网站的正常运行，使SAPA的信息

公开化、共享化、数据化、规范化，并对SAPA的活动
和功能部门提供支持。 
 

● 2018工作目标：完善SAPA官方网站界面, 提高其安全
性；更新并迁移终身会员信息；为会员提供专业的信
息资源，并管理所有分会的会员数据库；完善网站及
移动设备的新功能与技术； 

 

 

法规事务部 Regulatory Team 
主管：杜新 Xin Du 

 

● 部门职能： 协助SAPA与中国药监局、美国药监局和
其他中国医药机构进行沟通与交流；组织医药法规相
关的研讨会和培训；为中国药监局新发布的法规政策
提供建议；全面支持SAPA其他分会的相关法规活动。 
 

● 2018工作目标：法规事务部将会继续欢迎新成员加入
，组织并提供优质的网络讲座，并为中国药监局提供
相关的医药法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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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发展及服务部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Services 

主管：甘晓冬 Frank Gan 
 

● 部门职能：寻求与中美医药企业的商业发展机会，帮
助SAPA完成集资的重要目标；与中美医药企业建立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 2018工作目标：希望利用美中药协日益扩大的影响,
继续搭建互利双赢的合作平台，提供优质的服务，与
更多的中美医药企业及园区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 

 

 

学生事务部 Student Affairs Team 
主管：郭永Yong Guo 

● 部门职能：负责组织以SAPA学生会员为核心的团队；
建立与当地高校学生组织的良好关系；制定和推广相
关的学生活动与项目，以及帮助学生的职业规划与发
展。 
 

● 2018工作目标：加大建立学生志愿者核心团队的力度
；组织并推广有利于学生职业发展的活动到各大高校
；增加活动的类型，计划为学生提供更多样化的知识
以及更有效的工业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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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部 Public Relations Team 
主管：龚家昌Jiachang Gong  

               关洪平 Hongping Guan 
 

● 部门职能： 对内外公众宣传；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公
共关系活动，与会员、各种企业和机构建立良好的关
系；同时致力于塑造SAPA组织的良好形象。 
 

● 2018工作目标：与学术委员会建立良好的关系；加强
与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在SAPA的各种活动里，加强对
SAPA形象的宣传。 

 

奖励及奖学金部 Awards and Scholarships Team 
主管：刘晚生 W. Jerry Liu 

 

● 部门职能：评定SAPA高中生奖学金、研究生/博士后
（参加SAPA年会的）旅行资助奖、及其它各类奖项，
协助公司或个人设立各种形式的奖学金或/和审阅评
价奖学金申请。 

 
● 2018工作目标：组建SAPA奖学金及奖励审理委员会，

联系研究生/博士后旅行资助奖的公司赞助，进一步
通过SAPA奖学金、旅行资助奖及其它奖项扩大SAPA对
社区的回馈，对在生命科学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
或企业家给予奖励，以及培养年轻一代对生命科学的
兴趣并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提供机会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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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及后勤部Operations and Logistics Team 
主管：刘健James Liu  

 

● 部门职能：负责SAPA活动的策划、组织、控制、协
调、和实施等各项工作；负责活动的整个具体流程，
安排活动人员与志愿者；准备活动物资和把控相关预
算；跟踪落实活动的各项进程。 
 

● 2018工作目标：计划从各大高校招揽更多的志愿者，
充实运营及后勤团队；对志愿者提供相关的培训，提
高活动的服务质量；加大与SAPA其他部门的沟通与合
作；建立标准化的活动流程。 

 

会员部 Department of Membership 
主管：杨光耀 Guangyao Yang 

 

● 部门职能：负责SAPA会员信息和会员福利的管理，以
及会员数据库的更新与维护；负责SAPA各大活动的注
册报名事宜。 
 

● 2018工作目标：完善SAPA会员和终身会员的信息, 健
全会员的福利制度；优化SAPA官方网站，并建立会员
数据库管理系统；建立标准化的活动报名流程。 

 

职业发展部 Career Development Workshop 
主管：孙壮 John Sun 

 

● 部门职能：致力于为学生与在职人员提供更好的职业
发展帮助；策划与组织职业发展座谈会；与工业界、
院校的专业人士联系，组织邀请相关人士参与SAPA活
动分享职场经验和建议。 
 

● 2018工作目标：”Going Deep, Diving on What 
Truly matters.” 筹备举办全新的2018年职业发展
研讨会；筹建SAPA Leadership Affiliated Network 
(LAN)， 一个医药界华人的职业发展互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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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第25届年会专题报道 

文：展西，徐晓滨 余鑫 王晚 周真如 马萌宏  
李亮秋 滕欣 贺丹 吴红 郭晶晶 阮诗雅 赵一鸣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SAPA) 于
2017年9月29日至30日，在新泽西州
Somerset 成功举办了第25届年会。围
绕 “通过全球合作推进制药与生物技
术发展：挑战与机遇”这一主题，为
期一天半的大会在两个主会场和十个
分会场中分别进行，吸引了近千名业
界人士参会。在组委会的努力下，本
次年会邀请到破纪录的七十多位医药
行业的中外著名专家、学者、投资
人、企业家和公司高管发表演讲。此
次年会突破了过去以研发为主的模式
，首次增设了数个以往没有的议题，
如市场开发、医药投资、项目路演和
专利保护等，精彩纷呈，令人耳目一
新。 

在大会开始，现任会长唐蕾博士
首先致欢迎词。她介绍了美中药协的
理念和使命，总结了过去一年里SAPA
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活动，并感谢赞助
商和志愿者的付出。会后，我们专访
了唐会长，请她谈谈对年会的看法和
SAPA今后的发展方向。她表示本次年
会与以往年会相比，更大，更广，更
多，更专业。年会组织者原本的想法

是，求精不求大。结果是，做的精了
，人就来了，自然也就做大了。与以
往相比，今年年会的议题设置，邀请
嘉宾的的专业特点上与以往都有许多
不同，例如超越了传统的R&D，更多的
涉及了市场，商业拓展和投资方向。
这些变化反映了当下医药发展格局的
变化，以及华人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现
状。她介绍说我们华人在医药界的布
局和前些年相比有很大变化。有的继
续在R&D耕耘，有的成功转型做市场营
销；有的留在跨国大企业，有的则海
归加盟中国药企。另外一大批成功的
创业者，在中美经营着自己的公司。
大公司对外承包，CRO公司提供打包/
平台服务。如何融入这些医药界的新
的发展趋势，是我们今年年会的重点
议题，也希望参会者在这些方面有所
收获。谈到对今后SAPA发展的期望，
她说今后5-10年是中国医药业发展的
黄金阶段，全球的生物制药随着突破
性新技术的发展，也将迎来一个竞争
激烈但硕果累累的新时代。SAPA要遵
循使命，继续推动中美医药的发展，
为会员们提供一个交流互动平台。 

唐蕾会长致欢迎词 

9 



 
 

SAPA Newsletter 89	

本次年会的全体大会主题是中美
生命科学产业的新形势及监管法务改
革。大会探讨了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推
进制药及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提出了
在突破性及创新药研发，风险投资，
业务拓展，法务监管等各方面的机遇
和挑战。 

BioNJ的主席和CEO，Debbie 
Hart,首先做了关于新泽西生命科学产
业形势的报告。她介绍了新泽西逐步
形成的生命科学产业链，以及生命科
学产业的经济影响和未来发展。接着

她分析了新泽西州在制药及生命科学
产业的特点和优势，尤其强调了中国
企业在其中可以获得的机遇。最后她
介绍了BioNJ的使命和作用，提出了未
来潜在机遇，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和制
药公司即将在新泽西创办孵化器。对
于观众提出为什么众多制药企业搬去
波士顿地区以及新泽西州对此的应对
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的犀利问题
，她耐心解答，强调了新泽西州的优
势在于对产品商业化方面能力和经
验。 

BioNJ的主席和CEO，Debbie Hart（左）介绍新泽西生命科学产业形势 
 

随后，FDA 总监，ICH委员会主席
Theresa Mullin博士,发表了关于人用
药品注册技术规定国际协调会议（ICH
）的改革和未来方向的主题演讲。她
介绍了ICH的使命和作用，讲解了指导
方针的制定过程。 她强调了ICH在全
球运营和市场营销方面的重要性，并
且举例说明ICH带来的好处和成员的优
势，例如电子化加速审批时间。ICH改
革和未来方向侧重于结构调整，提出
Strategic Portfolio方法，强调临床
研究设计的质量，修订指导方针增强
灵活性。  

接着，BMS 高级副总裁Mathias 
Hukkelhoven博士，发表演讲关注中国
监管法务改革，以及其在全球创新药
物研发的机遇。他指出中国作为全球
第二大制药市场，在创新方面仍处于

第三梯队，中国市场上大部分药物仍
是仿制药。针对这些问题，CFDA从
2015年起作出了超过3000项的政策调
整，鼓励创新，要求提高提交的数据
质量，加快审批效率，减少进口药的
文件繁琐程度，增强临床实验检查力
度。这些政策改革以及加入ICH，为药
物研发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新药的审
批周期被大大缩短了。他同时也指出
目前仍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专利保
护力度，假药问题，目前市场对创新
药的激励不大，临床实验基础设施跟
不上等等。 

在第二天的全体大会上，艾滋病
鸡尾酒疗法发明人，时代周刊1996年
度风云人物何大一博士做了关于设计
生物特异性抗体来阻断HIV传递的主题
报告。他分享了10E8/imAb生物双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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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从实验室研发、筛选、优化，到
与药明生物合作开发、纯化并进入一
期临床的故事。同时他介绍了他们优

化抗体设计、制剂，以及提高稳定性
的策略。 

 

FDA 总监、ICH委员会主席
Theresa Mullin博士 

BMS高级副总裁 
Mathias Hukkelhoven博士 

Sanofi副总裁 
Christian Antoni博士 

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人，时代周刊2006年度风云人物 
何大一博士与参会人士热情交流 

接着，Sanofi副总裁Christian 
Antoni博士的演讲介绍了自体免疫疾
病治疗的突破性创新。他首先分析了
自体免疫疾病药物的研发现状和市场
，提出Target Pathway乃是关键。他
指出了市场的需求和仍然存在的一些
问题，例如目标疾病、疗效、安全性
等等。随后他介绍了Sanofi的研发产
品管线和主要产品，通过临床数 
据和发表的文章说明了产品的疗效。
最后他强调了电脑科技和大数据在未

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强调了
亚洲合作伙伴，特别是中国的重要
性。 

药明生物CEO， Chris Chen在接
下来的演讲里介绍了药明生物的发展
历史、商业模式、公司概况和提供的
服务。药明生物仅仅6年时间就打造成
了2500多名员工，50亿美元的上市公
司，客户遍及全球。他自豪的表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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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生物各部门健全，能为客户提供一
个完善的研发平台，具有强大的连续
生产能力和整合能力。按药明生物发
展计划和扩展，它将成为国际最大的
生物技术hub之一，而不是传统的
CRO/CMO。它将有上百个项目，拥有自
己的专利和产品，有核心竞争力并提
供百姓花得起的生物药。他相信药明
生物的创新、研发、制造模式将引领
行业未来。  

随后Tri-I TDI总监 Michael 
Foley博士,介绍了TDI学术－商业新模
式。他指出目前制药行业研发模式太
慢太贵太大风险，这些问题催生了TDI
的形成。TDI是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 
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RU)和
Weill Cornell Medicine (WCM)三所
顶尖医学中心合作的结果。TDI在医药
研发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是帮
助研究员把实验室里突破性的基础研
究发展到临床研究。从创立至今，TDI
参与了超过50个药物的开发。这是一
个可持续发展的制药新模式。 

最后华大基因BGI 高级副总裁
Yiwu He博士发表了“当科学是门生
意”的演讲。他谈到BGI从Editas, 
Juno等公司的成功案例中得到启发，
非常重视科研，不断摸索如何从学术
成果创造成功企业的过程。 

 

药明生物CEO Chris Chen 
Tri-I TDI总监  

Michael Foley博士 
华大基因BGI 高级副总裁 

Yiwu He博士 

 

商业拓展论坛 

商业拓展论坛是本次SAPA年会嘉
宾演讲最精彩，观众反响最热烈的分
会之一。本次论坛由致力于耀升医药
华人商业领导力和促进中国药企进入
西方市场的BioKatalyst和Humanwell
赞助，并由有着丰富业界经验的张彤
博士，甘晓冬博士，和张阿铭博士主
持。 

论坛分为嘉宾演讲和小组讨论两
个部分。嘉宾演讲邀请了在全球商业

拓展领域最具特色也最为成功的两家
中国药企：百济神州和复星医药。它
们分别代表了医药商业拓展的两个重
要领域：授权和并购。 

第一位演讲嘉宾，百济神州执行
副总裁， 全球业务发展负责人李季博
士发表了题为“通过业务发展和合作
而转型的百济神州”的精彩演讲。他
首先介绍了百济神州的高级管理层，
临床管线，全球布局，以及历史沿
革。随后他介绍了百济神州在苏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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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设厂的经历，以及大家最最关心
的百济神州和Celgene刚达成的战略合
作。这个合作把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创造了双赢的伙伴关系，也推动了中
国药物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最后
李季博士总结点出演讲主题，商业拓
展对百济神州至关重要，是百济神州
今天和未来成功的关键。 

第二位演讲嘉宾，复星医药（美
国）的首席执行官邹丽晖女士，发表
了题为“复星医药：整合中国动力和

全球资源”的精彩演讲。她介绍了复
星医药的文化，历史，愿景，创新战
略，商业模式以及复星医药的两个特
色产业：在中国先驱性的运营私人医
院和全球先进的医疗诊断仪器的引
进。随后她介绍了复星医药在全球的
投资并购，并介绍了几个案例：2017
年和Kite的合资，2009年投资Henlius
，以及最近对印度Gland Pharma公司
的并购。最后邹丽晖女士谈到了复星
在美国发展的战略。 

SAPA商业拓展论坛会场的盛况 

百济神州执行副总
裁李季博士 

复星医药(美国)的首
席执行邹丽晖女士 

参与商业拓展小组讨论的嘉宾(左起：张彤博士，
李季博士，邹丽晖女士，和Dr. Michael Keyoung) 

 

随后的小组讨论由张彤博士主持
，李季博士，邹丽晖女士，以及
C-Bridge Capital的 常务董事和北美
区负责人 Michael Keyoung参与了讨
论。几位嘉宾分别对中国公司的引进
技术许可，对外技术授出，以及投资

并购，这些观众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分
享了自己的经验和心得。最后小组成 

员还给有志于加入商业拓展领域的年
轻人，尤其是想从研发转入商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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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轻人提供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诚如李季博士说所说“从事商务拓展
不是为了光荣和赞誉。你必须热爱你
所从事的医药行业，因为大家所从事
的行业是为了治病救人。” 会后，观
众们仍久久不愿离去，纷纷留下来继
续和嘉宾交流。 

商业运作与市场营销分论坛 

“商业运作与市场营销”是第25
届SAPA年会新推出的一个分论坛。演
讲选题及嘉宾的经历对分会成功举办
起到了重要作用。参会者抱着虚心学
习的态度向嘉宾“取经”，结合自己
的工作提不少出有真知灼见的问题。
会后讨论同样十分热烈，很多听众表
示从与嘉宾的互动中受益匪浅。 

来自Merck市场运作与战略实现部
门的副总裁Pattie Drake首先发表了
题为“医药行业未来五大发展趋势”
的精彩演讲。她表示，现在医药企业
正经历着从以销量为导向到以价值为
导向的销售模式的转变，未来市场会

更加关注药品的效用，从而全面考量
医生、患者、医疗保险公司、制药公
司、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综合收益。
大数据的收集及分析将在市场分析中 

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制药公司运
营成本的持续增加，市场营销的重心
也将由传统销售团队转移到数字媒体
宣传。在与观众的互动讨论中，
Pattie Drake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促使
生物制药企业接受以价值为导向的销
售合约的契机，以及与以销量为导向
的销售模式相比，各有那些优劣。 

随后，Komodo Health的副总裁
Shirley Ying和Novartis的副总监Sam 
Kay做了“医药行业的市场营销与销
售”的专题演讲。他们认为市场营销
就是在正确的地方、以合适的价格做
药品宣传及推广。药品研发、综合交
付网络与客户管理三者的结合组成了
整个市场生态系统。他们为大家勾勒
出药品商业化的路线图，最后深度分
析了市场调研，商业模式，和销售团
队运作在市场营销中的作用。 

 

Merck的副总裁Pattie Drake  Komodo Health的副总裁Shirley Ying和
Novartis的副总监Sam 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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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运作与市场营销分论坛嘉宾  
（从左到右; 代星博士， Sam Kay, Pattie Drake,  沈小乐博士,  Shirley Ying） 

知识产权分会场 

在主持人美中药协常务理事、福
克斯·罗斯柴尔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W. Jerry Liu博士简短而精彩的介绍
后，SAPA年会生物医药行业专利分会
场以福克斯·罗斯柴尔德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Gerard P. Norton博士诙谐幽
默的2017年专利趋势开场。Norton博
士从专利申报资格聊起，延伸到专利
侵权案例深入分析，并生动地介绍了
专利用尽原则。Novo Nordisk的IP法
律顾问Jamie Hu博士继而用Amgen和
Sanofi/Regeneron之间关于
anti-PCSK9抗体专利争议的案例向大
家深入剖析了怎样获得和执行治疗抗
体专利权利要求。精彩的专利起诉历
史回顾，审判法庭程序简述，以及从
案例中总结出的实践技巧让听众受益
匪浅。紧扣SAPA美中结合的主题, BMS
的Jing Sun博士和专利律师Hong Liu
博士做了主题为“中美专利实战，文
本翻译之外的挑战”的演讲。孙博士
从中美知识产权法律体制说开去，比

较了美中的专利标准，并重点强调了
包括数据披露在内的创造性步骤和实
践技巧。 

接下来的三位演讲嘉宾，来自
Rutgers大学技术转让和商业化部门的
执行总监Tatiana   Litvin-Vechnyak博
士，成美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郑利
华律师，以及Empire Valuation 
Consultants的Jonathan Tang先生把
学术研究、商务拓展及专利申请结合
起来，结合案例分析，为听众们深入
解析了从大学里的big idea到专利申
报、专利价值评估方法、以及如何在
商务领域有效发挥公司专利效用的奥
秘。随后的小组讨论中增加了福克斯
·罗斯柴尔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Jimmy 
Hao博士的参与，现场气氛热烈，互动
频繁。演讲嘉宾针对观众提问作出的
犀利点评，迎来阵阵掌声，会议从原
计划的5:00结束推迟到5:30结束，不
少听众们还余兴未尽，继续留在会场
与演讲嘉宾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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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分会Gerard P. 
Norton博士精彩开场 

Jamie Hu博士深入解析 Amgen和
Sanofi/Regeneron之间关于
anti-PCSK9抗体专利争议的案例 

郑利华律师精彩演讲 

 

知识产权分会 圆桌讨论 

医药投资论坛 

 
论坛共同主席陈晓东博士首先回

顾过去几年中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的中
国新药研发公司如百济神州，和记黄
埔，再鼎等，都跟国际VC投资分不
开。随后介绍第一位演讲嘉宾元明资
本的创始合伙人田源博士出场，他为
大家带来了《在全球变化的时代下中
国医药的选择》的主题演讲。他谈到
现今中国医药行业发展遇到了瓶颈--
中国制药行业增长率逐年下降，中国
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医药消费市场，
制药与创新能力却仍属于世界第三梯
队。然而这一切都将发生变化，过去
三年CFDA的改革疾风暴雨，如同三年
解放战争，为新药研发和高端仿制药
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他相信未来十年
中国的制药企业会由传统型的低端仿

制药向创新药转变，在这种环境下，
一批新的企业将成为中国医药发展的 

 

 
上任会长戴卫国博士为第一位演讲嘉宾田

源博士颁发社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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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作为投资人，他给就如何慎重
选择投资项目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
以投资王晓东院士的百济神州的成功
经验，介绍了科学家与企业家的组合
作为创业团队核心的成功方式。 

随后亚洲礼来投资合伙人卢洪波
发表了题为《中国医疗健康行业投资
的经验与展望》的演讲。她谈到现在
中美医药投资的紧密联系，已有一些
中国医药企业在美上市，而很多海归
选择回国创业，同时政策调控加速了
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现在投资方向
已从仿制药，改进药，向创新药转
变。作为投资人，她倾向于投资一般
会有技术背景的初创企业家。 

接着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的
演讲关注了《中国生物医疗的早期投
资》。他介绍了他的投资理念是展望
五至十年后的行业趋势。他认为大规
模的数据分析会对生物医疗行业产生
革命性的作用，例如谷歌搜索与金融
分析对其行业都产生了革命性的推
动。 

接下来，Cedrus Invenstment生
命科学部主管以及常务董事金聂琳谈
到了《从积极参与中美事物的投资咨
询公司的角度看待跨境合作投资的趋

势》。她提到许多公司对于寻求中美
合作的热情很高，但很多公司不知道
从何入手。她指出除了金融投资之外
，也可以进行策略投资。现在政策上
提交和审查的程序更加灵活，这更加
刺激了投资者的兴趣。 

最后，启明美国投资合伙人胡静
姗博士做了《与中国同步跨境投资美
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主题演讲。她的
公司主要投资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
她介绍了一些投资的成功经验，包括
最近上市的Zai Lab，和公司投资选择
的标准，例如创业者最好有连续创业
成功的经验。 

下半场是座谈讨论，几位嘉宾分
别对观众以及主持人王进博士的提问
进行了回答，阐述了作为投资人对于
投资项目的选择以及今后的投资趋势
，并且给与了创业者提供了吸引投资
的很好意见。观众与投资者和初创公
司面对面交流，听取了融资面临关键
问题，成功的案例及专业人士分享的
资金募集技巧。会后，观众们仍久久
不愿离去，而是纷纷留下来继续和嘉
宾交流，通过这个高水平的社交机会
，与投资者，初创公司和潜在合作者
建立联系。 

 

 
王进博士主持的投资论坛下半场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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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SAPA年度中国CEO论坛: 新闻
以外的故事 

SAPA年会中国高管论坛是一个为
制药业当下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和机
遇提供的教育、交流及辩论的特殊平
台。本次论坛特别邀请到诺诚健华CEO
崔霁松博士，人福普克药业CEO郭大海
，爱晟德创始人及CEO黄敬珺博士，江
苏恒瑞医药研发中心CEO陶维康博士，
Abpro中国CEO杨建国博士，再鼎执行
副总裁严水中，华海执行副总裁胡江
滨，方恩医药CEO张丹，Americas 
Pharmaceuticals and Diagnostics， 
高级副总裁胡星华。 

在论坛上，嘉宾们积极回答主持
人提出的问题，并对未来行业的发展
趋势进行了预测。各位嘉宾探讨了医
疗政策和监管改革将会怎样影响行业
发展模式，尤其提到CFDA最近发布的
新政策， （比如60天批准、自检、营
销、产品执照持有人等），而且最近
中国刚刚成为ICH成员国，跨国公司在
中国开设的分公司将面临巨大的机遇
和挑战，嘉宾针对应该怎样应对这些
变化表达了自己精彩的见解。中国和
美国社会大环境的差异将导致公司在
运营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公司文化也

有着很大的差别，必须根据人文环境
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市场策略。 

在观众提问环节，观众争相进行
提问，两个小时的会议时间完全不够
用，各位嘉宾针对观众提出的问题从
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与观
众的讨论中，嘉宾们一致认为这个行
业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行业，既
要抓住政策改革带来的机遇，也要慎
重自己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和选择。他
们认为本行业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好的
发展环境之下，包括政策，社会，经
济各方面因素都对行业发展非常有利
，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住机会和找对
方向。针对观众关心的个人今后的发 

展道路问题，嘉宾根据自身经历，建
议各位海归如果想回国发展事业，那
么进入海归老板创办的公司是一个很
好的选择，或者进入跨国公司（但要
认真考虑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论
坛会场时时爆发出掌声和因嘉宾的幽
默发言而引发的笑声。会场座无虚席
，部分观众甚至因为座位不够坚持站
着听完了整场会议。 

最后，刘建会长为嘉宾颁发了奖
杯以表彰他们对医药行业做出的贡
献。 

嘉宾就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发表精彩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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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CEO论坛嘉宾合影 

刘建会长为嘉宾颁发奖杯 

中国CEO论坛会场座无虚席 

SAPA-HQ首届创投峰会 

你是否想也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
造福患者的产品？是否想过像乔布斯
和比尔盖茨那样要带领小伙伴们创
业？是否想了解创业过程中的挫折和
喜悦？想认识投资界的大拿，倾听他
们的职场经历？想知道投资者如何选
择初创公司？ 每一位参会是带着类似
的问题和浓厚兴趣，来倾听这一场紧
张有序的创投峰会：连续5个小时的峰
会，上下两个半场的都全场爆满。 

此次SAPA-HQ第一次举办创投论坛
，便邀请到了华人生物医药投资界的
顶级投资专家作为路演导师：中国医
药投资界先驱王进老师，元明资本创
始合伙人田源老师，启明创投美国部

生物医药基金的合伙人胡静姗老师，
花旗银行的资深分析师黄旸老师等等
十几位担任论坛评委。王进老师受邀
担任主评委，路演的上半场由SAPA-HQ
常务理事和宣传部长陈晓东博士以及
SAPA志愿者代表詹乐博士主持，下半
场由志愿者代表梅佳军博士和刘玲同
学主持。 

SAPA-HQ和这些知名投资人的品牌
效应，吸引了大批高质量的创业团队
报名参赛，听众因此也都获益良多。
四个半小时的峰会节奏很快，一共有
12个团队进行演讲。中间穿插了半小
时的休息和poster展示。参与演讲环
节的每个创业团队，先做大约7分钟的
公司讲解，内容涵盖核心技术、市场
需求、创业团队、融资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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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峰会现场 

随后是大约7分钟的导师团队问答
环节。导师们热情洋溢，提的问题非
常的专业和深入，不仅涉及了技术细
节，还讨论了专利保护、监管环境、
竞争对手、国内外行业现状、部分项
目的行业痛点等等，不时与创业者展
开激烈讨论。每场演讲结束，主持人
为进入演讲环节的创业者颁发了荣誉
奖状。 

12轮演讲结束后，在大家等待总
结项目评分的环节，主评王进老师对
峰会的成功举办和美中医药投资现状
做了简短的总结。然后来自SAPA-GP的
陈峰浩博士主持了观众实时打分的互
动环节，活跃了紧张的气氛，让资深
投资导师们也耳目一新。New Biotic, 
LLC 的首席执行官 Mr. Lau(S H Lau) 
以近乎完美的演讲获得了现场观众的
亲睐。随后，SAPA-HQ前任会长戴卫国
博士、导师代表田源博士和现任会长
唐蕾博士分别给评委评出的前三名创

业者颁发了荣誉奖牌。深圳君圣泰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HighTide 
Biopharmaceutical）创始人和首席执
行官刘利平博士  ，ID4Pharma公司创
始人和首席技术官谢向群博士，和New 
Biotic公司的Mr. Lau分别摘得了导师
团评选的一、二、三名。值得注意的
是，刘利平博士和谢向群博士均是
“千人”计划专家。 这些敢于挑战、
勇于探索的科学家兼创业者是当今和
平时代真正耀眼的明星！ 

峰会在SAPA-HQ现任会长唐蕾博士
的点评中圆满结束，创业者和导师们
则继续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气氛活
跃，交流和探讨一直延续到年会晚宴
结束。 虽然这是SAPA-HQ第一次举办
创投峰会，但是导师和参会者们对此
次峰会的专业性、深入性、项目的高
质量和活动的组织有序都有一致的高
度好评。 

 

创投峰会创业者和主办方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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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刘利平博士（左图左一），ID4Pharma公司谢向群博士（中图中间）
，和New Biotic公司的Mr. Lau（右图中间）分别摘得了导师团评选的一、二、三。SAPA-HQ前任会
长戴卫国博士（右图左一）、导师代表田源博士（中图左一）和现任会长唐蕾博士（左图中间）分
别给评委评出的前三名创业者颁发了荣誉奖牌. 

药政法规分论坛 

分会主席杜新博士首先致开场辞
并介绍了分会的演讲嘉宾和流程。随
后Advaxis全球药物监管副总裁Robert 
Ashworth博士带来“FDA快速审批程序
概论”专题报告。他为我们介绍了FDA
实施的四项加速审批程序的目的，区
别与由来，并着重探讨了其中之一突
破性疗法资质认定的具体内容，步骤
以及以及对整体药物研发审批的影响
和重要性。 

方恩医药 CEO张丹博士随后介绍
了中国目前新药研发市场的改革与机
遇。他指出虽然国内尚没有类似FDA突
破性疗法资质认定这类加速审批程序
，但中国CFDA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
施以推动有重大治疗意义新药的研发
和审批进程，从而鼓励这类新药的发
展。 

接下来福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Shahnam Sharareh博士从法律的角度
为我们阐述了突破性疗法资质认定的
法律基础与考量，并结合这些法律依

据对突破性疗法资质认定的申请程序
做了详细介绍。 

最后Regeneron药物监管副主任
Elisa Babilonia博士为我们简略回顾
了FDA实施的包括突破性疗法资质认定
在内的四项加速审批程序。随后她通
过具体分析Regeneron的成功申请案例
Dupixent与我们进一步探讨了突破性
疗法资质认定的资格，优势，申请步
骤以及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部分演讲嘉宾与药政分会筹办人员合影 

之后参会者通过panel 
discussion与部分演讲嘉宾积极互动
讨论，整个regulatory分会反响热
烈。嘉宾们对分会筹备人员表示非常
赞赏与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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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xis全球药物监管副总裁
Robert Ashworth博士 

方恩医药CEO张丹博士演讲  Elisa Babilonia博士 

科学分会：癌症免疫疗法 

首先Admera Health 的CEO, 
Guanghui Hu博士, 发表了主题为“下
一代肿瘤免疫治疗”的演讲。 他综述
了免疫肿瘤治疗发展的历史及目前免
疫肿瘤治疗法的局限性。他认为未来
的肿瘤免疫治疗将是联合疗法，新的
免疫检查点阻断剂，预测性生物标记
物，以及可控并且能工业化的CAR-T细
胞。他的演讲使我们充满信心，随着
肿瘤免疫治疗法的深入研发，对于癌
症的目标不仅仅是治疗， 而是治愈。 

第二位嘉宾是来自Merck的生物统
计总监Dr. Cong Chen。 他的演讲揭
示了Pembrolizumab (Keytruda)研发
决策中的临床設计及统计分析。这些
决策使得Keytruda成功地后者居上，
成为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药。 

随后，GeneWiz的生物统计分析师 
Dr. Grace Qian 谈到了“如何利用有
效的基因检测分析促进抗体发明“。
Qragen Biotech 的CEO Dr. 
Chuan-Chu Chou, 介绍了CAR-T 及相
关的多功能平台技术-SMAB。 

最后，Merck的转化肿瘤学总监 
袁健达博士 发表了题为“下一代生物
标识及个体化肿瘤免疫治疗”的主题
报告。他认为不同的病人对免疫肿瘤
治疗的反应不同，联合疗法大大提高
临床结果。用生物标识来筛选更受益
于免疫疗法的病人，把精准医学引入
癌症免疫治疗领域, 将有助于避免不
良反应，为肿瘤免疫联合疗法提供指
导。 

部分演讲嘉宾与科学分会筹办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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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论坛: 职业发展阴阳学新解 

本次论坛以“职业发展之阴阳学
新解”为主题，生动深刻地探讨了如
何将这种辩证思维巧妙运用于职场发
展中。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中，阴阳
学说强调世间万物皆是相辅相成，平
衡消长，相互转化，正如同竞争与合
作，个性与融合并存的职场社会。本
次论坛的主席孙壮博士在论坛的一开
始便阐释了何为“阴阳”，它们可是
“阴晴”“高低”，可以是任何看似
对立又相互平衡甚至转化的两面。在
聊到对自己职业发展道路中“阴阳
论”的感悟时，孙博士分享了自己早
年的留学经历，正是当时对自我优缺
点的辩证分析，帮助自己能够扬长避
短，取长补短地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创
造机会。论坛共同主席康玲博士也谈
了她对职场阴阳平衡的体会。 

如何平衡生活与工作是所有社会
人永远要面对的命题。Advaxis 的CFO 
Sara Bonstein 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
成长经历。从J&J financia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 的

financial analyst到Imclone和Eli 
Lily的analyst manager,再到Advaxis
的CFO，Sara清晰地为自己制定了发展
目标并积极地寻求机会付诸实践。面
对工作中的压力和挑战，Sara始终热
爱自己的事业，并且从未放弃或牺牲
过自己的家庭生活。“ 以前我从未想
过，孩子的到来让我更加明白如何面
对生活和工作中的轻重缓急，让我知
道我有一个多么支持我事业的家庭。
我总是会积极地与家人同事领导沟通
并寻求帮助，而恰恰是这种坦诚地沟
通帮助我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良好的沟通利于平衡家庭与事业
，准确表达自己的职场需求和理想是
极为重要的。Merck的市场运作与战略
实现副总裁Pattie Drake，在多年与
同事下属的谈话中发现，敢于向自己
的上司表达自己的工作需求的人更容
易为自己争取到机会。作为一名女性
管理者，她非常鼓励职场女性勇于表
达内心想法，“你对于某一个职位的
迫切会让我发现你对工作的热情和潜
力，更会在机会出现时愿意优先考虑
到你”。 

 

孙壮博士和Advaxis的 
CFO Sara Bonstein 

Merck的市场运作与战略实
现副总裁Pattie Drake 

Dale Carnegie Training 
总监Don Warke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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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和领导力能力是职场成功的
关键。Don Warkentin 做为Dale 
Carnegie Training 的总监，主要负
责提供专业的人力资源培训。在会上
，他分享了如何运用一些有效的沟通
方法（Dale Carnegie 培训法则）去
扩展人脉圈和提高影响力。在会上，
Don让参会者进行互动， 首先让他们
在一个非常匆忙的情景下，互相和周
围的在会人员进行自我介绍，然后再
让他们假设是与周围的人是多年未见
的好友的情景下，互相进行深入交
流。互动完毕后，Don 提出现在大家
生活忙碌，多数人平时都是在非常匆
忙的情况下进行交流，这样的沟通很
多时候是不够有效且没有影响力的。
一场深入有效的谈话，才是提高人际
关系的关键。然后，Don还提出了一套
提高沟通能力、改善人际关系的法
则。首先，要找出工作和生活中的关
键人物，然后运用这些沟通法则去改
善人际关系，比如说，保持微笑，用
心倾听，善于赞美对方，谈论对方感
兴趣的话题等等，并提出一些例子阐
述沟通方法的重要性。会上，大家都
非常踊跃的参与互动。 

最后一个环节是小组专题讨论，
除了上面的演讲者，来自工业界不同
领域的资深人士Dr. Zhihong Ge 

(PhD, AVP, Head of Global 
Development Quality, Merck), Dr. 
Kevin Huang (PhD, Chief of Staff, 
WuXi Biologics), Dr. Weiyong Sun 
(PhD, MBA, Sr Dir, Global BD&L, 
Daiichi Sankyo) 和 Lauren 
Supraner (President, CAL 
Learning) 都参与了这个专题讨论，
为参会者提供了问答环节。这次问答
环节非常新颖，整个会场根据小组讨
论嘉宾被分成6组，参会者可以根据自
己感兴趣的领域参与其中一组，和嘉
宾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个环节持续了
一个小时，整个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最后每个讨论小组的其中一个成员发
表了自己讨论后的感受与收获。参会
者都表示这个讨论收获丰富，从这些
资深人士的回答中，了解到如何处理
工作中的挑战与困难，如何选择职业
发展路径，如何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
，如何融入美国文化和如何在自己感
兴趣的科研工作发展上再提升。最后
孙壮博士总结阐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
活，都不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人的一
生充满了各种可能，需要自己去探索
和寻找，并表达希望这次会议能为大
家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重要的启
发。 

 

演讲嘉宾和部分讨论小组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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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代表拜访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文：沈小乐 
 

美中药协代表于2017年11月29日
在北京职工之家酒店拜访中国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参加会见的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领导有副
局长吴浈，国际合作司副司长秦晓岺
，国际合作司处长王家威，办公厅秘
书夏军平，国际合作司李佳。美中药
协代表是会长刘建，候任会长沈小乐
，董事长王英，中国事务部主任陈晓
东。  

与会的美中药协代表介绍了美中
药协的历史以及回顾了近期与国家药
监局的合作和交流，盛赞了国家药监
局近年来在毕井泉局长领导下出台的
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举措包括加强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中国纳入ICH体系
， 和其他一系列鼓励新药研发的政策 
， 在推动中国医药产业升级，加速国 
际化进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吴局长

充分肯定了美中药协在推动中美科技
交流合作中的巨大贡献，特别指出中
国医药领域还有大量的提升空间可以
向美国的专业人士取经求教，希望美
中药协能建立美国的医药领域人才库
，来为中国的政策，法律法规制定出
谋划策。吴局长介绍了当天正在隔壁
会议室进行的由美国PhRMA为一百余位
中国药监局评审员提供的培训，主要
是介绍美国的加快审评的各种渠道，
以及实际案例分析。这项合作表明了
国家药监局推动中国新药研发的目标
和决心，通过政策调控和科学管理，
加快新药在中国的评审，使中国新药
更上一层楼。 

美中药协诚挚的邀请吴局长以及
国家局领导参加2018年9月28-29号在
美国新泽西举办的25周年庆祝活动。
吴局长愉快地表示会以适当的方式参
与。 

 

从左至右：陈晓东，沈小乐，王英，吴浈，刘建，秦晓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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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在浙江省台州市成功召开了领导峰会 

文： 冯汝玲   图：刘建 孙壮 

2017年SAPA 领导峰会领导合影 
 

2017年12月1-3日美中医药开发协
会和浙江省台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
了中美（台州）国际生物医药发展论
坛，本次论坛得到了美中药协总部和
各个分会的大力支持，邀请立One 
SAPA已取得的成就，强调了在未来进
一步完善SAPA的领导机构，建立统到
了85位美中药协在中美两地的医药行
业的专家，其中包括本届SAPA总部和
各分会主席团，大部分理事会成员，
以及十几位董事会董事。这是一次
SAPA领导团队聚集最多的一次活动，
SAPA主席团决定充分利用这次机会，
举行2017年SAPA 领导峰会，加强领导 
团队建设，制定SAPA未来发展方向和
策略。在峰会上，本届会长刘建博士
提出“One Stronger SAPA”口号，     
肯定近几年建一的会员管理，协调和
组织共同合作的大型活动，加强领导
梯队的建设，把SAPA建成一个更加强
大的医药专业协会。 

会议由SAPA的创始人之一洪鈞言
教授的欢迎致辞中拉开序幕，接着洪
教授和SAPA董事徐志新一起介绍了
SAPA的基本概况，宗旨和协会的组织
架构，并且和与会者分享了SAPA近二
十五年的发展历史，包括当初创立协

会时候的故事。洪教授还展示了一些
关于SAPA的历史照片，与会者看到了
创始会员们年轻时候的样子，纷纷感
叹白骥过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
SAPA会员之间的真挚友谊。 

随后，SAPA财务总监冯海霞女士
和与会者进行了财务培训。冯女士指
出了SAPA作为一个美国国税局(IRS)认
定的免征联邦税的非盈利501c(3)机构
，在处理协会财务上需要注意的地
方。同时她强调，SAPA是以教育和科
学（Educational & Scientific）为  
主的组织，以“促进医药科学和生物
技术的进步，促进公众健康教育，促
进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科技交流，促进
医药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为宗旨。 

紧接着美中药协会长刘建博士就
SAPA今年的任务和目标做报告，提出
“One Stronger SAPA”的口号，对内   
不断强化SAPA组织，增加协会各部门
及总部和各分会之间的合作和支持，
寻求SAPA联合举办大型活动的可能性
，统一会员管理，明确会员义务和权
利，完善SAPA网站以支持会员享受的
权利；加强SAPA领导团队的培养，保
证今后长时间主席团三驾马车领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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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接替；强化和SAPA长期战略合作
伙伴的互利合作，增加与其他各个专
业组织的联系，进一步发挥SAPA作为
中美医药行业交流的桥梁作用。 

美中药协职业发展部门主管孙壮
博士详细分析了SAPA领导团队最重要
的十项核心领导力，包括对SAPA政策
和财务的责任、战略视野、团队建
设、创新精神等，通过生动形象的自
我审视分析，给予评估打分，找到每
个人的领导力长处和不足，发挥优势
，改善不足。期待今后领导团队会定
期进行这种领导力的分析打分，不断
地提高SAPA领导团队的领导力。 

最后峰会公开讨论美中药协未来
发展策略，由前任会长唐蕾和董事会
主席王英主持，并特别讨论了“如何

更好的发展美中药协中国分会”，祝
贺崔霁松博士当选美中药协中国分会
新任会长，中国分会的董事长吴豫生
强调，随着中国医药行业的巨大发展
，SAPA中国分会自2014年成立以来作
用越来越大和重要，美中药协应该充
分利用SAPA资源，扩大SAPA中国分会
在国内的影响力。崔霁松会长讲述
SAPA中国分会目前的建设情况，首要
任务是把中国分会的理事会组建起来
，并且选出中国分会主席团候任会长
，利用SAPA在中国的影响力，发挥
SAPA在中美生物医药发展和交流的桥
梁作用，迅速把美中药协中国分会建
成中国最重要的医药专业人士协会。 

本次美中医药开发协会领导峰会
讨论的发展策略将会在未来多年内影
响到协会的进一步发展。 

 

徐志新博士在介绍SAPA历史  SAPA财务总监冯海霞讲解财务 
SAPA主席团会长刘建, 前会长唐

蕾和候任会长沈小乐 

 

SAPA职业发展论坛主管
孫壮带领领导力培训 

崔霁松当选SAPA中国分
会会长 

2017 年SAPA领导峰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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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举办2018中国新年答谢晚宴 

文：宋曰乔 赵一鸣   图：关宏平 刘建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代表邢继俊参赞、冯虎领事和王同涛领事与SAPA 代表合影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与2月10

日在新泽西州爱迪生市川粤食府举行了
2018戊戌年新年答谢晚宴，感谢过去一
年SAPA的赞助商，董事会，常务理事和
志愿者，以及中国驻扭约领事馆科技处
对SAPA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支持。 

在SAPA总会会长刘建博士的欢迎辞中
，他总结了过去一年SAPA组织的活动，
对各方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并向大家预
告了2018年SAPA将主办的各项活动。今
年是SAPA成立25周年纪念，届时会有隆
重的庆祝活动。随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

馆科技处邢继俊参赞致辞，代表总领馆
向SAPA会员祝以新春祝贺。邢继俊参赞
高度赞扬SAPA过去一年的活动为总领馆
科技发展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也对中
国国内的经济建设以及人才引进做出很
大的贡献。他说在当今最重要的两个科
技领域,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中国的发
展都处在比较前列的位置。其中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很多海外华人科学家的迅
速成长，给中国的巨大支持。作为创新
发展的动力，人才是最重要的。SAPA的
会员是中国非常重视的人才。总领馆希
望能继续通过与SAPA的互动合作，对协 

会的发展，对SAPA会员个人，以及个人
所在公司的发展提供便利。他说中国会
在科技方向持续发力，希望大家能为中
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科技处邢继俊参赞致辞 

在SAPA总会会长刘建博士的欢迎辞中，
他总结了过去一年SAPA组织的活动，对
各方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并向大家预告
了2018年SAPA将主办的各项活动。今年
是SAPA成立25周年纪念，届时会有隆重
的庆祝活动。随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科技处邢继俊参赞致辞，代表总领馆向
SAPA会员祝以新春祝贺。邢继俊参赞高
度赞扬SAPA过去一年的活动为总领馆科
技发展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也对中国
国内的经济建设以及人才引进做出很大
的贡献。他说在当今最重要的两个科技
领域,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中国的发展
都处在比较前列的位置。其中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很多海外华人科学家的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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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给中国的巨大支持。作为创新发
展的动力，人才是最重要的。SAPA的会
员都是中国非常重视的人才。总领馆希
望能继续通过与SAPA的互动合作，对协
会的发展，对SAPA会员个人，以及个人
所在公司的发展提供便利。他说中国会
在科技方向持续发力，希望大家能为中
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SAPA会长刘建博士向大家介绍2018年会 

 
接着2018年四场主要活动的负责人，

甘晓冬博士，孙壮博士，陈晓东博士和

刘建博士分别向大家介绍了活动筹备工
作的情况：4月7日的科学研讨会，5月19
日的职业发展论坛，6月16号的生物技术
投资与路演，10月5日至6日的SAPA年会
都在有条不紊地准备中。 

来自SAPA的常务理事会，董事会，志
愿者，赞助商等70多人参加了此次晚
宴。参会者们 表示能在这次的会议中，
与新老朋友相聚，了解接下来一年的活
动，畅谈美中医药发展，得益于SAPA主
办方的细致筹划和精心准备。大家期待
在2018年的活动中相聚。 

晚宴参宴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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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康州分会第四届年会成功举办 

迎接生物技术和制药产业的高速变革 

报道：Wenping Zhou and Ting Yi 

SAPA-CT部分组织者与参会嘉宾合影 

金秋十月，美中医药开发协会康
州分会（SAPA-CT）于7日在耶鲁大学
管理学院成功举办了第四届年会。
SAPA-CT年会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医药界
备受瞩目的会议之一，本次会议的主
题是 “迎接生物技术和制药产业的高 
速变革”。演讲嘉宾包括来自美国和
中国的政府代表、医药企业高层管理
人员、以及学术界医药界的资深专家
和学者。来自中美两地150余位医药界
人齐聚一堂分享医药及生物技术产业
远景、探讨中美药物研发近况和发展
趋势、并交流商务开发策略和职业发
展规划。 

上午9点，大会在现任主席Steven 
Yu博士的主持下拉开帷幕。他强调了
美中药协康州分会为康州为美中医药
界创造价值这一核心任务，回顾了美
中药协康州分会在过去一年成功举办
一系列活动，并感谢了美中药协总部
和各兄弟分会的大力支持。随后下届
主席Jin Zhou 博士感谢了所有嘉宾的   
莅临并宣布了SAPA-CT侯任主席人选。
Yong Yue 博士作为侯任主席，感谢了   
SAPA-CT成员的支持，分享了自己从认
识到参与协会活动的过程，表达了对
与协会共同成长的欣喜和决心。 

参会者聚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SAPA-CT主席：Yong Yue，Jin Zhou，Steve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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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科技参赞邢继
俊博士致开幕辞。他强调了美中医药
界交流合作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美
中药协这一交流桥梁的关键作用，并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康州
Bridgeport市长，同时也莅临会场，
对SAPA-CT表示祝贺。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科技参赞邢继俊博士致开
幕辞 

上午，Boehringer Ingelheim法 
规事务部门副总裁Joanne Palmisano 
博士为参会者介绍了美国医药法规环
境的变化，强调了以病人为中心的医
药研发的重要性及趋势。随后方恩医
药的董事长张丹博士生动地介绍了中
国的医药改革，以及加入中国ICH对医
药企业以及医药专业人士的影响。休
息后，大会特邀嘉宾，耶鲁大学著名
教授许田博士作了大会的主题演讲。
许教授指出继IT之后下一轮的经济高
速发展来源于于生物技术，将生物科
学转化成产业的已是非常重要。他用
一些实例，与听众分享了生物孵化平
台在生物科学技术转化中能起的作
用。作为最优秀的在美华人科学家之
一，许田教授对于生物领域的独到见
解以及对于整个生物科学技术发展的
幽默诠释，给了与会者新的认识和思
考。再许教授的生动演讲之后，恒大
集团医疗健康部门的副总裁Justine 
Tan 对恒大集团在医药领域的愿景以 
及计划作了介绍，对整合运用资源来
提高医疗健康的结果和产出提出见

解。GenScipt的领导人Andrew Luan   
也给大家介绍GenScipt的抗体平台 

Boehringer Ingelheim法规事务部门副 
总裁Joanne Palmisano博士演讲 

方恩医药的董事长张丹博士回答听众提问 

耶鲁著名教授许田博士作大会主题演讲 

 

午餐由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提供，
与会者有机会互相交流，在各展台前
流连，了解各公司的业务，学生有机
会了解各个公司职业发展的选择和机
会。大家对于上午的交流给出了高度
评价并非常期待下午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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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集团医疗健康部门的副总
裁Justine Tan  GenScipt Andrew Luan博士 

Vaibhav Saini博士 

 
午餐过后，会场聚焦当前热点，

分为专利法律和全球化的机会与发展
两个专题。来自康涅狄格大学专利转
化部门主任Vaibhav Saini博士，从自 
身的经验讲述了在高校里科研专利申
请的过程和有趣的故事，赢得了观众
的好评；来自Dilworth IP 的美国知   
识产权专利事务所的律师们Anthony 
Sabatelli 和 Jing Zhou，带来了一     
场精彩的中国和美国的知识产权介绍
及案例。随后，来自分子同位素技术
公司的董事长John Jasper 博士给我   
们分享了公司的技术业务和应用前景
，引人入胜。 
 

随后的演讲围绕全球化进行，来
自Life Science Quest 的主席
Ruobing Xia女士给我们从企业家角度

分享了如何将创新的想法转变成可行
的商业的案例；My Job Tank的高级顾
问夏善晨教授与我们分享了中国对人
才得需求，以及人工智能在争取人才
资源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赛特医药的
CEO 张强博士从个人成长的体验角度
为我们娓娓道来在中国成立医药公司
的机遇和挑战，赢得一致好评；最后
来自TC Scientific 的CEO John Yao 
以及来自Admera 医药的Jun Huang为
我们介绍了CRO公司在医药研发中的作
用以及各自公司的service平台。最受
学生欢迎的的职业发展座谈会环节，
各领域的先锋者将给大家带来一场职
业发展选择及规划的全面分享，赢得
了全场赢得了全场的喝彩！最后，
SAPA-CT下届主席Jin Zhou对大会进行
了总结， 感谢了演讲嘉宾，参会者，
大会组织者以及各参展公司。 

 

Anthony Sabatelli博士  Jing Zhou博士  John Jasper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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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Science Quest 的主席 
Ruobing Xia女士演讲 

My Job Tank 高级咨询顾问 
夏善晨教授演讲 

赛特医药CEO张强博士演讲 

 

TC Scientific CEO John Yao 博
士及总监Daniel Holsworth博士 

Admera Health Jun Huang  参会者浏览展台 

职业发展Panel Discussion 

会议在年会晚宴中落下帷幕，在
传统中餐浓浓的温情氛围里，与会者 

进行了热烈的交流，纷纷表示这次会
议收获颇丰，也感谢组织者和志愿者
的辛勤付出，并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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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开发与商业化”  
SAPA-DC第二届年会圆满闭幕 

撰文:  陈 龙 ;  摄影：Tiange Cui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大华府巴尔的

摩分会（SAPA-DC）携手华盛顿顶尖律
所Foley & Lardner和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于2017年9月2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特区风景如画的Potomac河畔成功举
办第二届年会。本次年会以“药物研
发加速：全球开发与商业化”为主题
， 邀请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CFDA）、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中国驻美大使馆科技处的高级官
员，知名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专家，以
及多位医药和生物科技公司高管，与
来自全美及世界各地的参会者共同探
讨生物医药产业的挑战与契机。 

SAPA-DC首任会长付萌博士致辞 
 
年会首先由SAPA-DC首任会长付萌

博士致辞。付会长与参会者一起回顾 
SAPA-DC在过去的一年中所开展的各项
活动，对所有参与支持SAPA-DC的朋友
表示衷心感谢。中国驻美大使馆科技
参赞李昕和CFDA驻美代表翁新愚博士
前来参会祝贺。李昕参赞代表中国驻
美大使馆发言。李参赞指出，随着中
国正式加入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
际协调会（ICH），中国的生物医药产

业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
跨国药企也将面临新的全球布局调
整。SAPA-DC此次年会邀请众多专家，
涵盖药品的临床试验，注册，法规等
核心步骤，一定会为与会者带来新的
观点、视角。  

大会在特邀嘉宾翁新愚博士的报
告中正式开始，二十余位专家给参会
者带来各自领域的精彩报告。来自NIH
、GSK、Otsuka、Roche和恒瑞医药的
专家就临床试验和药物研发做了深度
报告；来自中美两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高级官员就中国加入ICH后的相
应法规政策改革进行了热烈讨论。同
时，本次大会也吸引了众多生物医药
产业CEO分享经验，Adagene、Coté和
Abpro等公司的CEO亲自参会，分别介
绍了各自领先的研发平台和产品。
Foley & Lardner和Hogan Lovells的
高级合伙人就孤儿药、精准医疗药
品、再生医学等新兴领域的申报审批
向与会者做了独到分析。大会也同时
特别安排了圆桌讨论和CEO论坛，为与
会者提供了与众多嘉宾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本次活动尤其得到 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Tianjin Economic-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TEDA）赞助支持。TEDA驻芝加哥代表
李建宁先生向参会人员详细介绍了
TEDA的历史和现在各项优惠政策，热
诚欢迎有志之士到TEDA落户。 

 
年会由现任会长Fred Yang博士做

闭幕总结，并宣布Vince Deng博士当
选候任会长。本次年会特别感谢来自
JHU、NIH、UMD等大学及研究所的众多
志愿者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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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美大使馆李昕参赞致辞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驻美代表翁新愚博
士 

NHLBI临床主任Richard Childs博士  前FDA专家Katie Laessig博士 

Adagene Peter Luo博士  
Foley & Lardner律所合伙人Nathan Be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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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A驻芝加哥代表李建宁先生  SAPA-DC首任会长Amanda Fu,现任会长Fred Yang, 
候任会长Vince Deng 

现场观众认真听取大会报告 

分组讨论中现场观众提问        与会者热烈交流 (摄影：高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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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谷 创新之源  

南京江北新区生物医药谷费城推介会成功召开 

撰文: 程婷 司梦婕 

大费城美中药协 （SAPA-GP）于8 
月21日晚在Radisson Hotel（King of     
Prussia）和南京江北新区代表团举办
了推荐会和晚餐交流活动。推介会吸
引了近40位来自强生（Johnson &   
Johnson），默沙东 (Merck & Co)，      
葛兰素史克 (GSK)，提瓦 (Teva)，     
药明康德，Frontage和 Alliance   
Pharma 等知名医药企业的专业人士。 

南京江北新区管委会陈潺嵋副主
任首先致辞。她向大家介绍了南京这
个历史悠久又生机勃勃的城市并重点
介绍了南京江北新区的发展规划。其
中，在生物医药领域以南京生物医药
谷为依托，重点集聚生物制药，医疗
器械等领域的企业，加快建造千亿级
先进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现如今，生

物医药谷已经聚集310家生物医药企业
，重点发展生物医药领域的药物研发
及产业化，医疗器械，医疗诊断，医
疗及健康服务，医药研发外包及技术
服务（CRO），生物技术等产业方向。 

随后，大费城美中药协副主席沈 
放致辞，精辟地总结了大费城美中药
协（SAPA-GP）的三大优势：最专业，
最活跃，最创新。大费城美中药协为
社会各界提供了一个最全面最专业的

发展交流平台，欢迎大家前来合作洽
谈。 

南京生物医药谷发展部杨涛部长
详细介绍了园区的投资发展环境。作
为功能全面的专业园区，南京生物医

药谷围绕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研发，
中试，生产，流通等环节，针对研发
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需
求，提供功能各异的产业空间，提供
包括政务，人才培训，融资，法律， 
知识产权保护，信息检索等全方位一
站式平台服务。 

在自由问答环节里，南京江北新
区代表团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在座的来
自医药和生物科技专业人士提出的问
题。南京生物医药谷交通便捷，创业
资金政策优惠，欢迎海外的科技顶尖
专家，创新型企业家，创新人才入驻
园区，旨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独
特优势的产业科技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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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费城美中医药协会(SAPA-GP)成功举办2017年学生职业发展研讨会 
 

撰稿：郭博雅、潘悦、吴双、周慧琳、张子凝、郑欣；摄影：任俊庭、邹鉴 

 

导语 

2017年10月1日，大费城中美药协
（SAPA-GP）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
校区隆重举办了学生职业发展论坛
—— Jump-Start Your Career! 
Amazing Careers in Biopharma，共
包含4场专题演讲，8个不同主题的圆
桌讨论会以及1场午餐交流会。本次活

动邀请到来自大型制药公司、法律/咨
询公司的嘉宾共计16名，就国际学生
如何在美国开始职业生涯等相关问题
进行了详细的指导和讨论，参与活动
人数逾百，反响热烈。 

 

主题演讲部分 

What are the career 
opportunities beyond R&D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Speaker: Ning Yan, PhD, Global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s, 

Oncology at Teva Pharmaceuticals 

在本次活动主办人吴双（Steve）
和David Cragin（柯大卫）的精彩开
场之后，颜宁博士首先就在医药行业
的就业机会及方向上发表的主题演
讲。颜博士提到，除了R&D部门，医药
行业，尤其是药企仍然存在很多工作
和发展的机会，比如有专门要求写作
技巧，以撰写高质量医学文章的职 

图一：颜宁博士 

 
位。颜博士的演讲拓宽了想在医药行
业发展的学生及学者的思路，让大家
了解医药行业的职业发展不仅仅局限
于做研究。 

38 



 
 

SAPA Newsletter 89	

Starting your first job in the 
US: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ing skill you need. 

Speaker: David Cragin, PhD, 

Associate Director, Chemical 

Notif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Merck & Co. 

在如何在美国开始自己的职业生
涯的问题上，David Cragin博士分别 
从建立社交圈，沟通技能以及文化等
几个方面展开了演讲。他提到，同学
们应该尽快着手为就业做准备、去建
立自己的社交圈，同时尝试发掘适合
自己的工作。在建立社交圈时，交流
是最重要的一环，英语非母语的留学
生更要尝试鼓励自己以面对面的方式
与更多人交流，培养自己的沟通能
力。 

Cragin博士也就求职过程中的
一些细节分享了许多他的经验。首先
，他建议我们应该准备自己的名片，
开通语音信箱，这些小细节都可以提
升一个人的职业化程度。其次，扩大
自己的交际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尤
其是在理想求职的公司中去认识新的

朋友，可以帮助人迅速了解改企业的
文化、氛围，更是帮自己打开了一面
展示自己的窗口。在讲座中Cragin博
士还提出了“elevator pitch”的概 
念，一个简短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自我 

图二：David Cragin（柯大卫）博士 

介绍可以帮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迅 

速准确地抓住机会，更好的展现自
己。在面试求职等正式的场合中，穿
着打扮也更需要加以注重。最后，同
学们也应该学者去更多的了解美国文
化，去了解你求职公司的企业文化，
从而更好的融入他们。 

 

Long-Term Career Planning – 
Focus on your MPG!

Speaker: Meng Xu, Research 

Scientist, Bristol-Myers Squibb 

短暂的休息结束后，来自百时美
施贵宝 （Bristol-Myers Squibb）公   
司的研究科学家徐萌女士给在座的同
学们详细讲述了在长期职业规划中所
需要考虑的问题。她以自己丰富的工
作和研究经历告诉同学们，要时刻记
住自己的MPG （Motivation, Plan     
and Goal）。徐女士同时提醒同学们 
要善于思考自己的动力源自哪里，机 

图三：徐萌女士 

会来临时要时刻做好准备迎接变动，
同时更要考虑到自己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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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Legally in US after 
Graduation - a Lawyer’s 
Perspective

Speaker: Valentine A. Brown, JD, 

Partner, Duane Morris LLP 

来自Duane Morris LLP公司的
Valentine Brown律师以自己的专业角
度讲述了办理移民所要经历的各个步
骤，不同条件下的工作签证以及所需
要注意的时间点和准备材料。Brown律
师还以不同的情景为案例帮助同学们
了解如何在不同情况下取得在美国的

合法居留权。在当前特朗普政府有意
向对移民政策收紧的影响下，海关检
查变得更加严峻，Brown律师同样也针

图四：Valentine A. Brown律师 

对目前的形势指出在入关时可能遇到
的盘查 ，以及回答技巧来帮助我们避 
免不必要的麻烦。 

圆桌讨论

 

1. Job Hunting Tips and Career 
Planning Advices 

Panelists: David Cragin & Meng Xu 

 
在职业规划和求职指导环节中，

两位嘉宾对同学的邮件格式进行了详
细指导，他们指出在寻求内推机会时
，邮件的标题应该简单明了。在最后
的落款处，我们需要书写清楚自己的 
姓名，联系方式，学校学位专业以及
个人照片。Cragin博士和徐女士也分
别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个性化指
导。 

图五： Cragin博士和徐女士与会者的座谈 

 

2.  Bioinformatics and 
Pharmacokinetics Careers 

Panelists: Xiaoli Wang & Clarence 

(Kangyu) Zhang 

 
张博士为前来咨询的同学们详细

介绍了生物信息领域的发展、如何找
到适合的研究论题等方面，王博士则
为与会者解释了她所从事的定量药理 
学的工作，以及如何进入这个领域。
嘉宾们还非常热心的帮给前来咨询的
同学提供修改简历的建议，并指出一
些疑问和实际解决方法。 
 

图六： 王博士在解答与会者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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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reer Opportunities in       

Biostatistics 

Panelists: Jun Xing & Xiaoping 

Zhang 

来自BMS的邢博士和张博士分别与
同学们分享了从开启自己职业生涯的
起点到走到如今位置的经历与经验，
分析了生物统计这一学科及行业的发
展历史，以及如今大数据的时代走
向。对于同学们对如今职业发展的担
忧，两位嘉宾也都以自己所在公司BMS
为例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及建议。 

图七：张博士与会者讨论问题 

 

4. Research, Discovery and       

Other Opportunities in Pharma       

Industry

Panelists: Jing Yang & Fang Shen 

在医药研发领域范围内，来自BMS
的杨静博士和来自强生的沈放博士对
博士生是否比研究生更具有竞争力的
问题进行了解释。他们指出在目前的
求职市场中，很多的博士毕业生会与
研究生去竞争相同的职位，在此种情
况下，尤其是曾经发表过学术文章的
博士毕业生，在科研方面的确比研究
生更具有竞争力。但仍然需要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主要取决同一岗位竞争
者的综合水平。 

5. Business Development, Sales 
and Marketing

Panelists: Guangyao Yang & Jack 

Wu 

杨光耀先生和武剑博士两位嘉宾
都在各自的商业销售领域里做出了自
己对于如今社会优秀人才的理解，面
对同学们最关注的要拥有什么样的技
能和经历才能脱颖而出的问题，杨先
生讲述的长短板理论也让在场的同学
们深受启发。 

图八、九：杨先生和武博士在回答学生提问 

 

6. Life Science Consulting and         

Equity Research 

Panelists:Patrick Georgia，Qin   

Yao 

来自QuintilesIMS的咨询师、哥
大公卫校友Patrick Georgia先生和来
自Ariel Investments的姚琴博士给同
学们提供了申请职咨询公司以及投行
的宝贵意见，同时也与同学分享了自
己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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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ork VISA and Immigration 
Topics 

Panelists: Valentine Brown 

在工作签证以及移民圆桌讨论上
，来自Duane Morris LLP公司的
Valentine Brown律师给同学们进行了
系统的答疑。Brown律师先后对同学们
关于美国工作政策，H1B签证，婚姻移
民政策及绿卡等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解
答。Brown律师也对大部分同学所关心
的CPT和OPT的使用及STEM专业工作就
业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回答。Brown律
师给予的宝贵建议指导让参与讨论的
同学们受益匪浅。 

图十： Patrick Georgia先生和姚琴博士在
与大家分享的经历和经验。 

8. Mock Interview and How to           

Prepare for Interviews   

Panelists: Zhenhua Wu & Shangda        

Guo 

来自科伦公司的资深HR郭上达以
面试官的角度向同学们解释了申请者
简历的筛选过程，以及如何写就一份
出众的简历。她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
找工作的经验以及面试技巧。吴振华

博士就与同学们分享了他认为面试中
最重要的两方面：团队合作精神和独
立工作思考的能力。他以很多他面试
过的申请者为例，让同学们知道了如
何在面试中去展现自己最好一面，也
让大家学习到了很多面试的技巧。两
位嘉宾也热心的与参与圆桌讨论的同
学学者们分享了真实的面试问题。最
后郭女士和吴博士对一位被选中的与
会者进行了模拟面试。 

图十一：吴振华博士和郭上达女士讲解面试
技巧。 

图十二：凌渥丹（左三）主持了抽奖活动。 

最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中
国学生会主席凌渥丹的主持的抽奖活
动后，2017年学生职业发展研讨会圆
满地落下帷幕。与会者纷纷表示在短
短半天的活动中，获取了制药届新知
识、了解了工业界基本情况、结识了
新朋友，为自身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更
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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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费城美中医药协会成功举办首届培训药物研发班 

撰稿：   张静宜 贺丹 梁雪 林楠 田丹 吴迪 吴昊 
 

2017年10月21-22日，大费城美中
医药协会（SAPA-GP）于Benjamin's 
Desk成功举办了首届药物研发全方位
精品培训班。本次培训班是SAPA-GP本
着服务社区、培养人才的宗旨，而进
行的一次开拓性大胆尝试，受到了学
员的一致好评：多位业界知名专家；
三十余人小班教学；精心安排的授课
内容涵盖了专利保护、临床前研究、
临床试验、制剂学、生产工艺、数据
管理报告、法规事务，以及市场运作
与商业价值估值等方方面面；力求帮
助学员建立制药全局观的同时，深化
其对关注领域的进一步理解。 

在课程主管李玉锋博士的简短介
绍后，来自Duane Morris LLP律师事
务所的Jason Luo博士向学员们讲解

了知识产权的相关策略。Jason Luo博
士着重讲解了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新药报审简表）如何平
衡品牌药和非专利药来提供更多的价
格合理的处方药。
 NeoVita Biopharm Cobbs Creek 
Healthcare 创始人及CEO皇甫钧博士
用简单易懂的简笔画展现了病人拿到
处方药的过程，以及及药厂和保险公
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葛兰素史克（
GSK）学科带头人吴振华博士通过互动
案例分析来让学员们现场评估两个药
物靶点，将药物靶点的选择评估过程
生动灵活地展示出来。学员们不但学
到了药企中的一些基本工作流程，并
且认识到每一个决定都需要考虑多方
面因素并做到平衡。 

  

课程主管李玉锋博士 Jason Luo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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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钧博士详解药品市场   吴振华博士讲解药物靶点的选择评估 

随后，GSK副总裁严立博士带领大
家进入对临床试验的讨论。Fountain 
Medical Development（FMD，方恩医
药）CEO张丹博士分享了他规划临床试
验的宝贵经验。张丹博士强调了“逆
向思维”在保证CDP设计的高效性中 
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实例阐述了CDP 
中的Plan A和PlanB，讲述了Safty 
Handling在当前医药发展新形式下日
益重要的地位，比较了中美政策下的
CDP，并讲解了好的CDP Team的构成及
要点。Hengrui Therapeutics CMO 
Sean Zhang首先概要介绍了临床实验

的Phase 0 到Phase 4，然后进一步
介绍了All-in-One Study的概念、适
用范围和优劣比较。Timeline的概念
也始终贯穿在张博士的演讲中，包括
可能加速Drug Development Process
的步骤以及各国/地区在审批时间上的
差异及影响。方恩医药生物统计和数
据管理总裁刘铁浦博士详细阐述了数
据分析、管理和申报的相关内容。 
Spark法规事务带头人 Jim Wang博士
介绍比较了欧洲和美国在药物申报、
审查、审批过程中的异同。 

严立博士讲解临床试验 张丹博士分享规划临床试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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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阳博士介绍早期临床试验阶段  刘铁浦博士讲解数据分析、管理和申报 

Jim Wang博士比较了欧美在药物审批中的异同 学员与主讲人针对课题进行热烈讨论 

 

课程进入第二天。GSK资深科学家
Haifeng Cui博士向学员们介绍了临床
前的药物研发全过程，并且通过筛选
药物的实例与学员们讨论了对导化合
物的优化过程。崔海峰博士围绕着
drug discovery cycle，逐一向学员
们展示了临床前药物研发的每一步的
核心过程。崔博士就研发的第一步即
找到可能的有效分子，崔博士介绍了
五种发现策略(“me-too”,利用已有
靶点, 高通量筛选，基于分子片段的
药物研发FBDD，通过临床观察发现药
物)及其优劣势。在发现可能有效的分
子结构后，要基于其药理学作用和药
物代谢动力学性质的考量和安全性的
分析，对其进行优化。 

Haifeng Cui博士介绍临床前的药物研发过程 

Advaxis公司药事法规部门的执行
董事杜新博士介绍了药物活性成分的
工业生产及分析方法。杜博士在演讲
中强调了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的各大主要考量点和严守
sop（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对产品安全和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并结合其在FDA和公司的两方面多年工
作经历，分享了在药事法规方面的经

验。杜博士借着分析近期通过FDA认证
的生物药Dupixent(dupilumanb)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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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药物Alecensa(alectinib 
hydrochloride)的生产实例，让学员
们对两种类型药物的工业生产有了更
实际的概念和直观的认识。杜博士的
讲解，让学员们对药物生产的理解不
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和理论阶段，更是
从实际生产的角度了解了真实的研
发。 

   杜新博士介绍药物的工业生产及分析方法 

接着，默沙东（Merck）制剂专家
Jingtao Zhang博士向大家介绍了药物
剂型设计的基本原理以及剂型选择的
决定因素，给药途径开发过程中需要
考虑的五个关键因素。张博士通过几
个多肽制剂、长效制剂、基于核酸的
制剂、纳米制剂等实例向大家展示剂
型设计理念在实践中的应用。 

最后，来自辉瑞（Pfizer）的资
深医务主管Xianchen Liu教授向学员
们讲解了比较效果研究这一新兴领域
的喜人进展。Liu博士从分析大家所熟
识的RCT（randamized control trial
）的缺点出发，讲授了Efficacy和
Effectiveness的不同和研究量化后者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进一步引入了
 HTA（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CER，Real World 
Data（RWD）和RWE的概念定义、目的

作用、发展历史、研究方法、以及其
与大数据的有机结合。 

为期两天的课程在课程主管苏永
超博士的总结致辞中拉下帷幕。主办
方SAPA-GP特此感谢Wistar Institute
、Benjamin’s desk、Pennsylvania 
Drug Discovery Institute、
ACROBiosystems、科伦药业及药明康
德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讲员及学员反馈： 

杜新博士： 我和几个同学有简短
的交流。能从两天的时间，对drug 
development 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是件很好的事，对他们也很有帮
助。以后多开拓生源，让更多的人受
益！ 

学员黎献桦： 对今天的课程印象
深刻！以下是我认为尤其独到的地
方。吴振华会长用case study带大家
量化分析target validation，展示了
R&D Lead的决策方式。方恩医药CEO张
丹博士讲到了reverse strategy，从
临床phase 3出发考虑如何设计phase 
2然后phase 1；Creative thinking 
in CDP，如何在起始落后的情况下反
超对手；Prepare Plan B，如何应对
clinical trial中的突发状况。Jim 
Wang的演讲详细梳理了新药申请中多
次与FDA交流的各个重点，对比了FDA
和EMA的不同要求，是真正全球视角对
Regulatory Affair的剖析——很犀
利！Speaker们对于市场实例信手拈来
，这是专注industry几十年的专家才
有的技能！后辈们收获颇丰。感谢
SAPA-GP费心组织这么精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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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tao Zhang博士介绍了药物剂型设计的原理  Xianchen Liu教授讲解了比较效果研究
的进展 

培训班学员与大费城美中医药协会主办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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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和基因疗法——2017费城医药峰会 
 

作者： 曹莉，吴昊，王怡琛，农佳，施健婷，邱译萱，高晓莉 
文字编辑：邵春  摄影：汤爱民，沈飞，蒋蓓欣 

 
SAPA-GP大费城美中药协于2017年

12月2日星期六在费城成功举办了以细
胞和基因疗法为主题的峰会。重磅嘉
宾云集，演讲内容涵盖最新研发突破
与前沿发展趋势。业界反应热烈，参
会席位迅速售空，注册网页不得不提
前关闭(图1)。 

会议伊始，SAPA-GP当选主席戴晗
博士（图2）简要介绍了本次峰会的内
容与主题。峰会联合主席崔海峰博士
（图3）接着致辞欢迎辞。随后，
SAPA-GP副主席杨静博士（图4)介绍了
协会主旨、组成结构、王牌活动和会
员计划。 

                       图1： 部分峰会组织者、讲员与志愿者合影 

 
图2:SAPA-GP当选主席戴晗博士. 图3:峰会联合主席崔海峰博士. 图4:SAPA-GP副主席杨静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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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座无虚席 
 

首位嘉宾Mingozzi博士的报告以
Spark therapeutic为例回顾了基因疗
法治疗罕见病的发展过程，介绍了
Spark therapeutic 的产品管线和临
床试验，特别指出了中国由于快速的
科研发展和政府大力支持而创造出的
基因疗法的发展机会。最后，
Mingozzi博士着重强调了学术界和工
业界的合作对发展基因疗法的重要
性。 

 
第二位演讲嘉宾Tarnowski 博士

首先介绍了作为病毒载体的
Lentivirus和AAV，并比较了它们的优
缺点。他以GSK开发的第一款针对
ADA-SCID 的体外干细胞基因疗法
Strimuelis为例，阐述了基因疗法的
优缺点，并分析了基因疗法高昂治疗
费用的主要原因以及GSK基于最新研发
结果提出的解决方案。 

 
第三位讲员是来自iCell Gene 

Therapeutics的首席执行官Wyle 
Solomon。iCell Gene Therapeutics
是一家由Ma Yupo 博士在2014年创立
的私人企业。 Ma博士是一位白血病及
淋巴瘤领域的临床专家和学者。由于
他在专业以及个人方面与中国的密切
联系，iCell采用了面向中国战略来完 

成临床proof-of-concept的临床试
验。研究者资助的临床试验正在成都
军区总医院进行， 所产生的临床数据
将被用于cFDA，以及最终产品在中国
市场上市的的申请。 同时，相应IND
在美国及欧洲的申请也在同时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及欧洲的申请准
备工作领先于中国2年，但是中国的临
床试验已经首先完成了对病人的治疗
注射，其效率远高于欧美的的进程。
当被问道为何iCell会选择中国进行临
床proof-of-concept临床实验，
Solomon先生回答道“我想这和中国政
府很有关系。中国政府正在向高科技
生产转型，而政府恰好希望在iCell掌
握的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政
府的支持使得这一切发生的非常迅
速。同时，我们也找到了多方面的资
源”。在演讲的过程中，Solomon先生
分享了在中国进行临床
proof-of-concept的独特经验， 内容
非常鼓舞人心。长期以来，中国在生
物医药新产品研发的领域一直落后与
欧美各国的脚步， 处于跟随地位。但
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财政及政策方面
的大力支持，以及来自于医药界及商
业界的努力， 这种情形正在逐渐改
变。今后，希望借助于“中国速度”
，中国能够成为全球新药研发的领导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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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演讲嘉宾Shell Li博士在

她的演讲中分享了由恒瑞源正研发的
一款全新的肿瘤细胞免疫产品－
Multi-Antigen Stimulated Cell 
Therapy-I (MASCT-I) 相关的临床前
期以及临床数据。MASCT-I由两种不同
的细胞组成，autologous 
multi-peptide loaded DC and 
autologous polyclonal effector T 
cells。 通过病人外周血白细胞提取
的pre-DC在体外被激活成为未成熟DC
，随后通过多种抗原刺激成为成熟DC
。一部分成熟DC会被皮下注射到病人
体内，另外一部分成熟DC会与T细胞共
同培养，帮助T细胞活化并增殖成为
polyclonal effector T细胞。最终，
这些polyclonal effector T细胞会由
静脉被输入病人体内。在每个MASCT-I
治疗的疗程中，会分别包括三次DC和T
细胞的注射。在2012到2016 四年间，
超过3000次的MASCT-I注射被用于临
床。由于被动收集的方法，仅有27例
不良反应被上报。最常见的不良反应
包括发热，皮疹，瘙痒，水肿，头痛
，肢体痛，局部淋巴结肿大等。虽然
没有进行正式的临床试验，这些结果
初步反应了MASCT-I的安全性。同时，
既往病例的回顾性研究发现MASCT-I可
以帮助肝癌患者延长生存时间。现在, 
针对不同实体肿瘤的三个MASCT-I临床
试验（I期和II期）正在中国进行。我
们期待能够看到最终的结果，从而确
认这一新的肿瘤免疫细胞疗法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 

 
随后Vigene Biosciences公司首

席商务官Jeffrey Hung博士以“解决
基因疗法的供应问题 – AAV生产技术
概述”为主题展开演讲。Hung博士就
先前Tarnowski博士关于基因疗法的供
应问题的话题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讨

论。 他首先探讨了腺病毒群现在需求
激增的原因 – 低毒性，可购性和临
床适用性。 现在，在研发中或已投入
市场的基因疗法载体已有483种， 其
中48%的载体是病毒载体。Hung博士以
用于治疗血友病的BioMarin – 
BMN270为例：为治疗90000病人，需要
四百万升的细胞或者389个无间断工作
的200升体系生物反应器。“基因疗法
遇到独特的障碍：病毒短缺。” Hung
博士也引用了纽约时代杂志的文章标
题并着重讨论了病毒短缺的技术原
因。他介绍了三种生产AAV的技术平台
- 辅助病毒系统，杆状病毒系统和无
需辅助病毒的质粒基础的AAV生产系统
，以及它们的优缺点和相应解决方
式。辅助病毒与杆状病毒系统的主要
技术问题是较长的准备时间，病毒污
染和增加的纯化需求。无辅助病毒的
质粒基础生产系统的主要技术问题是
较差的生产扩展性和较低的产量。同
时，三个平台都具有高成本和长生产
时间的商业缺陷。Hung博士接着突出
讨论了几个AAV纯化问题的挑战，并最
后为如何解决基因疗法供应问题提供
了一些思路。他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建
立新的厂房并改进生产及纯化技术。
他也相信在临床实验中，还有降低治
疗剂量的空间。 

演讲者会后与参会者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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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timmune首席医疗官Rafael 
Amado介绍了T细胞受体基础癌症基因
疗法。Amado博士首先介绍了过继性T
细胞和有效过继性T细胞疗法的四个组
成：T细胞必须通过导向受体识别癌症
细胞；导向受体必须有亲和性及特异
性；T细胞对抑制有抵抗性；T细胞需
要攻破癌症免疫耐受。然而，由于天
然引起的癌症T细胞受体对抗原的亲和
性极低，极为复杂的T细胞受体的发现
及优化程序是非常有必要的。Amado博
士表示：“如果正确控制，T细胞受体
疗法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技术。”他
向我们展示了 Adaptimmune的标准临
床前研究计划，其中包括效能与效率
测试，细胞筛选和分子安全性测评，
并报告了体实验数据。 最后，他介绍
了NY-ENY-ESO-1 c259  T细胞受体疗法针
对滑膜肉瘤治疗的研究。对于有HLA组
织标记的病人，T细胞可以被设计并识
别NY-ESO-1。在把新的基因转导到T细
胞上之后，研究人员会在实验室培养
扩增这些T细胞，并将这些T细胞注回
病人体内。Amado博士向我们介绍了该
疗法的发展，实验计划及临床试验结
果。在灌注28个月之后，NY-ESO-1 
SPEAT T细胞依然可以被检测到，并保
留大部分活性。同时这些T细胞让干细
胞具有免疫记忆。Amado博士还讨论了
临床试验中出现的抗治疗性，并表示
从T细胞留存的经验中多学习，改善T
细胞功能，克服肿瘤微环境并诱导更
广泛的免疫反应是非常重要的。 

 
宾州州立大学的Chen Gong教授随

后介绍了其实验室在体内细胞转化技
术的研究进展。这种技术可以将神经
胶质细胞转化成神经元，为修复脑及
脊髓损伤提供可能性。首先，他指出
了目前阿兹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
及中风所导致的脑损伤治疗方法中的

问题。治疗的关键除了着眼于找到异
常蛋白作为靶点，还应重视如何修复
受影响的神经细胞以及恢复它的功
能。由于神经元无法增殖，神经胶质
细胞的增殖能力成为了突破点。
NeuroD1转录因子可以激活神经细胞相
关基因，介导神经胶质细胞到神经元
的体内原位转化。他的团队利用逆转
录病毒，腺病毒及小分子在老鼠和猴
等动物模型里证明了方法的可行性，
并且转化的神经可以和原有的神经系
统连成沟通网络，并且改善受影响的
运动功能。最后他还提到了目前将此
方法在临床试验上的进展，跟主流的
干细胞疗法并驾齐驱。 

 
Janssen Pharmaceuticals的Mike 

Naso博士讨论了目前基因与细胞疗法
的现状。主流的基因疗法价格昂贵，
平均治疗费用达50万元。通过比较分
析这些疗法的病毒载体生产方法，
Naso 博士指出一个能广泛用于不同种
基因细胞疗法的生产平台能大大降低
研发投入，提高生产效益，造福患
者。紧接着，Naso博士展开了对单克
隆抗体疗法、重组腺病毒治疗平台与
基因重组型细胞疗法的历史变革与发
展的讨论。 

 
Laura Johnson博士分享了基因改

造后的T细胞免疫疗法在癌症治疗中的
阶段， 以及如何在实验室中建立，到
在临床试验中取得成功， 到再回归实
验室做进一步测试和探索。Johnson博
士指出基因改造后的定向T细胞非常高
效。不同的实质固态瘤对于这种疗法
有不同的反应。她指出不同肿瘤的抗
体目标的选择以及临床前的安全测试
的重要性。 并且， 她还具体分享了
从临床回到实验室的研究：胶质母细
胞瘤的EGFRvIII CAR-based 免疫疗法
的毒理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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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Ferguson博士与我们分享了
治疗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方法
的迫切需要，以及用于治疗的反义寡
核苷酸的研究进展。他表明目前ALS的
病理原因还是有争议， 但是比较一致
的观点是认为毒性蛋白质功能的存
在。为了降低毒性蛋白SOD1的表达， 
Ferguson的团队合成了高 SOD1 ASO－
BIIB067。ASOs能够分解SOD1 mRNA，
由此降低SOD1 BIIB067在动物模型中
证明可以延长存活。最后，Ferguson
博士还简单介绍了临床一期试验的一
些要点。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Yangbing Zhao 

博士介绍了利用 crispr cas9 基因编
辑的CART 在实体瘤中治疗效果的科研
成果。他首先介绍了开发普适CART 细
胞的流程，指出虽然基因编辑后的细
胞扩展性有所降低，但是不影响临床
使用。并且基因编辑后的CART抑制癌
症的效力有所提高。赵博士继续利用 
Crispr cas9 系统敲除了内源 TCR 。
没了内源TCR 的 CART 抗癌活性增加
，但是有失去特异性风险。赵博士还

介绍了他们利用 Pd1cd28 switch的研
究。最后赵博士向大家重点介绍了上
周第一个 Crispr cas9 CART 临床实
验刚刚通过 FDA审批, 预计明年入组
病人。 

峰会联合主席Hao Sun 
 
会议最后峰会联合主席Hao Sun总

结了今天的精彩报告，SAPA-GP当选主
席戴晗博士致闭幕词。会议圆满结
束。 

 
 

历届SAPA-GP主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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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SAPA-NE) 2018春节联欢晚会精彩纷呈 

供稿：郭佳； 照片：陈大鹏，林琳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光的车
轮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伴随着
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满怀着喜悦的心情
，来到了2018年的门口。新英格兰美
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NE，以下简称
药协）于2月10日在Trinitarian 
Congregation Church举办了一场最中
国的春节晚会，为300多名出席会员和
亲朋好友带来丰盛的年夜晚宴。 

会长蔡凌希致欢迎词时指出，药
协是一个大家庭，春晚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都是志愿者，由衷的感谢每一
位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以及志愿者家
属的理解和支持。他代表药协全体理
事和董事，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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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强调的是晚会的很多演员
来自各个生物制药公司或大学科研机
构，是他们的敬业精神成就了我们的
新年盛宴。 

图一：会长蔡凌希致欢迎词 

晚会由药协理事孙天霄博士任总
导演，并邀请到中国国家一级播音员
，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编导及制片
人王晓梅女士，与孙天霄一起主持晚
会。王晓梅女士坦言今天是她第一次
为药协春晚做主持人，本着对主持人

职业的热爱和回馈社区的初衷，愿意
为本台晚会扮演串起珍珠的丝线。 

图二： 晚会主持人孙天霄和王晓梅 
 

晚会在诺华制药公司的舞蹈团 
(Novartis Dance Troupe)表演的舞蹈
《神话》中拉开序幕。优雅的舞姿，
飘逸的衣袖，仿佛又把我们带回到那
个美丽的神话。诺华舞蹈团是和药协
春晚是一起成长的亲姐妹，在惠子老
师的专业指导下，从第一届春晚开始
，每年都会助阵春晚，学员已经从当
初的不到十人发展的到现在的三十多
位。因为成员中多数具有博士学位，
诺华舞蹈团也号称是史上 “具有最高
学位的”舞蹈团，在学习舞蹈的过程
中也保留了科学工作者严谨的态度。 

由默克的默默舞蹈团带来的《旗
袍走秀舞》把晚会推向另一个高潮。
每个人都知道，旗袍是最能代表中国
的元素之一，在《太湖美》温婉的旋
律里，缓缓走来身着旗袍的丽影，在
绅士的衬托下，更为妩媚。领队刘丽
娟坦言希望借新春到来之际，重新缅
怀中华文化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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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精深，为药协这个大家庭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队员们也表示舞蹈让她
们重新认识到一个更美更好的自己，
而药协让她们结识到很多新朋友。 

诺华舞蹈队舞蹈 《神话》 
 

默默舞蹈团《旗袍走秀舞》 

随后，天使舞蹈团的Rachel Zou
小天使为我们带来一股《青柳清
风》。这位17岁的天使4岁开始习舞，
热爱中国古典艺术，涉及领域从傣族
舞到蒙古舞等各种风格，今天为大家
展现的属于长袖舞，让自己化身青柳
竹叶，随风起舞。 

天使舞蹈团Rachel Zou《青柳清风》 

陆琪的男生独唱《在那桃花盛开
的地方》，深深的唱到我们每一个中
华儿女的心里，借着歌声把祝福送给
远方的祖国和亲人。赵君的《刚好遇
见你》，深情款款，相信每个人都会

有自己心中的那个“你”。民乐合奏
《浏阳河》和《彝族舞曲》，就是一
场指尖与琴弦的约会。两把琵琶，一
架古筝，一把小提琴，四个女孩本身
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而琴声悠扬带你的思绪飞到那个宁
静的世外桃源。 

陆琪 男生独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赵君 《刚好遇见你》 
 

民乐合奏《浏阳河》 和《彝族舞曲》 

语言类节目中有一档保留节目是
孩子们的群口相声《狗年说狗》，童
言无忌，可爱至极，也能把你笑的人
仰马翻。不仅能说还能唱，四字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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飚的天花乱坠，正可谓是晚会的开心
果。 

群口相声《狗年说狗》 

晚会的压轴是总导演孙天霄和他
的老搭档亢静自编自演的《白宫新闻
发布会》。孙天霄饰川普，声行具备
，把总统大人模仿的惟妙惟肖，而且
幽默诙谐，侃的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每一次总是观众笑而自己稳若泰山
，舞台表演功力堪比专业演员。他本
人表示科研和表演都是他的挚爱，他
愿意把自己奉献给舞台，把欢乐带给
观众。而所有的台本都是在表演的头
一天才最后定稿，因为他喜欢在小品
种融入许多时事元素，过时了，观众
就不会笑了。而科学和艺术都有一个
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需要创造性。亢静
一人分饰两角，现任第一夫人梅兰尼
亚和曾经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台词准
确而清晰，透着强烈的人物情感，演
谁就是谁，赢得一次又一次观众热烈
的掌声。 

晚会在全体演员的《难忘今宵》
中结束，看得出每个人都还意犹未尽
，那我们相约明年春晚！ 

孙天霄和亢静《白宫新闻发布会》 

 

今年的活动得国际文化旅游集团
（Lecture & Tour International）
以及波士顿科技创投中心（
InTeahouse, Inc）的大力支持和赞
助。晚会结束后，来宾和观众给了演
出很高的评价和鼓励，尤其是带有时
事性质的喜剧小品，堪称晚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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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组孙天霄
，林琳，陈大鹏，张宏伟，童景，龙
江，梁桂青，蔡凌希，杨军，李柯杰
，马炳莉，鲍幸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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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台监制：杨军，程满根，童景，胡琦
颖，音效：张宏伟，摄影/摄像：陈大
鹏，林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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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多会员和家属出席晚会并享用可口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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