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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马晓棠，杨金璞，徐晓滨 

2020年1月13日，由美中药协（SAPA）和Fox 

Rothschild律师事务所在JPMorgan会议周共同

举办的投资论坛在旧金山圆满收官，这是SAPA

第二次参与组织会议、第一次以主办方举办活

动。

虽说是SAPA第一次主办，同时JP Morgan会议

期间有不计其数的卫星论坛，但这次活动却非

常火爆，前后有超过200人参加会议及招待会，

远 超 当 初 预 想 。 中 美 资 深 投 资 人 ， 杰 出 企 业

家，法律专家，税务专家，行业领袖，还有不

少远道而来的中国医药企业负责人，商务拓展

人员等齐聚一堂，聚焦生物制药发展趋势，探

讨中美投资环境，资本市场，跨境投资，创业

经历。同时法律专场讨论投资相关议题，如跨

境交易,  CFIUS/FIRRMA, 知识产权，税务等问

题。

SAPA登场2020 
JP Morgen会议周

 202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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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由SAPA现任会长、Fox Rothschild律所合伙人及中国业务主席 W. Jerry Liu博士致开幕辞，感谢与

会者的参与，并介绍了Fox Rothschild 律所及SAPA的基本概况和发展历史、SAPA今年接下来的一系

列活动安排、以及SAPA会员调查中对中美跨境投资的意见和想法调查结果。

随后的第一个分会中，Fox Rothschild律所合伙人Jonathan R. Lagarenne律师主持了法律讨论会，讨论

涵盖了多方面的法律话题，包括投资，跨境交易，CFIUS/FIRRM, 知识产权，税收等等。大家频频举

起手机拍下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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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 Rothschild 律所合伙人 Jimmy 

Hao博士阐述了生物药涉及的知识产

权问题，例如专利要求，生物技术公

司普遍易犯的知识产权错误等。

另一位 Fox Rothschild 律所合伙人 

Laura Holm 律师为大家概括了投资

条款清单中涉及的问题，包括不同的

投资形式、估价、治理问题、反稀释

条款、以及优先清算权等。

Deloitte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Lili 

Zheng女士则为大家介绍了跨境投

资中涉及的金融和税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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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 Rothschild 律所合伙人 Paul Edelberg 

先生发表了他对 CFIUS 和FIRRMA 条例

的见解，以及如何利用非消极测试、国际

安全测试等来检验条例是否可能违规。

下半场的会议则是投资人和CEO的座谈会，由会长 W. 

Jerry Liu博士与常务副会长陈晓东博士共同主持。主要讨

论了面对资本寒冬，如何寻找投资机会及募集资金。投资

人投资什么样的人，创业者做什么样的药。以及针对每个

嘉宾的经历具体提问，下面是小编整理出来到一些嘉宾回

答亮点：

• GenScript的创始人、董事长及CEO Frank Zhang博士选

择小分子和基因疗法作为好的投资机会，并鼓励创业者充

分利用CRO的服务资源。

• Exegenesis的创始人及CEO Zhenhua Wu博士也相信虽然

困难仍在，但细胞和基因疗法依旧是很好的机会，他还向

大家分享了他的个人经历，从在大公司做科学家，到在小

公司转型并成为一位企业家的故事。

• Deloitte的香港合伙人 Rebecca Chan女士坚信好的公司

会持续的得到基金并最终度过资金有限的阶段。

 • Sherpa Healthcare创始和管理合伙人Darren Cai博士表

示在小分子领域，新兴的科技和人才会是很不错的机会，

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 Yuanming Capital的管理合伙人、煜森资本董事长 Ken 

Li博士也表达了自己对投资方向的看法，并对2020投资环

境表示乐观。

• Solebury Capital的董事总经理 John Haynor反复强调许

多不错的公司将会密切监督知识产权保护和违规。

• Beta Pharma的创始人、董事长及CEO Don Zhang博士

以百济神州举例说明，拥有好的技术和切实可行的临床策

略的公司将会发现机会并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之后Kinders的创始人及CEO、医学博士

Ronald Razmi先生则发表了他对数字科

技的看法，他坚信数字科技将成为投资者

的关注热点。但是，“低垂的果实已被收

获”，接下来投资者会关注细胞疗法和基

因编辑涉及的再生医学。他还建议投资者

可以了解数字科技与AI，这些技术将帮

助设计药物并加速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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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会长W. Jerry Liu博士主持论坛上半场:

SAPA常务副会长Xiaodong Chen博士主持论坛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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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环节中还针对中国何时能做出First in Class的药，嘉宾与观众对撞出了不少火花，只可惜时间有

限，主持人不得不喊停。接下来的招待会中大家继续关于很多热点话题开始讨论，宾主尽欢。值得一

提的是在中国制药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会长还专程到场参会支持。

本次投资论坛取得圆满结束，在未来，以服务会员和医药界专业人士为宗旨，SAPA会为大家举办更

多更精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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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 (SAPA)在2月5日晚非常荣幸的请到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何大一博士（Dr. David Ho），作客SAPA网络讲座来

分享他对目前新冠病毒的看法和治疗的建议。何大一博士

是艾滋病鸡尾疗法的发明人，因为对艾滋病治疗的巨大贡

献被评为1996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他也是SAPA的长期朋

友和支持者，是SAPA 2018年杰出成就奖获得者。此次讲

座以SAPA董事成员刘建博士和何大一教授对谈的方式进

行，以下是对话的精选。

新冠病毒致死率不及SARS，传播率相似，

要用事实战胜恐惧

SAPA: 根据您2003对抗 SARS 的经验，能在感染率和致死

率等方面对比一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和SARS 吗？

何大一: 此次武汉冠状病毒和 SARS 都属于冠状病毒，有较

高的相似性,约80%核酸相似性。目前大家非常恐慌，但事

实上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致死率是2-3%，相对于SARS 的

10% 致死率弱了3-4倍，相对于 MERS（2012年爆发的中东

呼吸综合症，也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35%致死率更是弱

了10-15倍。目前仅有19%的感染者表现出了严重的呼吸综

合症，大部分是老人和病弱人群。换句话说，80%的感染

者都没有明显症状，和一般的流感差不多。从现有报道数

据来看，这次病毒的流行和SARS及季节性流感相似。希望

大家不要过分恐慌。

文： 安第斯 周晔 赵一鸣 刘建          2020-02-10

美中药协对话艾滋病
鸡尾酒疗法发明人:
何大一

SAPA公共卫生讲座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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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状病毒结构图

SAPA: 您能估计一下这次武汉冠状病毒感染的未来走向

吗？最坏的情况会如何？

何大一: 我想没人能真正估计这次公共卫生事件的走向，但

我们可以参考SARS。SARS是2002年11月爆发的，持续到

2003年3月减弱，到2003年夏季的时候彻底消失。决定病毒

传染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温度，因为冠状病毒对温度敏感，

而且在空气中存活的时间较短，所以到了夏季就自动消失

了。有一点我感到乐观就是武汉纬度比北京低，气温上升

的会早些，对结束疫情会有一定帮助。依我看来，这次感

染可能还会持续上升几周，然后出现下降趋势。

SAPA：如何教育大众，帮助人们从现在恐慌的情绪中冷静

下来？

何大一：一个很好的方法是跟我们熟悉的流感做个比较，

每年流感致死的人比这要多的多。新的东西总是让人恐

惧，但是我们应该看看真实的数据，新冠状病毒的传播率

并不比当年SARS更高，致死率也不及SARS。现在中国的

管控措施非常严厉，极大地减少了人口流动性，我相信这

次疫情会与SARS或季节性流感的疫情相似。

我们需要的是用事实去教育大众。

不忘教训，未雨绸缪

SAPA: 对于未来可能爆发的大规模病毒感染，你觉得政府

应该如何准备？

何大一: SARS以及这次武汉冠状病毒给了我们不少教训。

第一，政府应当做到透明，否则公众不会相信数据。第

二，政府应当改良疫情上报流程，尽早采取措施。其次，

在药物研发方面，很多时候限速步骤是执法审批部门，政

府应当智慧地处理这一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当SARS

消退后，政府立刻对该病毒的研究及治疗失去了兴趣，没

有做到未雨绸缪。我们应当即便在病毒消灭后继续坚持药

物研发，以便找到更广谱的治疗方式，以免重蹈覆辙。中

国已经历了两次惨痛的疫情，我相信他们今后在这方面会

比世界其他地方做出更多的努力。 

现有药物特异性不足，疫苗和抗体可短时间内研发，

广谱药物是未来方向

SAPA: 在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寻找新型疫苗或创新药

物来治疗这种新的冠状病毒是否太慢？

何大一: 我们的团队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疫苗和抗体两方面抗

病毒药物的研究，一般情况下，新疫苗或药物的研发是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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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但如果情势紧急，在相对短的时间筛选出药物甚至

非广谱疫苗都是有可能的。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们正在进

行病毒聚合酶和蛋白酶抑制剂的药物筛选。一些已经被开

发出来用于治疗HIV，乙肝，丙肝或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病

毒聚合酶和蛋白酶抑制剂也在其中。我的同事Jingyue Ju教

授的最新研究还提出一种丙肝药物，EPCLUSA（丙通沙）

，很可能会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有疗效。同时我们也在寻

求与制药行业的合作机会，利用他们的精选化合物药物库

来进行病毒聚合酶和蛋白酶抑制剂的筛选。相信中美药协

可以在这类学术界与工业界的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SAPA:有报道一些治疗HIV和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药物对

2019新型冠状病毒有疗效，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认为联

合疗法(鸡尾酒疗法)在治疗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功效、预

防突变和毒副作用方面会有怎样的表现？

何大一: 我个人认为像这类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等都具

有急性感染的特点，不同于HIV或者HBV的慢性感染症

状，一种或两种特效药应该就会达到很好的疗效。报道

中的HIV药物lopinavir/ritonavir(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具

针对冠状病毒有非常高的EC50值（半最大有效浓度值，

高EC50值意味着对新冠状病毒针对性差），因此我认为

他们在临床方面不太可能具有很好的疗效。对于这些HIV

药物或者吉利德公司（GILEAD）的埃博拉药物瑞德西韦

(Remdesivir)是否真的对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有疗效，我

们只能等待实验结果来证明。但鉴于这些药物并不是针对

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研发的，他们的疗效可能还是很有限

的。我们还是要尽快研发出具有针对性的新药。但从长远

角度来看，因为冠状病毒家族的聚合酶和蛋白酶具有很高

的保守性，真正的长效解决方案是研发出对冠状病毒具有

广泛疗效的广谱药物。

SAPA: 从康复患者身上研发抗体疗法是否能足够快地找到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治疗的解决方案？这样的快速研发需

要怎样的技术支持？

何大一：现今的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限速环节已经

不是技术性的了。举例来说，在一个病人被病毒感染两到

三周后，他的成浆细胞和B淋巴细胞就能产生大量针对冠

状病毒的抗体。通过单细胞筛选和测序技术，我们就可以

测出构成这些抗体轻链和重链的基因序列，从而在真核中

表达并快速筛选出理想的抗体，这只需要几个星期。在和

药明康德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如果有了这类抗体的信息，

他们最快只需要三个月就能生产出临床药品。

抗体特异性结合病毒

SAPA：冠状病毒利用其表面的纤突蛋白结合细胞的ACE2

受体来进入宿主细胞，有可能针对这一靶点来开发小分子

或抗体药物吗？

何大一: 大家知道ACE2在体内是重要的受体，已经是很多

药物的靶点，比如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小分子药物可能性

不大，利用大分子去阻断ACE2与病毒的结合是可能的。

但我们也要考虑到阻断ACE2受体的副作用。另外也可以

考虑用与ACE2配体竞争性结合的模拟受体，或者利用病

毒包膜蛋白作为靶点.



12

广谱疫苗可以实现

SAPA: 您如何看待为所有冠状病毒开发广谱疫苗的可能

性？我们为此仍然需要哪些技术和信息支持？您怎么看待

其他类型的疗法，比如Moderna公司的mRNA平台研发疫

苗？

何大一：对SARS，新型冠状病毒和其他一些蝙蝠携带冠状

病毒的广谱疫苗的开发是可行的，他们的序列具有较高的

相似性，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虽然也是冠状病毒引

起的，但由于其病毒序列的分歧度较高，可能不易研发广

谱疫苗。不管是基于蛋白质，DNA还是mRNA药物传输系

统的疫苗开发，都需要关于病毒保守序列与蛋白质结构的

知识积累，而这需要长时间的研究，也意味着广谱疫苗的

开发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我认为前景是乐观的。我

们之前发现一些SARS康复病人的血清中含有能中和2019新

型冠状病毒的抗体，预示着广谱疫苗是可以实现的。

阴谋论不靠谱

SAPA： 最近有些很流行的谣传说这个冠状病毒是人造

的，在您看来这有可能吗？

何大一：（笑）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注意到是有这些

说法，比如有人说是这是美国制造的基因武器，有人说是

武汉病毒所做的SARS病毒改造的结果。这都不太可信，

我们科学家还没聪明到能去制造一个新的致病的病毒的地

步。SARS的来源是蝙蝠，中间宿主是果子狸，新冠病毒来

源还不明确，后期还需要去调查，但很可能也是来自于某

种动物。现在与疫情战斗时，重要的是鉴别真相，面对真

相，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过多的去猜测和讨论阴谋论对

控制疫情没有帮助。就像WHO总干事说的，我们需要的

是事实。现在还有很多谣言说发现某种方法治好了一个病

人，但实际上，即使没有这些特别的疗法，接近约98%的

病人也会最终康复的（按数据如果致死率为2-3%）。

SAPA：您对SAPA采取什么方式能帮助对抗疫情有什么建

议吗？

何大一：希望SAPA能利用会员中在各个领域和公司的人

才，协调公司和大学院校的合作， 在面对这种重大疫情的

情况下尽快找到治疗办法。

何大一教授介绍
何大一， 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创

立者、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70年何大一考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74年大学毕业

后考入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

得博士学位后进入Cedars-Sinai医学中心进行内科临床实

践；1982年进入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

进行传染病学的临床实践；1996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

选为年度风云人物；1997年新余市人民政府授予何大一荣

誉市民；2001年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向他颁发了“总统国

民勋章”；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2007年出任香

港大学艾滋病研究所荣誉所长及科学督导委员会主任；同

年，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成立，何大一出任中心

主任；2008年获得香港大学名誉科学博士；2015年获颁影

响世界华人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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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病原体疫苗研发
对抗击COVID-19的启示
马里兰大学传染病和疫
苗研发专家Wilbur Chen
教授为您答疑解惑

SAPA公共卫生讲座系列之 二

文： 董拓川          2020-02-17

此次讲座包含5个主要内容：

1. 呼吸系统病毒简介

2. 疫苗研发简介

3. 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症COVID-19

4. 新冠病毒症COVID-19风险展望

5. 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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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呼吸系统病毒简介

常见的呼吸系统病毒，包括流感(Inf luenza )，副流感

(Parainfluenza)，和人体冠状病毒(Human Coronavirus)。

有四种常见的季节性病毒，每年会造成15%-40%的普通感

冒。

大多数的冠状病毒，主要宿主是蝙蝠，它们有感染人类的

潜在风险。在过去18年，爆发了三次新型冠状病毒危机：

1. 2002年11月爆发的SARS-CoV，8098人患病，774人死

亡，约10%的病死率，于2003年7月终止。

2. 2012年4月爆发的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

，2499人患病，861人死亡，约35%的病死率，至今仍未终

止。

3. 2019年12月爆发的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相应的病毒被命名为SARS-CoV-2)，截止2020年2月

12日，60363人确诊，1370人死亡，2%左右的致死率。致

死率虽远低于前面两次危机，但仍远高于约0.05%的流感

病死率。不过由于疫情仍在发展，该病死率的估计并不准

确，有被低估的可能。

 

除了上述三例，近30年来还爆发了多起人畜共患的病毒流

行危机。

这类人畜共患的病毒流行危机，是如何爆发的呢？以大流

行流感(Pandemic  Influenza)为例，流感病毒的初始宿主是

鸟，随着鸟类在全球迁徙，它们携带的病毒先传染给了鸡

或猪，最终感染了人类。

 近30年来爆发的人畜共患病毒流行危机

人体冠状病毒(Human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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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畜共患病毒传播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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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WHO监测，流感高危爆发地集中在东南亚，陈教授分

析，这可能与当地人喜欢新鲜肉类，也即在市场与活禽密

切接触有关。而欧美等地，禽类宰杀与销售分离，爆发流

感的风险随之大幅降低。

02 疫苗研发简介

治疗这类偶尔爆发的人畜共患病毒感染，商业市场潜力不

大，但对公共卫生有着重大影响。为了应对此类大爆发，

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研发疫苗。

 

疫苗生产

疫苗是如何生产的呢？以传统的季节性流感(Seasonal 

Influenza) 疫苗为例，疫苗一般用鸡蛋生产。

所以整个疫苗开发过程，每年11月到次年3月，WHO或

CDC会给出当年的种子病毒(seed viruses)。疫苗生产商从

中培育优选出高产病毒株，注入鸡蛋增殖，随后经过灭活

处理和一系列测试，通过FDA批准，最终于当年10月左右

上市—整个过程耗时一年左右。

 

能优化缩短这个过程么？这正是陈教授等很多疫苗研发人

员，在过去20年来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

在2009年H1N1流感大爆发时，病毒爆发于4月，CDC于

6月给出种子H1N1病毒(seed H1N1 virus)。8-10月疫苗研

发人员依次开展了成人H1N1疫苗临床实验(403人)、儿童

H1N1疫苗临床实验(600人)和佐剂增强H1N1疫苗临床实

验(750人)，并最终在11月正式推出了H1N1疫苗——耗时

约半年。虽然速度相比传统流程大幅提高，但还是晚了一

点——2009年H1N1流感爆发高峰是8-11月。

 

2014年，Ebola疫情于3月爆发，WHO于8月宣布其为

PHEIC(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9月疫苗研发人员

就在美国和马里开展了ChAd3-EBO-Z vaccine的临床实

验，11月又开展了rVSV-EBOV vaccine临床实验，次年3

月，rVSV-EBOV vaccine被证明有效。这个过程中，临床

实验的反应速度更快了，而且rVSV-EBOV vaccine是一种

先进的病毒载体疫苗。

 

2015年，Zika病毒在美国被发现，2016年2月WHO宣布其

为PHEIC，8月和12月分别开展了两个Zika病毒疫苗的临

床实验，但是，截止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Zika病毒疫苗

获批上市。不过这个疫苗有一大亮点——它是用先进工艺

质粒/plasmid生产的。另一方面，幸运的是，Zika病毒在

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自行减弱，从2016年约65万人感染

下降到2017年的5万7千人，2018年则仅有3万1千人。

 

疫苗的研发生产，从传统的鸡蛋培养，到现代的减毒疫

苗、细胞培养疫苗、重组型疫苗、佐剂增强型疫苗，再到

未来的DNA/mRNA疫苗，病毒载体疫苗，类病毒颗粒，

甚至终极的万能疫苗——人类一直在努力进步，相信在公

共卫生需求、市场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疫苗研发会越来

越高效迅速，人类终将战胜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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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如何应对新冠病毒COVID-19

应对新冠病毒症COVID-19，陈教授认为有四大手段：

一，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快速确诊病例、追溯密切接触

者、隔离；

二，开发诊断测试试剂；

三，开发特效药；

四，开发疫苗。

关于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陈教授分享了他在马里兰大学

领导传染病防治的经验，并指出在人口高度密集的校园，

传染病防治非常具有挑战性。关于开发诊断测试试剂，陈

教授认为，中国在1月10日公布了新冠病毒的序列，这对全

球及时开发诊断试剂非常重要。

 

关于开发特效药，陈教授认为有如下思路：

• 被动免疫疗法，开发单克隆抗体

• 快速筛选现有药物来治疗新冠病毒

• 阻断病毒复制的关键步骤

• 开发新的靶点

并举了一些候选药物的例子：

关于开发疫苗，陈教授认为，就算不考虑临床实验所需

要的时间，假设今年夏天，人们就能得到一种有效的药物

或者疫苗，考虑到产能的限制，没有哪个生产商能在短时

间内，满足全中国14亿人的需求。因此有效的药物或者疫

苗，对战胜此次疫情有多大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目前治疗COVID-19的机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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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新冠病毒症COVID-19风险展望

作为一个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管理专家，陈教授对新冠病

毒症COVID-19风险进行了展望，以便政府和个人做好充

分的应对准备。

 

可能性一，如果不加防治，受感染人数将呈指数上升并传

遍全球，成为一场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

可能性二，参考1918年大流行流感的例子，流感第一波在

1918年7月达到高峰，然后病死率下降到接近0。到10月，

流感再次爆发，病亡率最高接近2.5%。次年2月，流感再次

爆发，感染之前没被感染过的人。

类似的情形在2009年H1N1流感危机中也被观察到。

 

针对新冠病毒症COVID-19，如果认为现在的危机是第一

波，到春、夏天，随着气温升高，病毒活性降低，加上政

府的各种治疗、隔离措施，有可能疫情会迅速平息。但到

秋冬季，当气温下降，隔离措施解除，学校重新开学时，

将可能是新冠病毒症COVID-19再次猛烈爆发第二波的重

大风险点。

 

而且与季节性流感(Seasonal Influenza)和大流行流感

(Pandemic Influenza)相比，致死率高得多的新冠病毒症

COVID-19，一旦像大流行流感一样多次爆发，后果不堪

设想，因此政府和个人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防患

于未然。

感染人数预测图

1918年大流行流感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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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预防措施

面对严峻的挑战，人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对于在美国

的听众，新冠病毒症COVID-19在美国只有15例，大家完

全不必担心。大家主要工作还是预防流感，及时接种流感

疫苗，注意个人卫生，一旦生病，及时就医且注意自我隔

离。

 

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做好各种公共卫生预案。

 

对于在制药研发界工作的各位同仁，陈教授期待大家在各

自工作中，多多关注新冠病毒症COVID-19和未来可能爆

发的病毒危机，共同推进相关领域的研发。

Q1: 如何能帮助公众减轻恐慌心理？ 

陈教授：中国现在是疫情中心，但在控制之中。特别是在

美国，大家不用囤积物资，相信公共卫生官员在尽他们的

全力保护公众的健康和安全，更需要担心的是，季节性流

感。

 

Q2: 假设此次新冠病毒症COVID-19爆发在美国，美国政府

会如何应对？ 

陈教授：中国此次实施的种种措施，比如7天修建了一座

1000个床位的医院，这在美国几乎不可想象。美国社会更

注重个人，不容易信任政府采取类似措施。因此美国的措

施需要与中国不同，但最终该采取的疫情防治措施，还是

会发生。

比如1918年大流行流感期间，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州和地

方政府关闭了学校、剧院、教会，禁止了体育活动等公共

集会、停止了火车等公共交通。这些措施现在也许很难直

接在美国执行，但为了控制疫情，类似措施还是必要。

 

Q3: 感染新冠病毒症COVID-19会增加未来患肺癌的风险

吗？从之前SARS感染的情况，我们能得到一些参考吗？

陈教授：根据感染SARS病人的情况来看，他们会有更长

时间甚至永久的肺部损伤，但还没见过肺癌风险增加的情

况。通常情况下，感染能把自身DNA整合进人体DNA的

慢性病毒，会让人体细胞产生癌变，而SARS-CoV-2病毒不

是这种慢性病毒，所以感染新冠病毒症COVID-19不会增

加未来患肺癌的风险。

Wilbur Chen 教授介绍 :

陈教授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同时兼任疫苗开发和

全球卫生中心 (Center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Health) 成人临床实验分部主任 (Chief of the Adult Clinical 

Studies section)，和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部旅行医药规

范所的主管。他的研究专注于对全球卫生有重大影响的两

个领域：1. 开发针对主要造成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传染病的

肠道病原体疫苗。2.针对全球老龄化趋势，为疫苗效果欠

佳的老年人开发更高效疫苗。

COVID-19 潜在人口数量影响

提问与解答Qustions &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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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药物研发
的机理与挑战

SAPA公共卫生讲座系列之 三

文： 安第斯          2020-03-04

2 月 2 7 日 美 中 药 协 公 共 卫 生 讲 座 系 列 的 第 三 讲 邀 请 了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医学院微生物与免疫学系

终身教授荣立军博士，为大家讲解如何针对新型病毒进行

药物研发。

荣教授的研究内容囊括多种病毒， 其中就包括了冠状病毒

家族的SARS，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 和这次

被命名为SARS2的2019 新型冠状病毒。总的来说对于这类

烈性病毒，目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是很有限。

抗病毒治疗的成功案例

目前的抗病毒策略主要分为抗病毒药物和疫苗。在疫苗

方面，我们有过多起成功案例，如已经被消灭的天花和

几乎消失的小儿麻痹症，在美国季节性流感疫苗也被广

泛采用，有效性在10%到50-60%不等，主要依赖于对当年

流感病毒的预测准确性。在抗病毒药物方面，也有一些成

功的例子，比如治疗流感的达菲（Oseltamivir）。但由

于流感和冠状病毒这类RNA病毒的突变性非常高，所以

很容易进化出对药物的抗性，曾用于流感治疗的金刚烷胺

（Amantidine）就因此而不再适用。之前也为我们做过讲

座的何大一教授（David Ho）开创的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可

以说是抗病毒方面最成功的案例，曾经相当于宣判死刑的

艾滋病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可以用药物控制的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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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是丙肝的药物治疗，虽然还不能确

定其是否能够有效避免丙肝对癌症的诱发，但至少可以完

全消除病人体内的丙肝病毒。

 

虽然已经有过这些成功治疗或控制病毒感染的案例，但

对比于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肆虐过人类的种种病毒

（见图一），这仍然只占极小部分。在没有有效针对药

物的情况下，也会尝试采用已有的对抗其他病毒的药物

（compassionate use of antivirals），例如2015年在西非用

于埃博拉病毒治疗的药物ZMapp，以及目前用于SARS2治

疗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但这两例药物的有效性仍待实

验确定，这种策略也是万不得已情势下的无奈之举。

图一：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人类面临的病毒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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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靶点与药物研发

抗病毒药物的靶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宿主细胞上的

靶点，另一类则是病毒蛋白上的靶点。荣教授主要针对

后者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虽然针对宿主细胞靶点研发

的药物可能有更强的广谱性，但针对病毒蛋白靶点研发

的药物对病人的毒副作用可能性较小。对于不同特性的

病毒，药物开发和治疗方案的侧重也会不用。对于可以

在人体内长期存在的慢性病毒HIV和乙肝，由于需要长

期治疗，就要格外注意药物的毒性。相对来说，急性感

染的病毒，如流感、SARS和SARS2，对药物毒性的要求

就要低一些。图二具体列出了以病毒侵染宿主细胞不同

步骤（病毒附着、渗透、脱膜、遗传物质合成、转录、

病毒蛋白合成、病毒装配与释放）为靶点而研发出的药

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相关文献作进一步了解。

图二：病毒侵染机理流程图与相应的靶点药物开发

（白色箭头指示了病毒侵染宿主细胞至完成复制并释放的过程，黄色区块

则标识了针对相应步骤的靶点而开发出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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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流感亚型的形成机理

前面提到RNA类病毒的变异率极高，也就是很容易出现

亚型。以流感为例，有两种形成机制。一是通过遗传物质

RNA突变而导致的病毒表面蛋白HA和NA的突变，这种

突变就会导致一些以此为靶点的抗病毒疫苗或药物失效。

另一种方式是重组，当不同流感病毒，如人流感病毒和禽

流感病毒同时感染了猪这种中间宿主，就可能会在中间宿

主体内发生重组而产生新的流感病毒亚型，令人类的免疫

系统毫无准备而措手不及。对于病毒突变导致的抗药性问

题，或可借鉴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采用多种靶点药

物的组合而保证治疗的有效性。但具体如何组合则需要进

行大量实验来验证。另外，荣教授还澄清了很多人对于美

国流感死亡率的一个误区，美国流感的年死亡率一般在3-4

万，这其中包含了流感病毒感染造成的综合症死亡，因而

和中国的流感死亡率算法不同而无从比较。

“一石二鸟”的病毒研究策略

关于具体的病毒研究方法，荣教授为大家介绍了一种为

了在实验室内安全研究病毒而使用的“一石二鸟”的研究策

略，即结合HIV病毒的遗传物质和禽流感或埃博拉病毒的

表面蛋白而组合成的无活性病毒。这样既能保证实验的安

全性（真正的埃博拉病毒只能在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内进

行研究，而全球只有不到二十个达到如此高安全等级的实

验室），又可以同时进行不同病毒的研究。当然这种实验

策略仅用于小分子药物的初步筛选，最终还要在生物安全

四级（BSL-4）实验室内用真正的埃博拉病毒进行验证。

小分子药物具有生效快速，稳定性高，价格低，易于实地

采用，广谱性高且可以口服的优点。

最后荣教授强调了广谱性疫苗和药物对于抗病毒治疗的重

要性，以及政府对于病毒研究的持续投入的必要性。

提问与解答Qustions & Answers

Q1：流感病毒哪一个靶点的抗药性更高？

荣教授：所有流感病毒靶点的突变性都很高，例如日本出

的新药博洛昔韦（Baloxavir marboxil）已经发现了有抗性

的病毒株，这是一场药物研发与病毒的赛跑。鸡尾酒疗法

可能会对减少抗药性有一定帮助。

Q2：默克公司（Merck）研发的埃博拉病毒疫苗如果得到

很好普及，可以防止以后埃博拉病毒的大面积爆发吗？

荣教授：默克研发的这款疫苗是针对埃博拉Zaire种的，对

其他埃博拉病毒种类可能不太有效。所以目前大家希望综

合多种埃博拉病毒研制疫苗。另外对于很多新生病毒，大

面积的疫苗疗法可能并不实际，因而疫苗和小分子的研究

都很重要。

荣立军教授介绍 :

荣立军教授，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医学院微生

物和免疫学系终身教授。1981年获山东农业大学农学学

士，1991年获得Purdue University博士学位，1991-1998年

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8年

开始在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任助理，副教授，教

授至今。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阐述埃博拉、禽流感、SARS、

丙肝等病毒对细胞的入侵途径机制，和寻找发现对病毒有

抑制作用的化合物并对其进行深入开发。已发表SCI论文

90多篇，相关成果发表在PNAS、JBC、JVI、J Med Chem

等知名期刊上。主持多项NIH基金，并且是NIH基金评审

study session成员。是美国微生物协会、美国科学促进会、

芝加哥病毒学协会、美国中国生物科学家学会会员，此外

担任Virology Journal等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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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时期的
药物治疗

SAPA公共卫生讲座系列之四

文： 赵一鸣          2020-05-01

4月22日晚《关注新冠疫情：SAPA公共卫生讲座系列

之四》，美中药协（SAPA）邀请到药理与毒理学专

家，康涅狄格大学药学院钟筱波教授，就新冠肺炎时

期的药物治疗，给大家带来一场既专业又接地气的讲

座。

钟教授强调俗话讲“是药三分毒”，毒不毒其实取决于

吃多少（剂量）和怎么吃（结合其他因素）。对于

眼下新冠疫情最常用的一些药物，钟教授一一分析解

读，特别是从药物毒性角度给大家提起注意。讲座主

要围绕四个主题展开：

01. 为什么新冠肺炎期间对使用退烧药布洛芬

(Ibuprofen)会产生争论？

02. 如果选择使用扑热息痛(Paracetamol), 或叫泰诺

(Tylenol，其有效成分是acetaminophen)作为退烧

药，应该注意什么？ 

03. 使用抗疟疾药物羟基氯喹(Hydroxychloroquine 

plaquenil) 治疗新冠肺炎有什么风险？

04. 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的新药瑞德西韦

(Remdesivir)治疗新冠肺炎有多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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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冠肺炎期间对使用退烧药布洛芬（Ibuprofen）会

产生争论？

发烧是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最常出现的症状，WHO-China统

计在出现症状的被感染人群中大约87.9%的出现发烧(67%

会干咳，38.1%会出现疲乏)。因此退烧药是感染新冠之

后最常用的药之一。目前两种最常用的退烧药是布洛芬

（Ibuprofen，如非处方药Advil）和对乙酰氨基酚，又称扑

热息痛（Acetaminophen，如非处方药泰诺Tylenol）。布

洛芬属于非甾体类消炎药，泰诺属于广谱解热镇痛剂。两

者的退热效果是相似的，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尤其是

副作用，布洛芬的副作用主要为消化道的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 5%～15%），与食物同服，可减轻其胃肠道刺激。对

乙酰氨基酚可能有过敏反应，副作用主要是反复多次的应

用超剂量所致，同时由于混合了病毒感染的因素，易引起

肝炎。

布洛芬和泰诺的对比

为什么这次新冠肺炎期间，对布洛芬使用产生了争论？有

传言说使用布洛芬会使病情加重，真是这样吗？据称布洛

芬会增加新冠病毒进入人体细胞所需的ACE2受体的表达

量，有称在意大利死亡案例都服用过布洛芬。在3月14日，

法国卫生部长发出警告称布洛芬用于新冠造成的发烧或会

产生严重副作用。随后关于新冠肺炎不要使用布洛芬的说

法在全球疯传。各种各样不实的消息和“案例”遍布各种社

交媒体。最后世卫组织WHO 3月18日不得不发布信息，

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医疗报告和临床数据显示布洛芬对

COVID-19治疗有不良作用，不反对使用布洛芬。至此布

洛芬争论才告一段落。病人在选用退烧药时以自己适合的

情况来定。

WHO发布官方消息，不反对使用布洛芬

然而退烧药的使用就真那么安全吗？非也，真正的危险是

剂量！泰诺，美国非处方销量第一的药，在指定剂量之内

安全，但是超过剂量会造成肝损伤。据统计全美每年46%

的急性肝功能衰竭病例由于使用过量泰诺造成！对乙酰氨

基酚APAP是美国最常见的药物成分，含有对APAP的药物

超过了600种。病人在同时服用多种药物时，就有可能累

计服用的APAP总剂量超过了其每日允许的最大剂量4000 

mg。因此提醒大家，用药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尤其注意

用药安全。 

美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APAP）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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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抗疟疾药物羟基氯喹 (Hydroxychloroquine, 

plaquenil) 治疗新冠肺炎有什么风险？

羟氯喹也是新冠肺炎期间一个“明星”药物，最先由法国的

一个临床试验显示，羟氯喹的使用对降低新冠病毒携带

量有明显作用，上海进行的另一个临床试验结果则否定

了羟氯喹具有明显作用。后来经美国总统川普“带货”推荐

后，一度引发抢购和使用的风潮。波士顿医学中心发布

的新冠治疗手册中，建议有疑似症状时就开始使用羟氯

喹，确诊后应继续使用。现在有三四十个临床项目都在

做。是否有效还需等待更多临床结果出来。

然 而 羟 氯 喹 的 毒 性 和 副 作 用 切 不 可 忽 视 ， 康 州 大 学

Suzanne Doyon教授指出：“氯喹是一种毒性很大的药

物，如果摄入过多，会出现听力下降，视力下降和潜在

的心律不齐等症状。氯喹是处方药，应始终在医学指导

下服用。目前有些临床试验在测试羟氯喹与阿奇霉素的

组合用药，两者的结合使我们特别担心，因为心律失常

的风险很高，后果可能很难治疗。希望这种组合用药一

直是在专业医疗指导下使用，必须反复强调病人在无指

导下擅自用药有极大风险。”

另外一个危险的组合是氯喹和泰诺同时使用，2012 年

堪萨斯大学的研究证实这种组合会加大造成肝损伤。目

前尚不清楚羟氯喹与泰诺组合使用是否会使肝脏损害加

剧，也不清楚新冠患者的泰诺和羟氯喹的最高剂量是多

少。对于遭受新冠困扰的人来说，这一知识非常重要，

需要迅速解决。

康州大学Suzanne Doyon教授指出羟氯喹的毒副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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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德科学 （Gilead Sciences）的新药瑞德西韦

（Remdesivir）治疗新冠肺炎有多大的希望？

疫情期间几乎是最受关注的一款药瑞德西韦，中国网民

译作“人民的希望”，是由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开发的一

种新型实验性广谱抗病毒药物，能够抑制RNA合成酶，

从而抑制RNA病毒的复制。原本开发用来针对埃博拉病

毒，但对应的临床效果并不理想。新冠疫情初期，瑞德

西韦针对新冠病毒的动物实验和少数人体试验显示该药

可能对新冠有效，FDA也批准了瑞德西韦的同情用药，

但是否真的有效还需要大规模临床试验。

4月11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一项瑞德西韦治

疗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试验结果显示，使用瑞德西韦

后，53名重症和危重症COVID-19患者中，68%的患者症

状得到缓解，死亡率为13%。不过，该研究在同情用药情

况下展开，并无对照组，还不能评价瑞德西韦与患者症

状改善的直接关系。

4月22日金融时报和STAT发布瑞德西韦在中国进行的237

名中重度新冠病毒患者的临床实验报告，结果却是瑞德

西韦并无显著降低死亡效果。不过吉利德公司表示这并

非结论性的结果，因为该研究因病例不够已提前终止。

目前我们还需等待更多临床试验结果。* 

而同时，瑞德西韦的一些毒性和副作用我们必须引起重

视。大约50-60%的人会有副作用，差不多1/4 的人出现肝

脏转氨酶升高，说明有一定肝损伤。跟泰诺联合是否会

加剧肝损伤？如何控制剂量？目前都还没有答案。

观众提问

观众问题一：泰诺过敏怎么办？

退烧药过敏要看利益风险平衡，高烧不退会伤脑，退烧

必须要做，如果严重过敏则不要用，如何权衡要看收益

与风险比较。另外如果布洛芬不过敏，也可以用布洛芬

退烧。

观众问题二：有些人吃药掰一半您怎么看？

吃药的学问很大，一般药物的剂量是根据绝大多数人的

临床数据来决定的。这些实验结果要尊重。擅作主张自

己掰一半用，很可能剂量不够，没有治疗效果。

*编者按：

该讲座之后，在文章编辑期间，4月29日有三个重要的临

床研究结果揭晓：

1.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研究结果显示

1,063名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RCT）的初步数据分析，

接受瑞德西韦的进展期且肺部受累的COVID-19住院患者

的康复速度快于接受安慰剂的类似患者。

2. 三期临床单翼试验 SIMPLE表明接受5天治疗和接受10

天治疗COVID-19患者的临床结局没有显著差异。

3. Lancet发表中国结果显示瑞德西韦不降低病死率，并不

改善临床起效时间，但对于发病在10天及以内的患者，

瑞德西韦治疗组要快于安慰剂对照组。目前结果总结说

来：瑞德西韦不降低病死率，但是能缩短病程，接受

治疗患者痊愈时间更快。瑞德西韦是有效，但显然不是

神药，早期用药可能效果更好。更多临床结果仍有待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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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筱波教授介绍

目前是康涅狄格大学药学院（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chool of Pharmacy）药理与毒理学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教授。钟筱波于1984年毕业于北京

大学生物系，1998年博士毕业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Wagening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分子生物学

与遗传系，1998年~200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 (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遗传系做博士后和助理

研究员。2004年~2012年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医学中心 

(University of Kansas Medical Center) 药理毒理和治疗

学系任终身制系列助教授和副教授，2012年至今任康涅

狄格大学药学院副教授和教授。目前担任的其他学术兼

职包括：美国药理学会 (ASPET) 药物代谢专业委员会

主席 （Chair-Elect），国际异源物代谢研究学会 (ISSX)

、美中药协 (SAPA) 、华人生物学家协会 （CBIS）

会员，美国药理学会药物代谢杂志综述编辑 (Review 

Editor, Drug Metabolism and Disposition)。多个美国

健康研究院（NIH）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钟筱波多年

来主持和参与多项NIH基金、PhRMA基金等相关重大

研究课题。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药物代谢、遗传药理学和

表观遗传药理学方面。已在本研究领域内的国际著名

学术期刊如：Pharmacogenetics and Genomics、Drug 

Metabolism and Disposition、Molecular 

Pharmacology、PNAS、Nature、Cell等发表研究论文

八十余篇，荣获2016年DMD杂志James R. Gillette优秀

论文奖，并多次应邀在国际性会议中作学术报告。钟筱

波目前在康涅狄格大学药学院为PharmD和PhD学生主

讲药物作用原理 （Principle of Drug Action），新药研

发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和个体化用药 

(Personalized Medicine)等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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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痛点: 
成为领导者 美中药协成功

举办线上职业发展论坛
文： 赵一鸣          2020-08-04

主要讲员与组委会成员线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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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亚裔经常有一个无可回避的“痛点”：虽

被称为“模范少数族裔”，在很多情况下却并不被

视为理想的领导者。亚裔占美国约5.6%的总人

口，在当今职场参与的比例相当高，然而全美

却只有约0.3%的企业领袖，不到1%的董事会成

员，约2%的大学校长是亚裔。这是个值得警醒

的数字，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促进从业

人员的职业发展，是美中药协（SAPA）的重要

使命之一。

带着这一使命，美中药协于2020年7月18日在线

上成功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直面痛点”的职业发展

研讨会。20多位来自不同阶段的职场同仁和近

300名参会者一起认识痛点，剖析痛点，超越痛

点。SAPA这一经典品牌活动，今年全新改版，

首次在线上举行。

研讨会开始，SAPA候任会长暨职业发展部负责

人John Sun博士致开幕辞。他从分析美国华裔在

职场的发展现况开始，介绍了 SAPA十几年来关

注在美医药界职业发展的努力。随后他简要介

绍了今天的讲员和一天的活动安排。接着SAPA

现任会长Jerry Liu博士介绍了SAPA的基本情

况，并对参会的讲员、志愿者、SAPA赞助商、

和参会者表示了感谢。

SAPA现任会长Jerry Liu博士介绍了SAPA的基本情况

SAPA职业发展部负责人、SAPA候任会长John Sun博士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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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开始的主题论坛中，John Sun博士与三位行

业领袖人物深入探讨了美国亚裔职业发展上的

困惑和成为领导者的要素。Sandoz副总裁 Kevin 

Cook指出，个人的出色表现和突出的贡献并不

直接使其成为领导者，能理解团队，促进团队

合作，并让团队的力量有出色发挥，才是成为

领导者的关键。Public Speaking Advantage创始

人Paul Geiger则侧重谈了沟通能力在领导力中

的关键作用。他以四个方向分别对应与领导，

下属，同僚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当你展示出你

的自信，真正的与不同方向的人建立起连接，

传递出你的观点的时候，必然是你将前进的时

候。Moderna 副总裁 Huijuan Li博士给与亚裔

的建议是首先不要以人们眼中的刻板印象去限

制了自己，打开心扉去接受其他人，他人也会

接受你。

之后的分论坛环节，20位来自不同职业阶段和

不同领域的职场同僚们，分为九个小组，分别

探讨了九个常见的职场痛点，包括：提高职场

可见度、为何错过升职、了解及参与公司经营

策略、从技术人员到有效领导者的转化、从负

面反馈中学习、个性如何影响工作、应对不同

的领导和沟通方式、未来方向的困惑、以及分

析现况何去何从。他们分享了自己“接地气”的职

场故事，以亲身经历和案例分享相结合，剖析

痛点根源，分享解决之道。

主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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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流程和各个话题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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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1· 
职场可见度，一把双刃剑？

通过两段精心准备的情景视频，Cuong  Truong, 

Yan Yan, 和 Rachel Hao生动的再现了提高职

场“可见度”对升职评估和职业发展的重要性。相

反，不恰当的时机直接发表负面评价则会使全

组处于尴尬境地，伤害到领导对自己的看法。

对于成为领导者而言，树立“个人品牌”至关重

要，领袖气质（Executive presence）的培养

需要七个要素，包括远见，沟通技巧，善于倾

听，培植人脉，政治头脑，抗压能力等等。

痛点2· 
为何错过升职？

Yong Guo表示升职是职场中绕不过的话题，

光是埋头努力，按时按量完成任务是不够的，

还需要许多其他因素。Li Ren谈到了解公司升

职背后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对成功升职至关重

要。升职的条件往往不是你做好了现有职位的

工作，而是你展现出了做好更高职位所必须的

能力。因此获得升职只是一种追认，而不是奖

励。可以预先，比如提前半年，与自己的上司

表明升职的愿望，希望上司帮忙给出建议，看

看那些方面还需提高。Jerry Li  表示如果现在v

公司已不能提供继续上升的空间，可以考虑公

司以外的机会，但需要谨慎，不要让上司认为

你是用离开公司要求升职。

痛点3· 
公司经营策略只是空谈吗？

Sara Gao以迪士尼公司的例子谈到公司的经营策

略是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一旦定下，一切行

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在努力。Yiming 

Zhao 谈到公司内部至上而下垂直方向的策略

一致性，个人该如何与每一层级的目标保持一

致，这不仅仅对公司的效率和资源整合至关重

要，也与个人在公司内的发展息息相关。个人

的努力方向，如果与公司的大方向不一致，则

是南辕北辙，非但不会得到鼓励，反而可能浪

费公司资源。Hao Shen 表示公司策略绝不是空

谈而已，策略的制定背后是有大量的数据和研

究作为支撑，是严谨的科学过程，因此不容忽

视。很多人误认为策略只是空谈，根本不去涉

入，结果漏掉了好多参与学习及提高的机会。

痛点4· 
从技术人员到有效领导者—为何
转换会遇到困难？

很多人有了高学位并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但 在 转 换 成 领 导 者 的 过 程 中 并 不 是 一 帆 风

顺。Aming Zhang 谈到从技术人员成长为一

个管理者和领导者，首先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

变，从“我”到“我们”，心中需建立一个团队的整

体概念。问问自己，是否让组员明白小组和个

人的目标，是否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组员工作和

成长的空间。Ning Yan讲解了作为管理者的沟

通技巧，领导者善于提出目标和挑战，让组员

去寻找解决方法。Li Ren则强调了管理者看问题

角度的提升。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作为

一个策略思考者，必须有全局观，需要将个人

和团队的目标放在公司的大方向上来考虑，例

如要考虑到市场需求，行业发展趋势等等。

痛点5· 
痛并快乐，如何从负面反馈中学
习？

当 别 人 给 你 提 出 逆 耳 忠 言 时 ， 你 是 如 何 反 应

的？Xue Liang，Chenchao  Gao，和Brian Jiang

以 自 己 的 亲 身 经 历 讲 述 了 如 何 应 对 负 面 的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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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并从中获得提高自己的建议。同时另一方

面作为提供反馈的人也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选

择易于接受的方式，避免对方的抵触情绪。最

后给大家如何因对负面反馈的4R建议：1，回以

感谢；2. 反思原因；3. 做出改变，努力到达期

望；4与给建议者合作，确认自己的进步。

痛点6· 
个性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

很多人为自己性格烦恼，认为是自己人际关系

和职业发展的弱点，其实不然。David Cragin

认为内向性格的人往往更善于一对一的沟通方

式，这反倒是建立人与人连接的最好方式。有

些小技巧比如提高自己外表的职业性，有利于

提高自信，同时也更容易吸引到愿意与你建立

连接的人。Yiming Zhao提到另一些影响工作的

性格因素，如讨好型人格。这种性格的人往往

显得“太好说话”，为了避免冲突，或害怕麻烦别

人，不懂得说No，不会提条件，受到不公待遇

也不愿出声。这种性格可能导致工作量过度，

管理不好下属，无法争取自己权益等等，影响

职业发展。Yan Yan谈到内向型或外向型并不是

阻碍职业发展的主要性格因素，更重要的是自

信的程度。Lorraine McCamley  建议大家打破

跟自己设下的“固有框架”，认识自己独特的价

值，从而创造新的机会。

痛点7· 
如 何 应 对 不 同 的 领 导 和 沟 通 方
式？

Jaclyn Lee 主持该话题带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Liang Xue 以自己在职场上的一段经历引

出 对 不 同 领 导 方 式 的 了 解 与 学 习 ， 这 有 利 于

理解领导方式的不同，和对应的最有效的沟通

方式。以提供支持和指导的多少，领导的方式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四 类 ， 例 如 支 持 多 也 指 导 多 的

是“教练型”，支持少指导少的为“放养型”。同

样，按耐心程度和对结果的注重程度，沟通的

方式也可以分为四类。不同的领导在不同境遇

下，可能表现的形式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学会

适应。Yong  Guo  给出建议在与领导沟通之前

要做好“功课”，这不仅掌握自己所汇报内容的

技术细节，也要理解这些内容所带来的效果和

影响。同时遇到问题，最好备好可能的解决方

案，未必是最终解决方案，但却是展示你能力

的好机会。

痛点8· 
我的未来在何方？

作为职场新人的Yulan Zhang在不断探索自己

职业的未来，她提出一系列关于职业方向的疑

问，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第一步该如

何去走？有那些渠道去了解？该跟谁去聊？如

何从学生思维转变为职业思维？Ning Yan赞赏

到职业规划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不停的追问和思

考这些问题。Jerry Li 强调很多时候发展的极限

还远远未到，我们却给自己限定了一个框架，

阻碍自身发展。

痛点9· 
现 有 岗 位 上 何 去 何 从 ？ 如 何 突
破？

参加这个话题的五个讲员都有转换职业方向的

经历，Hao Shen从研发岗位到在职读MBA，最

后转向商业管理咨询领域。与医药界朋友们的

交流让他打开视野，探索出自己的道路。他的

挑战在于工作性质和内容的很大不同，但之前

的科学训练给与他善于分析问题，寻找解决方

法的强项；Jianxin Li在几家大药厂工作14年之

后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成为自己的老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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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的是思维方式的变化。David  Cragin则是

在大公司内部实现了部门之间的调动和职业方

向上的变化，他转换的成功在于与关键人物建

立了有意义的连接，建立了相互了解和信任的

基础。Sara Gao总结道，在规划职业中，我们

需要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擅长做什么？我喜欢

做什么？我对什么有激情？我们需要的是建立

在不断尝试和经历之后的自知之明。这种甚至

让自己能不知疲倦，不计报酬的工作，就是职

业选择最终的方向。获得工作，其实最好的就

是向人展示我其实已经做到了。

来自不同职业阶段的讲员



36

SAPA 1:1· 导师项目

研讨会最后，还隆重推出了SAPA一对一导师辅

导 项目，旨在利用SAPA强大的专业人脉，帮

助初入职场的人找到合适的职场导师。Stephen 

Xue和Chenchao  Gao向大家介绍了该项目情

况。促进SAPA会员的职业发展，一向是SAPA

的重要使命。该计划导师来自于SAPA领导团

队，以及SAPA人脉圈内不同方向上的资深职业

人士，他们都很愿意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及教

训，乐于帮助同行们的职业发展。凡是SAPA会

员，对职业发展和进步有兴趣的均可报名。

一天的研讨会之后，SAPA还安排了五个分会场

的线上互动讨论环节，让参会者有机会与讲员

和资深企业领袖们在线“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大

家意犹未尽，互相留下联系方式，相约下一次

的相聚。

SAPA一对一导师辅导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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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药协成功举办2020
线上科学论坛 生物医学

创新转型的驱动力
文： 安第斯 龚佳薇 马晓棠          20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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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5日，200多位世界各地来自学术和

医药工业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美中医药开发协

会（SAPA）一年一度的科学论坛。本届科学论

坛以网络会议形式举行，主题为“生物医学创新

转型的驱动力”。今年论坛重点关注生物医学创

新在诊断与精准医学，细胞与基因疗法，以及

药物研发的新技术等领域的最新趋势与突破。

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包括哈佛大学的George 

Church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Richard N. Zare

教授，以及诸多制药行业领导者、科学家和企

业家，分享了他们对生物医学创新的思考与见

解。

大会在本次论坛主席丁崴博士的致辞中拉开序

幕，他对与会者表达了欢迎并为大家介绍了一

天的会议安排与主题。接着SAPA现任会长刘晚

生博士介绍了美中药协的基本情况。

会长刘晚生博士介绍了美中药协的基本情况

论坛主席丁崴博士的致开幕辞

全体大会：生物医学创新转型的驱动力

全体大会的第一位演讲嘉宾是国际知名的科学

家，哈佛大学的George  Church教授。在过去二

十年里， George Church教授的团队与合作者不

断改进测序技术，将人类基因组读取成本降低

了六千万倍，并将质量提高了10,000倍以上。在

这次会议上，Church教授首先揭示了降低成本

的关键技术——多重测序（通过特殊标记将多

个样品同时进行测序），以及其在如对新冠病

毒感染等疾病诊断方面的优势。接着，他以多

个科研成果为例向我们介绍了测序技术、基因

编辑与细胞疗法的结合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多个

方向的不同应用。其中包括利用原位测序技术

绘成的人类细胞图谱、基于诱导干细胞技术的

阿尔兹海默症体外模型、通过多重基因编辑技

术对超过60个拷贝数的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基

因的敲除（该基因会提高猪源器官移植的致病

风险），以及基于CRISPR基因编辑原理而设计

的能够重建小鼠大脑发育路径的DNA分子标记

技术。

哈佛大学George  Church教授谈多重测序技术对新冠病毒感

染等疾病诊断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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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大会的第二位演讲嘉宾是来自斯坦

福大学的Richard N. Zare教授。

Zare教授用生动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他和合作

者是如何从蝎子的毒素中发现了两种抗菌化合

物的。从剧毒动物，包括蜘蛛，蛇，蝎子，蜗

牛的毒液中开发新药最近在化学疗法领域收获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对一种少有研究的墨西

哥本土蝎子（Diplocentrus melici）的毒液提

取分离后， Zare教授发现了一红一蓝两种化合

物。质谱检测发现这两种化合物的分子式分别

为C9H10O4S 和C9H10O3S2，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挑

战就是破解这两种化合物的化学结构。通过利

用多种核磁共振技术不断测试，他们最终发现

这是两种 1,4苯醌化合物，并且这两种化合物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结核分枝杆菌具有显著抗菌

活性。在肺结核的小鼠模型中，他们进一步发

现蓝色化合物在不影响肺部上皮组织的情况下

对普通和耐多药结核病具有同等疗效，具有极

大的药物开发潜力。

斯坦福大学的Richard N. Zare教授谈从蝎子毒液中发现潜在

抗菌药物

全体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药明康

德高端治疗事业部的CEO David Y.H. 

Chang博士。

Chang博士在CMC（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化学、生产与质量控制）领域

具 有 多 年 管 理 经 验 。 在 这 次 会 议 上 ， 他 针 对

近年来在治疗遗传性疾病和血液癌等方面取得

突破性成功的细胞与基因疗法（Cell and gene 

therapies, CGT），对其生产与质量监测的现

状、挑战与机遇进行了详细分析。他首先介绍

了药明康德对基因治疗的两种载体——慢病毒

和腺相关病毒载体，以及细胞疗法之一CAR-T

细 胞 的 生 产 、 质 量 分 析 及 发 布 测 试 流 程 。 以

CAR-T细胞疗法为例，其生产与质量控制面临

着制造成本高昂、生产规模有限、细胞来源身

份链须准确管理（CAR-T疗法主要为自体疗

法，异体细胞可造成恶性免疫反应）以及保质

期短等问题，而自动化的生产与质量检测体系

的应用将有利于提高生产规模、保证产品质量

并且减少流程运转时间。

药明康德先进治疗事业部CEO David Y.H. Chang博士谈细胞

与基因疗法在CMC方面所遇的挑战

平行分会一：诊断与精准医学

以“诊断与精准医学”为主题的第一分会场吸引

了近百位与会者的参加与讨论。首先来自哥伦

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实验室主任Jun Liao博士做

了题为“遗传病的精准医学：从预防到治疗”的报

告。他指出人类基因组中的致病基因总数预计

超过一万个，但目前只发现了大约4000个。由于

技术限制，未知的致病基因与基因变异仍给人

类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不同

的策略来预防遗传病，例如大规模进行载体筛

查、产前检查及新生儿检查等。发现疾病后，

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包括在DNA、RNA或蛋白质

水平上的精准治疗。同时，他还预期未来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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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法将发生革命性的转变，诸如基因编辑等

手段将被成熟运用。

随后，哈肯萨克大学医学中心病理学系微生物

学与分子诊断部门主任Tao Hong博士结合自身

经历，分享了题为“新冠大流行：呼吸系统感染

性疾病的实验室诊断”的报告。作为新冠大流行

期间的一线英雄，Tao Hong博士所在团队自主

检测了新泽西第一例新冠病例，并成为新泽西

唯一一个可提供自主新冠检测的医院。他系统

的讲解了病原体的识别手段、快筛仪器的研发

以及现阶段面临的困难等，并表示其所在医院

已经为可能到来的二次爆发做好准备。

茶歇后，纽约罗氏创新中心数据科学主管James 

Cai博士做了题为“医药临床与转化过程中人工

智能的机遇”的报告。他结合实例，分析了人工

智能在制药业中可以提供的帮助。他表示人工

智能在加速医药临床与转化研究方面具备很大

的潜力，重视数据与分析的新文化正在制药行

业中形成。我们目前还处在人工智能的早期阶

段，需要不断探索和抓住机遇，让人工智能在

制药业中做出贡献。在最后的小组讨论环节，

与会者与演讲者更加深入地就关心的问题做出

了讨论，会场气氛热烈。

“诊断与精准医学”平行分会场演讲嘉宾与主持人合影

平行分会二：细胞与基因疗法

在下午的“细胞与基因疗法”平行分会中，第一

位主讲嘉宾是复星凯特生物的CEO王立群博

士，他总结了当下中国CAR-T疗法的发展机

遇 以 及 挑 战 ， 并 详 细 分 析 了 研 发 做 出 的 努 力

及 竞 争 环 境 。 随 后 ， 王 博 士 为 大 家 介 绍 了 首

款针对特定非霍奇金淋巴瘤的CAR-T细胞药

物，Yescarta(FKC876)，在中国注册的过程，并

强调了化学、生产及控制是CAR-T产品成功非

常关键的一环。最后，王博士讲述了复星凯特

生物产品的市场和商业化策略，以治疗中心为

主，以有潜在需求的其余场所为辅。

接着，来自宾州大学及费城儿童医院的Yi Xing

教授为大家详细讲解了CAR-T针对肿瘤特异性

抗原的识别机制。虽然癌症疗法已经可以识别

体细胞变异抗原，这种方法对于中低变异率的

肿瘤依然无效，因此肿瘤抗原的识别仍然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他指出RNA水平失调可以在癌

症细胞中产生免疫性肽，mRNA的选择性剪接

可以成为癌症免疫疗法新的关注点，并以前列

腺癌为例演示了如何利用高通量转录组测序来

识别新的癌症靶点。最后Yi Xing教授分享了

其团队开发的IRIS计算平台如何利用大数据对

mRNA选择性剪接引起的癌症免疫靶点进行有

效预测。

之后，传奇生物研发部门高级主管James Li博士

为大家展示了其产品管线中以BCMA为靶点，

针对多发性骨髓癌的CAR-T细胞疗法Legend-2和

Cartitude-1在中国的一期临床试验结果。其完全

缓解率都在80%左右，预示着极大潜力。最后，

李博士展望细胞疗法的发展方向，强调我们需

要的是一支融合了多种免疫细胞的 “军队”，而

非单一的T细胞“战士”，并介绍了几种具有发展

潜力的异体细胞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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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Cellular Therapeutics (ICT)的高级副

总裁，药物法规主管Xiaobin Victor Lu博士为

大家讲述了申请CAR-T细胞免疫疗法生物许可

准备过程中切实的CMC（化学、生产与质量控

制）考虑因素。在细胞和基因疗法蓬勃发展的

当下，越来越多针对肿瘤的CAR-T疗法在进行

临床试验，成功的生物许可申请则变得尤为重

要。近期针对B细胞恶性肿瘤的CAR-T疗法临床

结果虽然很好，但并没有使其顺利获得监管的

审批，其原因可能就在于FDA极为重视的CMC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Lu博士指出，对原材料、

重要产品属性与CMC重要流程参数的控制对保

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具有关键作用。Lu博士极

为详尽地介绍了工艺验证（确保临床试验批次

与商业批次产品质量稳定性）中的关键因素，

并解释了CMC流程不可避免的变动与相应比较

性研究的必要性。

“细胞与基因疗法”平行分会场演讲嘉宾与主持人合影

平行分会三：药物研发的最新前沿

在关注“药物研发最新前沿”的第三分会场，来自

Merck公司药物化学部的主管John A. McCauley

博士为我们介绍了两种以丙肝病毒大环NS3蛋

白酶为靶点的蛋白酶抑制剂疗法。不同于一般

丝氨酸蛋白酶深凹的结合活性部位，丙肝病毒

的NS3蛋白酶的活性部位呈长条形浮于蛋白结

构表面，极难判断关键结合位点，因而为抑制

剂设计带来极大挑战。Vaniprevir正是针对这个

难题而研发的具有突破性结构的NS3抑制剂，

并已在日本获批上市。而2016年被FDA批准的

ZEPATIER联合疗法中的Grazoprevir则是在此

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它对不同基因型的丙肝

病毒以及关键抗性突变都具有极强的抑制剂活

性。

接下来，BMS公司小分子药物研发部新型药

物形式与新兴技术部主管与执行总监Louis 

Lombardo博士为我们介绍了其团队对JAK家族

成员TYK2的假激酶结构域配体BMS-986165的

研发过程，及其在阻断JAK-STAT信号转导级联

中的活性。JAK-STAT信号转导通路在自身免疫

性疾病的病理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相较于其他

TYK2抑制剂，BMS-986165对TYK2具有极高选

择性，因而有望避免与泛JAK抑制相关的不良副

作用。BMS-986165目前正在进行多种自身免疫

性疾病的2/3期临床试验。

B7配体家族及其受体CD28家族是调节T细胞功

能的主要免疫检查点。其中，PD-1/PD-L1和

CTLA-4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研发极大推动了癌

症患者的治疗，然而其仍对大多数患者没有疗

效。因此，我们需要结合额外的免疫检查点制

定新的诊疗方案。来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

院的Xingxing Zang教授对B7-H3、B7x（B7-H4, 

B7S1, VTCN1）、HHLA2和Tim-3等免疫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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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功能、机制以及结构为我们进行了详

细的介绍，并阐述了它们在癌症免疫疗法中的

应用前景。

 

随后，歌礼生物科技（Ascletis Pharma）的CSO 

Handan He博士为我们分析了当下中国生物医

药研发的现状、机遇与挑战。首先，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NMPA，前身为CFDA）的一系

列改革（如以全球范围定义“新药”、加入ICH、

新设优先审批政策、改革IND审查程序等）显

著改善了医药监管环境。平均临床试验申请

（CTA）时间已从1.5-2年缩短为3.5-7个月。除

了政策刺激，商业利益与科技进步也是高效的

药物创新系统的重要驱动力。中国有极大的医

药市场，在本土和全球科技创新与合作的氛围

下，中国的许多生物技术公司，如Ascletis，都

在为从中国首例到全球首例的创新药物研发而

努力。He博士也指出了我们面临着研发生物技

术公司和顶级研究中心数量稀少、研究型医院

和临床科研人员短缺等问题，并强调了吸引各

类科研与管理人才的重要性。接着，He博士介

绍了Ascletis在慢性乙肝（HBV）和非酒精性脂

肪肝炎（NASH）等领域的药物研发案例。其

中，以PD-L1为靶点治疗HBV的ASC22与以脂肪

酸合成酶为靶点治疗NASH的ASC40都是同类首

例的创新药物。

“药物研发的最新前沿”平行分会场演讲嘉宾与主持人合影

最后，为期一天的科学论坛在分别以“诊断与精

准医学”、“细胞与基因疗法”、“药物研发的最新

前沿”、“临床研究”与“医疗监管与法务/知识产

权”为主题的五个互动交流小组的热烈讨论中落

下帷幕。以网络会议的特殊形式，SAPA科学论

坛为与会者们提供了一个拓宽专业视野、交流

行业经验、了解行业发展方向的平台。与会者

感谢SAPA科学论坛组委会和志愿者的辛勤付出

与精心筹备。让我们下一次SAPA活动再见！

2020 SAPA科学论坛组委会与志愿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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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董拓川  图：张与兰  2020-06-20

新冠疫情冲击世界各地，也让投融资双方的密

切接触和面对面洽谈变得困难重重。致力于“满

足健康行业发展需求，为突破性创新对接资本”

的美中药协（SAPA），也因时而变，于2020年

6月20日，在线上成功举办了“2020 SAPA健康投

资峰会暨云路演”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会根据

情况年会期间推出。

今年的活动虽然改在线上进行，但组委会充分

利用网络技术，精心协调安排，成功还原了以

往线下峰会的精华。同时由于线上会议使得跨

地域，跨时区成为可能，此次峰会创纪录的吸

引了近50个创新项目，超过80多家投资机构参

加，200多人在线参会。6月20日的议程分为上午

的第一轮线上路演，下午的创投峰会，以及投

资人与项目一对一会议三个环节。 

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峰会正式开始。组委会

主席SAPA执行副会长陈晓东博士在开场致辞

中，回顾了“SAPA健康投资峰会暨路演”的发展

历程，并感谢了本次活动的冠名赞助商Deloitte

德勤。陈博士还表示，自峰会创办三年来，参

会企业大多都还在早期阶段。我们衷心希望这

些公司都发展壮大，也希望企业家们积极回馈

社区，多多支持SAPA！ 

接着SAPA现任会长刘晚生博士欢迎了各位来宾

和新老朋友，并向大家简要介绍了SAPA的历

史，使命，各地分会，领导成员，赞助商，以

及SAPA 2020的主要活动。

随 后 ， 陈 晓 东 博 士 介 绍 了 峰 会 议 程 和 路 演 评

委。路演评委均是来自于著名基金的投资人与

大型制药公司对外合作部门负责人。

美中药协成功举办线上
2020 SAPA健康投资峰
会暨云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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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路演的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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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路演 本届大会共收到

近50个项目申请，由投资人和SAPA健康投资峰会组

委会精心评选出其中的10个优秀项目参加第一轮线上

路演宣讲。

这些项目包括了第三代抗体药物偶联物，飞秒激光无

创视力矫正，H³抗体技术平台和协同抗体技术，影响

肿瘤微环境中代谢信号通路的靶向小分子药物，治疗

治疗肝细胞癌和其他癌症的CAR-NK，新一代CAR-T

治疗平台，血红蛋白氧气载体，抗体研发平台和双抗

结合技术，纯化生物分子标记物临床检测样品制备技

术和纳米孔测序技术等。项目涵盖药物开发，医疗器

械，基因测序等领域，跨越早期至晚期临床的各个阶

段。

经过线上展示，评委提问和点评等环节，最后三个

项目脱颖而出：Clerio Vision的飞秒激光无创视力

矫正，Phas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纯化

生物分子标记物临床检测样品制备技术，Innovative 

Cellular Therapeutics, Inc.的新一代CAR-T治疗平台，

分获一至三名，同时，Clerio Vision还荣获“最受观众

喜爱奖”！

第一名的Clerio Vision，由CEO, Alex Zapesochny主

讲。Clerio Vision是由领先的科学家和经验丰富的医

学企业家根据罗切斯特大学的开创性研究创立的企

业。该研究使用飞秒激光对隐形眼镜，角膜和人工

晶状体（IOL）进行无创视力矫正。与传统LASIK技

术相比，Clerio  Vision的Laser-Induced Refractory 

Index Change(LIRIC)技术不用创建角膜上皮瓣，且通

过改变折光率来矫正视力，安全无侵入，且随着人体

视力的改变而进行多次矫正。该技术有望于2024年上

市销售。而公司用同一技术处理过的隐形眼镜，能同

时确保远近视力，精确调整散光且在弱光环境下给佩

戴者更好的视力体验。该产品将在6个月内向FDA提

交申请，计划于2022年全面上市销售。Clerio Vision

致力于为数百万需要视力矫正的患者提供广泛的解决

方案。该公司在纽约州罗彻斯特，佛罗里达州和加利

福尼亚州设有团队，从事研究，制造和销售。

第二名PHASE Scientific，由Chairman & CEO，Ricky 

Chiu, Ph.D主讲。PHASE Scientific于2017年成立。

这是一家快速发展的生物公司，目前研发出了一项

涵盖50余项专利的临床检测样品制备技术。与传统

的固相提取技术相比，PHASE Scientific的液相提

取技术PHASIFY™，能在分子水平而非显微镜水平

进行提取，能从各种杂质（例如基因组DNA）中纯

化目标生物分子标记物（例如肿瘤DNA），可以将

目标分子的浓度增加10-100倍，并且可以顺序提取

DNA、RNA、蛋白质和细胞等来进行综合分析。这

项技术比目前行业领先的产品（如Qiagen）对于肿瘤

DNA的回收率要高出几倍。用于实验室研究的提取

产品PHASIFYTM RUO Kit已在今年上市销售，计划

于2年内再推出针对5种肿瘤的10种使用PHASIFY™技

术的诊断测试。

第三名Innovative Cellular Therapeutics (ICT)，由

Senior VP, Head  of Regulatory Affairs，Victor Lu主

讲。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研究开发CAR-T治疗平台的生

物科技公司。不同于传统的CAR-T治疗，ICT通过修

改CAR-T来增加dnPD-1蛋白，并改变蛋白的细胞内

信号传导区域。因此，在CAR-T表面的dnPD-1蛋白

可以充当诱饵受体以结合和阻断PD-L1/2抑制信号，

从来抵消PD-L1异质的免疫抑制作用，增加CAR-T疗

法的功效。公司旗下的ArmoredCAR为使用CAR-T治

疗液体肿瘤提供了平台, CoupledCAR为固体瘤提供了

治疗平台。目前ArmoredCAR已经进入了临床第一阶

段的实验。

路演结束后，代表本次峰会冠名赞助商Deloitte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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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路演的10个公司

勤，郑莉莉(Lili Zheng)女士表示，这是Deloitte连续

第二年赞助SAPA健康投资峰会。该峰会一直致力于

连接投资人和企业家，并努力打造良好的华人医药社

区生态，这非常契合Deloitte助力在新兴增长市场中

带来积极改变的企业的愿景，也体现了Deloitte对其

一直所提倡的“Inclusion” - 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支持。

所以Deloitte愿意支持SAPA！再次祝贺今天路演的10

个项目团队，正是这种不断追求科学突破的精神让我

们对战胜疫情一直充满希望！

此外，赞助商上海美迪西(Medicilon Inc)将提供四份

奖品分别给获奖者。美迪西Vice President, Head of 

North  America Business Development, Frank Wang

博士表示，美迪西很高兴一如既往的支持SAPA，为

SAPA社区企业的药物发现助力。Frank介绍了美迪西

的发展历史和去年上市融资的情况。美迪西是一家药

物研发外包服务公司(CRO)，提供化合物合成、免疫

肿瘤学、生物学、化合物活性筛选、结构生物学、药

效学评价、药代动力学评价、毒理学评价、制剂研究

和新药注册等服务。

部分路演评委，创业者，与组委会成员线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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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 
下午的创投峰会分为主题演讲,炉边谈话,分组讨论等

环节。首位嘉宾是Deloitte Corporate Finance LLC 董

事总经理Simon Gisby。 他为大家解读了COVID-19

对全球制药和健康产业的影响并预测了此后的投资走

势。他指出，由于COVID-19疫情，远程医疗获得大幅

增长，而医院的急诊、手术、肿瘤治疗等受到严重冲

击。同时，线上临床实验和药品销售正方兴未艾，值

得进一步观察。此外，尽管面临挑战，疫情也许会让

人们更愿意分享数据，促进数据的协同分析和使用。

而在健康产业投资方面，中美两国无论是成交金额还

是总的融资额度都比较稳定，中国受疫情影响，在

2020年一季度的交易总数有所下降，第二季度有望回

升。未来公司想要获得投资，需要专注于客户，应用

新科学技术增强实力，加强和适宜外部伙伴的合作，

并提升员工应用科技平台和工具的能力。

第二位嘉宾George Dai, PhD, MBA, Co-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and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Weatherbie  Capital, LLC，为大家解读了公开市场在

2020年的表现，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他详细解读了

COVID-19疫情前后公开市场的走势，COVID-19疫情

给医疗系统和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在疫情冲击下，

公开市场在3月份一度极其恐慌，受冲击程度不亚于

1929年大萧条和08年金融危机。面对这场危机，美国

依托创新，从最初的新冠检测试剂的快速推出，到呼

吸机等防疫物资的制造，再到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的

快速推进，逐渐战胜疫情。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

现在可以逐渐展望经济的重启和复苏。

在居家避疫控制疫情，抗疫研发快速推进，全球政府

大力刺激和经济重启的希望，四大因素的共同影响

下，公开市场并没有重蹈1929年大萧条的覆辙，强势V

形反转。他认为美国会战胜疫情，继续繁荣。

第三位嘉宾传奇生物CFO, Ying Huang,  为大家分享了

Legend Biotech从创立到NASDQ上市的传奇历程。他

介绍了Legend Biotech的创新性管线，与Janssen的全

球合作，从早期研发到大规模生产的综合平台和强大

的高管团队，回顾了Legend  Biotech从2015年成立到

2020年上市的一系列里程碑事件，并说明了公司在IPO

之前的融资情况。在细胞疗法领域，Legend Biotech的

策略是把中国早期快速高效的研发同西方资本和成熟

的商业化相结合，搭建东西方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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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边谈话
如何为初创公司吸引天使投资 
主持人Xue Liang博士与嘉宾Yaniv Sneor先

生，Haisheng Zhang博士与Lili Zheng女士从投资，企

业家和税务等角度，分享了对天使投资初创公司的见

解。Haisheng Zhang博士分享了Signet Therapeutics

获得天使投资的经历。Yaniv Sneor先生介绍了作为天

使投资人，他最看重初创团队，其次是能改变标准疗

法的创新技术，再次是产品有具备增长潜力的广阔市

场，以保证投资能通过收购或IPO退出。此外，IP，竞

争对手等支持信息也是考量的一部分。Lili Zheng女士

就跨境天使投资的风险考量分享了个重要经验：初创

公司应该认真考虑其跨境公司的架构规划。比如美国

初创公司通过中国子公司融资，这种架构在后期上市

或者被并购时，取决于投资来自何方，有可能造成昂

贵的税务负担和重组成本。同时企业也应尽早明确IP

的跨境拥有及使用规划。三位嘉宾还就亚裔企业家在

美国创业的挑战与机遇、早期企业家获得指导和帮助

的渠道、疫情期间对投融资的影响和政府帮助中小企

业的政策、如何处理投资人和企业家关系、如何找到

天使投资人等议题进行了分享和讨论。

后COVID-19疫情时代，医疗健康产业的投资
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James Early先生与嘉宾Jennifer Hu博

士，Nevena Simidjiyska法学博士与Mark Young先生，

从投资人从法务和投资的角度，分享了对后疫情时

代医疗健康产业投资的见解。Jennifer Hu博士谈到，

受疫情影响，商务旅行、参加国际会议和对投资对象

的考察和尽调都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抗感染药

物、疫苗、远程医疗等以前被忽视的领域获得投资人

重视。Mark Young先生分享了公司利用在中国的资

源，克服重重困难在疫情期间为北美采购防疫物资及

在经济重启后提供消毒灭菌服务的情况。Mark Young

先生认为到11月就有疫苗的估计过于乐观，疫情很可

能持续到2021年。而疫情之后，某些消费者行为将永

久改变。Nevena Simidjiyska法学博士介绍了CFIUS及

其最近几年的发展变化，最显著的就是CFIUS相关的

国家安全概念变得更加广泛，特别的，与医疗健康产

业相关的敏感个人数据也包含在CFIUS管辖权之内，

所以建议任何符合CFIUS相关要求的企业递交申请。

事实上，绝大多数申请都被批准了。另外一个选择

是，重组公司架构来消除相关风险。三位嘉宾还就公

开市场和私募市场的表现、美国制药子公司向中国母

公司的出口限制、疫苗投资市场过热、对疫情长期影

响和未来5年医疗健康行业投资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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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1项目对接 由本次峰

会联合主席Stephen Xue介绍，在6月20日-24日期间，创

业者与投资人在SAPA全新推出的线上1:1云会客厅，进

行1对1私密会谈对接，直接碰撞沟通相互深度了解, 帮

助项目融资成功。近50个创新项目和80多家投资机构，

已经确定超过两百多场的单独会面。投资人对今年参会

高质量的项目赞赏有加，创业者也对整个峰会围绕他们

的需求展开的服务感到贴心和温馨。

SAPA前任会长沈小乐博士在结束辞中说，SAPA健康投

资峰会的目标是做华人里J.P.Morgan投资论坛，随着此

次峰会的成功召开，我们向着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沈博士代表大会筹办委员会特别感谢了辛勤工作的

志愿者们，尤其是面对COVID-19疫情，志愿者们积极

行动，夜以继日的工作，成功把SAPA的活动转为线上

形式，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SAPA的后续活动。

为了SAPA赞助商和参会朋友们加强交流，拓展人脉，

本次峰会特地在会议主议程结束后，加入7个互动交流

会议:

在这些互动交流会议中，参会朋友和各位嘉宾亲密接

触，畅所欲言，在线上完成了人脉拓展，方便高效。至

此，本次2020 SAPA线上健康投资峰会暨云路演圆满落

幕！而SAPA 投资人和创业者1 to 1会谈在大会结束后拉

开序幕，直到6月24日下午6点结束。

活动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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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大会一:
制药和生物技术在新时
代中的独特担当
文： 邵宁宁，安第斯，马晓棠          2020-10-12

2020美中药协第28届年会圆满召开 报道之一

SAPA 第28届年会圆满召开

美中医药开发药协（SAPA）第28届年会于2020年

10月2日至4日在线上火热召开。SAPA作为北美最

大的华人制药和生物技术专业协会之一，一年一

度的SAPA年会是众多中美及世界各地医药界人士

相聚的盛会。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下, 大家虽很遗

憾无法在线下见面，但在组委会的努力下，这次

SAPA年会内容极为丰富，并有幸邀请到众多有

影响力的嘉宾参会。有近70位中外行业专家发表

演讲，超过1000人注册参会。年会的主题是“前所

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制药和生物技术在新时代中

的独特担当”，为期两天半的大会包括两场全体大

会，和11个平行分会，内容涵盖从临床研发到商

务拓展等医药行业的各个环节。

弘扬领导力与创新能力·拥抱多样性·促进职业发展

全体大会1

周五的全体大会上，SAPA现任会长刘晚生博士

首先致开幕词，欢迎大家参加今年特殊的SAPA

年会。BioNJ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ebbie Hart 女

士主持了女性职业发展论坛，关于职场经验，

多元化，包容等进行了深刻讨论。我们邀请到 

Fox Rothschild LLP的合伙人兼Chief Diversity & 

Inclusion  Officer  Kimberly  Gatling律师，Merck

的副总裁Caroline  McGregor博士，Bayer的副总

裁Tint Tint Yap女士，Johnson&Johnson的副总

裁Litao Zhang博士。Kimberly Gatling 女士分享

了作为一个母亲如何达到工作生活之间的平衡的

挑战，作为非裔女性在职场上的成长和不断发现

自己的价值的过程。Caroline McGregor女士是

Merck分析R&D的副总裁， 她向我们提及我们在

职场要勇于表达自己，保持真实，做一个可靠的

人。她分享了她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工作的经验，

她告诉我们这些经历让她更加拥抱挑战。对于

在多元化背景的当下，分享故事，倾听别人的故

事， 给予尊重， 把包容当做目标至关重要。拜耳

公司的副总经理Tint Tint Yap女士从如何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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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吗”这个问题向我们提出如何在多元化环境中工

作，她进一步分享了她培训中的经历，感谢不同

的时间段不同的导师给了她思考看见问题的不同

角度。杨森制药的DTMP Litao Zhang博士深度剖

析了华人追求完美的心态，分享了她走向领导者

的道路。对于职场新人，Zhang博士用了一个乘电

梯的生动比喻来表明她对新人的支持，她愿意把

她搭乘的电梯送到下面，让更多新人可以搭乘。

女性职场发展的讨论
SAPA 终身成就奖颁奖

下午，SAPA会长刘晚生博士颁发了今年SAPA终

身成就奖给两位获奖者：Virgina Man-Yee Lee博

士和P. Roy Vagelos博士，以表彰他们在提高人类

健康及拯救生命的事业上做出的卓越贡献。宾夕

法尼亚大学的教授Lee博士致力于神经退化疾病(包

括老年痴呆和帕金森症)的病理研究，她发现在分

子级别上，错误折叠的蛋白质链在细胞之间的传

递和聚集是常见的的病理。但是对于不同的神经

退化疾病，蛋白质的构象是不同的；比如在阿斯

海默症，不溶性神经元纤维缠结(NFTs)的团聚，

帕金森和路易体（LBs）的形成有关。Lee博士也

进一步表明在明确了疾病的开始和恶化过程， 我

们可以在其中找到不同的治疗靶点。攻克这些疾

病，未来可期！

SAPA 主席刘晚生博士颁发年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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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休息之后， 我们迎来了我们的第二位获

奖者，P. Roy Vagelos博士，他在拯救人类生

命的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Vagelos博士是

Merck前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现任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的董事会主席。他于1975年加

入了Merck, 作为一个生化家，他当时就对体内催

化酶，离子通道和细胞受体在疾病的发展和恶化

过程的作用以及它们对药物治疗设计的指导作用

非常感兴趣。他提及在心血管疾病中，低密度胆

固醇在血栓的形成中的作用， 并成功高效安全地

用一种催化酶抑制剂来控制低密度胆固醇从而治

疗心血管疾病，这在治疗心血管疾病中起到了里

程碑的作用，并且也打开了分子级别药物靶点的

理念。之后他为我们追溯了Merck的科学家们在

全球非盈利的项目上的重大成就：如何解决当时

在西非盛行的河盲症（River Blindness）和中国的

肺炎。针对河盲症, 他和团队研发了药物伊维菌素

（ivermectin），通过作用于离子通道从而对病原

寄生虫的神经进行麻痹。这种药物实现了对宿主

零伤害，对寄生虫的高强度杀害。为了让这种药

可以送到需要帮助的地区和患者手中，当年在他

的领导下， Merck公司发起了无偿供药给非洲用

来治疗河盲症, 无数患者因此受益。演讲中Vagelos

博士追溯了对于乙型肝炎疫苗的研发过程 。在这

个疫苗刚刚市场化的时候，中国深受肝炎病毒的

危害。Merck邀请中国的科学家们来Merck学习技

术，并将疫苗几乎是赠送给中国来帮助实现在中

国大规模新生儿的接种。这一慈善性的帮扶表现

出来了跨越国界的无私，充分体现了Merck的使

命：为了全人类的健康。

SAPA终身成就奖颁奖获得者宾大教授Virgina Man-Yee Lee博士演讲关于神经退化疾病的病理研究

SAPA终身成就奖获得者P. Roy Vagelos博士回顾乙型肝炎疫苗的研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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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演讲

在Keynote演讲中， 我们邀请到了Merck的现任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Kenneth C Frazier先

生 ， 他 指 出 在 现 今 的 C O V I D - 1 9 流 行 的 大 环 境

下，需要领导者们在道德的基础上做出优化全人

类的福祉的抉择。他提及近期药企的CEO们就

致力于COVID-19疫苗的研发达成共识，让我们

看见合作共同努力，疫苗指日可期。SAPA会长

刘晚生博士为Frazier先生颁发了SAPA’s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Leadership in Life Science and 

Healthcare，以表彰他在制药届的卓越领导作

用。随后GSK的副总裁Simon Trowell先生基于

TransCelerate白皮书阐述了COVID-19疫情流行反

而促使我们加速了对传统临床试验手段的现代化

转变。虽然仍面临许多挑战，各大公司一起携手

共同探讨新型途径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手段去寻求

更快更好的临床研究模式。

Merck CEO Kennetch C. Frazier 发表演讲呼吁医药界领导者们在道德的基础上做出最大化全人类福祉的抉择

GSK的副总裁Simon Trowell先生进行演讲

周五全体大会嘉宾及SAPA组织者及志愿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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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八个月内，一种病毒导致了2300万人感染

和80万人死亡。COVID-19不仅挑战了人类应对灾

难性公共卫生威胁的能力，而且唤醒了人类的认

识-科学是人类应对此类灾难的基础，而健全的公

共政策和监管框架是必要的路标。这场大流行性

疾病再次证明，包括政府与社会、工业界与学术

界、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的所有有关方面的合作

对于解决这类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周六的全体大会上，来自学术界、工业界和监

管机构的杰出领导人，包括两名2020年SAPA杰

出成就奖获得者，分享他们在从基础科学到药物

研发再到监管审批流程等方面的学识和观点。在

SAPA新任会长John Sun 博士的开场致辞后，来

自麻省大学医学院的Shan Lu 教授为大家介绍了

COVID-19疫苗研发的进展与影响。疫苗因作用机

制不同可分为传统疫苗和新型疫苗。传统疫苗针

对病原体采用减毒病毒、灭活病毒以及病毒类毒

素、多糖抗原等，而新型疫苗针对载体采用了第

三方无关病毒载体、核酸载体（如DNA、mRNA

疫苗）与新型载体材料等。在全球各国际组织、

各国政府与各大医药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已有超

过320款COVID-19疫苗在研。Lu博士接着对不同

类型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和效用做了详尽介

绍，并强调了三期临床功效试验对安全性检测的

必要性。Lu博士提出，四个要素决定了一个疫苗

能否成功：理论基础、技术、监管和公共卫生管

理。在疫苗之外，Lu博士还分享了他对COVID-19

单克隆抗体的研发、COVID-19致死率、临床管

理、公共卫生监管与政策的思考。

全体大会二:
促进科学·倡导合规合
作与服务

2020美中药协第28届年会圆满召开 报道之一

麻省大学医学院Shan Lu教授对COVID-19疫苗研发的展望



55

BMS公司Research and Early Development（R&ED）部门执行副总裁兼总裁Rupert Vessey博士对该部门的介绍

第 二 位 演 讲 嘉 宾 是 B M S 公 司 执 行 副 总 裁 兼

Research and Early Development（R&ED）部

门总裁的Rupert Vessey博士。Vessey博士在人才

与技术、专有数据库与平台和产品管线等三方面

对BMS的早期研发部门作了详细的介绍。他首

先概述了早期研发在全美各分公司的研发方向与

外部研究模型的构建（包括风险投资、学术孵化

器、商务拓展等）。接着，他介绍了R&ED在血

液恶性肿瘤研究、癌症免疫治疗抗性研究、结合

人类遗传学的药物研发以及能够降解特定蛋白的

CELMoD类药物研发等方面对医疗大数据的应

用。最后，Vessey博士介绍了BMS在抗体类药物

与细胞疗法等方向的产品管线。同样来自BMS的

高层，Development & Optimization部门的副总

经理Binodh DeSilva博士讲述了她职业道路上的经

验， 她从东南亚长大后面来到美国堪萨斯深造， 

并留在美国工作。Desilva博士讲述了自己的几位

导师和职场上榜样。并激励大家不断地学习，我

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职业发展道路的CEO。

接下来，另一位SAPA杰出成就奖获得者、普林斯

顿大学教授Yibin Kang博士为大家介绍了如何结

合多学科手段对转移癌进行研究。90%的癌症死亡

都是由转移癌导致的，因而对转移癌的研究也就

极为重要。Kang博士首先提出，在癌症发展过程

中，环境压力会筛选出具有更高适应性和更大转

移潜力基因（即“癌症适应基因”）的癌症细胞。这

些癌症适应基因不同于原癌基因，但同样可作为

癌症治疗、尤其是转移癌治疗的靶点。通过对预

后良好与预后不良的乳腺癌病人的肿瘤基因表达

谱的比较研究，Kang博士及其科研团队发现了癌

症适应基因MTDH与SND1。MTDH与SND1两个

蛋白质的结合稳定了SND1的活性，进而促进了癌

症细胞的转移与对化疗的抗性。他们进一步分析

了MTDH与SND1结合体的蛋白结构并通过筛选找

到了其结合抑制剂C26-A6。C26-A6是一个小分子

药物，可以有效抑制肿瘤生长与转移，并增强其

对化疗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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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杰出成就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Yibin Kang博士介绍结合多学科手段对转移癌的研究

周六全体大会 演讲嘉宾与SAPA组织者及志愿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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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 2019-2020
年度回顾

回顾过去的一年，虽然疫情肆虐影响了线下举

办活动，但SAPA仍坚持举办线上活动，总会及

各地分会在过去的一年中围绕“科学、教育、合

作、职业”四大宗旨举办了包括年会在内的29场活

动。SAPA的董事会主席Baoguo Huang博士做了

简短的演讲，他提到SAPA的三大着重点：志愿

者的不懈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领导力；以及

作为非盈利机构砥砺前行的策略。随后2019-2020 

SAPA会长刘晚生博士祝贺继任会长孙壮博士，邀

请各地分部会长发言，感谢了执行委员会和志愿

者的辛苦努力，并表彰了获得本年度SAPA优秀

服务奖的志愿者们，并颁发了SAPA 会长优秀服

务奖 (Presidential  Service Excellence Award) 给

前任会长沈小乐博士。在新的一年里值得期待的

是，BioNJ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ebbie Hart女士和

孙壮会长签订BioNJ与SAPA的长期合作协议，为

两大组织的会员提供更多的服务。之后新任会长

孙壮发表继任感言，在未来的一年里要与大家一

起努力提高SAPA领导团队的凝聚力及领导才能，

扩大SAPA的影响力和增加对会员的福利，虚心倾

听并满足企业组织的需求，在发扬合作精神的基

础上努力开创新的领域，期待未来的一年能够成

为转变革新的一年。孙壮会长之后宣布了经全体

会员评选陈晓东博士当选为2021-2022年会长，陈

晓东博士感谢了志愿者一直以来的努力，SAPA会

一直坚持初心，举办更多更精彩的活动。

BioNJ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ebbie Hart女士和2020-2021 SAPA会长孙壮签订BioNJ与SAPA的合作协议

（左）SAPA 2019-2020会长刘晚生博士致开幕词,（中） 2020-2021 SAPA会长孙壮博士介绍大会日程, （

右）新当选2021-2022 会长陈晓东博士感谢SAPA会员、组织者和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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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会F: 
FDA Oncology Center of Excellence 
的创新项目加快药物开发和法规审查

 2020 美中药协第28届年会系列报道之二 
加快药物开发及法规审查、CMC科技战略创新，新冠治疗进展

文： 安第斯, 宋曰乔，李珊珊         2020-10-19

该分会邀请了FDA以及Merck、Eisai、Genentech

和 P A R E X E L 等 公 司 的 重 量 级 讲 员 先 为 大 家

介绍FDA 肿瘤卓越中心（Oncology Center of 

Excellence，OCE)的加速审评的创新项目并分享

成功案例，然后由前OCE副主任Deputy Director 

Gideon Blumenthal博士主持召开了FDA-Pharma

圆桌讨论。

来自FDA OCE和恶性血液肿瘤1司的代理主任R. 

Angelo De Claro博士为大家介绍了OCE的两个试

点项目：实时肿瘤药审评（Real-Time Oncology 

Review，RTOR)与Orbis计划。FDA在其官方网

站上也发表了相应的文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

查找。OCE成立于2017年1月，以通过创新与协作

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监管决策为使命，已启动多

项举措。其中，创始于2018年2月的RTOR项目致

力于通过加快临床总结和数据集的提交，以提前

FDA对该项目的审评。截至今年4月，已有20个

RTOR项目获批，包括小分子与生物药，平均用时

仅3.3个月。Orbis项目于2019年5月启动，是一项

联合多个国际监管机构的全球合作审评计划，现

有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新加

坡和瑞士的药物监管部门。最后，De Claro博士

展望了RTOR与Orbis计划的未来发展，希望其能

覆盖到非癌症药物并有更多国家的监管部门加入

Orbis计划。

FDA 肿瘤药卓越中心(OCE)和和恶性血液肿瘤1司的代理主任R. Angelo De Claro博士为大家介绍OCE的多个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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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Merck公司全球法规事务总监Lynn Brown

博士与Eisai公司肿瘤药注册策略高级总监Susan 

Mayer女士一起为大家介绍了由Merck与Eisai联合

申请并获批的第一个Orbis项目：针对非MSI-H/

dMMR的不适于手术或放疗的晚期子宫内膜癌患

者的帕博利珠单抗与仑伐替尼联合用药。子宫内

膜癌是全球女性第六大常见癌症，而70%的患者

是MSI-H/dMMR（微卫星不稳定性和错配修复蛋

白缺失）阴性。针对此类患者，VEGFR和FGFR

信号通路的双重抑制剂仑伐替尼与免疫检查点抑

制剂帕博利珠单抗的联合用药在临床试验中达到

了36%的整体应答率，并通过Orbis项目在美国、

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三国获批。另外，Mayer女士提

醒大家，Orbis项目的参与国会对申请进行独立审

查。

接下来，Genentech/Roche公司法规事务高级

总监Kathleen  Winson 女士分享了Genentech/

Roche在RTOR和AA (Assessment Aid) 项目方面

的早期经验，以及在单个申请中同时参与三个试

点项目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机遇。在过去两年

中，Genentech/Roche共有五项申请参与了试点项

目。2019年的Tecentriq申请则涉及了RTOR、AA

和Orbis三个项目，Orbis项目的加入导致其需要同

时向FDA与其他国家卫生监管部门提交大量重要

文件，因而极大增加了前期工作量。综合多个项

目的申请经验，Winson女士提出在准备试点项目

的申请材料过程中，不仅要为前期繁重密集的工

作量做好准备，还要适应对一些重要数据的提前

提交带来的风险压力；另一方面，试点项目提前

了申请方与FDA的沟通并有效缩短了审批时间。

Merck公司全球法规事务总监Lynn Brown博士与Eisai公司肿瘤药注册策略高级总监Susan Mayer女士

介绍Orbis计划第一项获批药物的快速提交

Genentech/Roche公司法规事务高级总监Kathleen Winson女士分享申请RTOR、AA与Orbis计划的早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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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PAREXEL公司的副总裁李

长青博士，他为大家介绍了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与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新药注册管理、急需药

品的加快批准、医疗保险新政策与药品定价等方

面的重要改革，并强调了药品的临床价值在其中

起到的导向作用。围绕药品加快上市注册，共设

有“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附条件批准程序”、“

优先审评审批程序”以及“特别审批程序”四条“快速

通道”，适用于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病毒性肝炎

等重大传染病、罕见病、恶性肿瘤等疾病的创新

药，以及儿童用药等。最后，李博士详细介绍了

药品审评中心接受境外临床数据的几种情况，其

审查包括了医疗需求评估、疗效和安全性评估、

种族敏感性分析与基于中国利益/风险评估的监管

决策等方面。

平行分会的最后环节是由前OCE副主任Deputy 

Director Gideon Blumenthal博士主持的FDA-

Pharma圆桌讨论。本次讨论聚焦OCE的几个试

点项目，除了分会的演讲嘉宾，还邀请了Eisai公

司的全球监管策略副总裁Maria Garrigan女士与

BMS公司的癌症全球法规战略与政策部门主管兼

副总裁Heidi Wang博士。被问及适合Orbis项目

的药品申请，大家都表示需要结合适应症在不同

国家的具体情况来选择Orbis项目的申请国家，并

确保CMC部门能够满足生产需求与质量保证。另

外，在决定Oribis项目申请国家前，通过当地分

公司与卫生监管机构提前进行沟通也会有极大帮

助。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家，在参与Orbis项目前

就已经与美国在保密数据交流等方面有所协商，

因而加速了合作。最后De Claro博士澄清了试点项

目并不是仅限于大型药企，并鼓励感兴趣的公司

主动与FDA进行沟通。此次的Q&A环节得到FDA

的很大专注，会后，FDA亲自向SAPA要Q&A问答

记录以用来发表到官方网站，请大家关注。

FDA与工业界嘉宾在FDA-Pharma圆桌论坛的热烈讨论

分会F嘉宾与志愿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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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开发是药物开发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涉

及多个职能领域，包括流程、配方、分析方法、

供应链、监管、质量控制等。由于产品质量或者

制造过程不符合法规要求曾经有些药物被拒绝批

准。由于缺乏平台方法和知识，最近的新形式（

多种特异性抗体，抗体-药物偶联物，基因和细

胞疗法等）对CMC提出了更多的挑战。技术和战

略创新可以提高CMC的效率和速度开发，同时保

持甚至提高产品质量。由于CMC的发展资源和劳

动力密集，这些创新大大降低药物开发的总体成

本。在这个环节中，我们介绍了最新技术和战略

创新案例。

首 先 ， 来 自 J a n s s e n 研 发 部 门 的 科 学 主 管 M i k e 

Nedved 博士的演讲谈到有关可比性试验的主题。

由于快速的流程变更的性质，可比性研究经常在

生物药物发展中进行。法规要求会使流程质量更

高，安全和有效。根据临床阶段和产品知识，使

用适合的可比性实验策略。这个演讲回顾了可比

性试验的有关数据（释放、特性和稳定性），测

试类型、编号和评估标准。并展示了一些单克隆

抗体的可比性案例研究到发展过程的时间线（第

一阶段到药物批准）。 接着，来自Genentech的

Bingchuan  Wei博士，介绍了数据与化学、生物和

质量的连接。他用一个案例讲解如何分析数据对

药物品控的把握。如何利用数据做模型，如何利

用分析结果设计实验。

Janssen研发部门科学主管

Mike Nedved博士谈谈可比性试验

来自Genentech的Bingchuan Wei

博士讲解如何分析数据对药物品控的把握

平行分会G 
CMC发展中的技术与策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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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来自 Biologics Quality & Regulatory 

Consultants 的 Rajesh K. Gupta 博士讲解疫苗

CMC的挑战。与大多数具有已知结构何处度的化

学药物不同，疫苗是从生物来源制作和衍生的，

来自动物、微生物或人类自身。由于大多数疫苗

是复杂的生物产品，因此这些药物无法完全通过

物理和化学的方法进行表征。生物产品内在变化

和复杂性给CMC疫苗带来了挑战。挑战包括处理

复杂药物及其复杂的生产过程，处理生物源材料

的潜在风险，生产过程中的无菌状态，解决不稳

定的中间细菌生长，使用变化的生物测定法和质

量设计原则等等。

接着来自普渡大学的Qi（Tony）Zhou教授讲述有

关固体药物产品的特性。

药物固体剂型的配制和生产不可避免地包括颗粒

和粉末。这些颗粒的性质对生产效率有重大影响

（即粉末的流动和流化状态）和制剂表现（即溶

出度和生物等效性）。他们的研究着重于理解提

高颗粒特色技术对生产、制剂中颗粒表现的关

系。另外，已经研发出新技术同来提高固体药物

的生产、配方表现。他们的结果证明了粒子工程

学如何给固体制剂带来重大的收益影响，以及先

进的表征技术如何促进固体产品的质量和表现。

最后，来自Merck的Xiaoyi Dong博士讲解了药

物研发和商业化的新兴趋势，以及分析化学的新

机遇与挑战。先进的分析化学为发现、发展和生

产新药方面起了核心作用。现代化的分析工具包

括色谱，光谱，NMR。质谱已经成为当今药物

研究、发展和商业化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过去十

年，由于不断变化的生物医学需求，科技创新以

及瞬息万变的商业和监管环境，制药行业出现了

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创造了改进的分析工具，这

些工具可以提供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分辨率和更

好的灵敏度，并且新的分析技术可以使我们执行

迄今为止的不可能的测量。在很多情况下，新的

应用程序被分析化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供应

商忽视或误解。在本演讲中，一些新的应用和

分析化学的机会会在药物研究、开发和商品化的

情况下被解释，引起学术界和技术界供应商的关

注，以应对分析化学的新挑战

Biologics Quality&Regulatory 

Consultants的Rajesh K. Gupta

博士讲解疫苗CMC的挑战

来自普渡大学的Qi（Tony）Zhou

教授讲述有关固体药物产品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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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会 H 针对COVID-19的治疗：
传染病药物和疫苗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Merck的 Katherine Young博

士。这次演讲主要专注于Recarbrio的发现，以

及讨论传染病研究和产品的历史。她给我们讲

述了一种新的抗菌组合物和一类职业的历史。

抗生素耐药性正在增加，并且对铜绿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具有多重耐药性，

这两种流行的现象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β-内

酰胺酶的产生是关键机制，它有助于铜绿假单胞

菌对亚胺培南（imipenem）的抗性。Relebactam

是一种新型的β-内酰胺酶抑制剂，能够有效对抗A

和C类β-内酰胺酶，已被证明可恢复亚胺培南的敏

感性。

 2020 美中药协第28届年会系列报道之二 
加快药物开发及法规审查、CMC科技战略创新，新冠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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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来自ChemPartner的副总裁李杰教授综

述了COVID-19药物的研发过程、作用机制和合

成方法。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病COVID-19

在美国及世界各地造成了严重破坏。最近Gilead

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和Merck的地塞米松

（Dexamethasone）被临床证实有效，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李杰教授从一个化学家的角度来详细讲解

了这两款药物的故事，把它们的利与弊分析得很透

彻。听众也踊跃参加报告之后的讨论，大家都受益

匪浅。

简 短 茶 歇 以 后 ， R e g e n e r o n 的 副 总 C h r i s t o s 

Kyratsous博士由于时间冲突未能与会，但为大会

精心录制了演讲：SARS-CoV-2抗体的选择、表征

和临床测试。目前全球正在迫切寻求有效的疗法

来预防和治疗COVID-19疾病，其中病毒中和抗体

已成为重要的治疗手段。他描述了使用人源化小鼠

和恢复期患者均可产生针对SARS-CoV-2刺突蛋白

的抗体，这些抗体表现出如下特征：结合、中和抗

原和呈现三维结构。基于这些标准，他们选择了几

对能高效结合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的抗体，这些抗

体的联合使用可减少潜在的病毒突变照成的逃逸，

同时也可对抗来自单一抗体治疗的选择性压力。此

外，动物实验结果表明他们的抗体可以预防性或治

疗性地大大减少病毒在上下呼吸道上的数量，并减

少病毒引起的病理性疱疹。他们的结果提供了该抗

体治疗潜力的证据。目前该抗体鸡尾酒疗法正在进

行三期临床试验，这正是当前最热门的疗法。鉴于

时间和偶然事件得高度吻合，听众对这个演讲表现

出了极大热情。

最后，来自Merck的John A. McCauley博士讲解

了ZEPATIER的研发过程。这是一种治疗丙型

肝 炎 病 毒 感 染 的 联 合 疗 法 。 演 讲 的 主 要 重 点 是

grazoprevir（NS3蛋白酶抑制剂组合）的组成部分

的发现。丙型肝炎病毒（HCV）是一种慢性肝感

染，影响全世界1.3亿至1. 7亿人。慢性HCV感染会

导致肝硬化和纤维化，可能会发展为肝癌，并且需

要肝移植。HCV的治疗正在发生一场革命，MSD

和其他公司生产的全口服疗法，其治愈率超过90％

，能够替代那些疗效差，副作用大，而且需要复杂

给药方案的治疗。这些改良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会为

根除HCV提供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ZEPATIER

是 一 种 单 剂 ， 每 日 一 次 的 口 服 组 合 产 品 ， 其

中 包 含 两 种 新 的 化 学 对 象 ： N S 3 蛋 白 酶 抑 制 剂

（grazoprevir）和NS5a复制复合物（elbasvir）抑

制剂。第三期研究的数据表明ZEPATIER具有出色

的疗效，可以治愈94％到97％的基因型1患者，和

97％到100％的基因型4患者。由于其高效的功效，

良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ZEPATIER能够更广泛地

提供给HCV感染患者治疗机会。

抗菌组合物的研发过程

ChenPartner的Jie Jack Li博士分享两种

COVID-19药物的发现、作用机制和合成

Merck的John A. McCauley

博士讲解了ZEPATIER的发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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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部分结束以后，主持人和包括上述三名讲员

以及特约嘉宾Shan Lu 教授，Jiayu Liao教授以及

Eternity 的CSO 刘建博士和听众对COVID-19以

及传染性疾病领域的大家关注的问题进行热烈讨

论，将整个平行分会推向高潮。

分会H嘉宾与志愿者合影

关于COVID-19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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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A: | CEO 论坛
商务拓展、创业培训、及投资路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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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董拓川，马晓棠，范嘉泓，赵一鸣         2020-10-30

CEO论坛是SAPA年会多年以来的传统，今年虽然

改为线上进行，但组委会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精

心协调安排，邀请到生物制药行业的八位中外C字

头高管，共同探讨新冠疫情下，企业发展的机遇

与挑战。

论坛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聚焦公司的全球

运营与战略，而下半场讨论了企业家随机应变的

艺术和CEO成长之路。

上半场-全球运营与战略

Adlai Nortye USA Inc.的President & CEO， Lars 

E. Birgerson博士首先展望了中国创新药物的发展

趋势，认为中国的药物研发，正在由之前的仿制

药、生物类似药、Me too/Me Better类药物为主，

转向研发驱动的FIC/BIC创新药。与此同时，国外

人才纷纷加盟中国药企，中国制药企业正逐渐成

长为全球性制药公司。

CEO论坛上半场：全群运营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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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bour  BioMed的Chief Strategy Officer, Head of 

U.S. Operations， Atul Deshpande博士表示，中国

药监局近5年来的改革，大大加速了中国药物审批

速度，有力促进了创新药物的研发。近期一系列

国际药厂与中国制药企业的合作，充分证明了中

国创新药研发的实力和水平。

关于新冠疫情，嘉宾们认为疫情延缓了临床实

验的正常进行，且各国药监局优先考虑疫情相

关的研发，其它项目的申报受到影响。Eternity 

Bioscience, Inc的CSO and Site Head，刘建博士

指出，远程工作也需要公司和员工调整，摸索更

高效的工作和合作模式。但中国国内疫情后恢复

的速度非常迅速，同时，疫情以让人们重新思考

临床实验的实施方式，尽可能采用线上的方式交

流，极大的推动了数字健康的发展。

面对快速变化的中美关系，嘉宾们普遍保持乐观

态度，Antengene  Corporation的CVP, Biometrics 

and Regulatory Enabling Functions，俞志暖博士

认为，制药行业是为了拯救病人的生命和健康，

这项使命是不分国界，造福全人类的。中美在制

药行业合作，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可及性更好的

药物，降低美国公司全球临床实验的成本，双方

是互惠互利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局势十分

难以预测，公司还是需要未雨绸缪，采取一些必

要措施以对冲风险，包括选择上市地点，CRO，

商业化方式等。

此外，嘉宾们还就美国药物价格管控，中国临床

实验对全球研发的影响进行了积极讨论。

下半场 - 企业家随机应变的艺术

论坛伊始，Teon Therapeutics的President & 

COO， Ken Horne先生回顾了他参加SAPA投

资论坛的愉快经历，介绍了公司临床项目的积

极进展。HiFiBiO Therapeutics的Co-Founder 

and CEO， Liang Schweizer博士和BalinBac 

Therapeutics的CEO， John Gregg先生则分别介绍

了各自公司针对COVID-19开展研发项目的初衷和

进展。

对于新冠疫情对公司融资和运营的影响， Ken 

Horne先生表示，由于疫情影响，现在针对收益前

CEO论坛下半场：企业家随机应变的艺术



68

景明确，投资回报周期短的Biotech公司Pre-IPO/

IPO融资非常火热，而风险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

初创期Biotech企业，则融资压力巨大。因此，没

有大型投资基金支持的初创期Biotech企业，要改

变以前多次融资的策略，争取一次融资就能支持

公司运营较长时间。此外，初创期Biotech企业还

可以通过合作研发、跨境授权等方式进行多样化

融资。

据Tufts Center 报道，每成功研发一个新药平均

需要投入26亿美元。针对日益增长的研发费用带

来的挑战，Mr. John Gregg先生认为，实际上每

家Biotech公司并不用融那么多钱，26亿美元是

把失败项目的研发费用也包括进来了，而且初创

Biotech企业并不需要完成从产品发现到获批上市

的全部研发过程。同时，目前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较以前更加快速和经济，而完成概念验证

就会迅速提升公司的估值。另一方面，人数相对

较少的罕见疾病对研发费用的要求也更低。

关于CEO的核心素质，嘉宾们认为，CEO最主

要的工作就是面对不确定性和各种意外挑战。而

要胜任这一工作，CEO需要找到最顶尖的合作团

队，并热爱所做的事业。

关于CEO的成长之路， Liang Schweizer 博士建

议，应该有意识的多尝试非线性职业道路，坚韧

不拔，最重要的还是追随自己的内心。此外，很

多时候你并不需要成为CEO，还有很多其它方式

可以让人像企业家一样，做出杰出事业！

嘉宾与主持人线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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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E | 商务拓展分会
本次论坛邀请到了来自投资银行，咨询公司与制

药企业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就全球医药投资、商务

拓展趋势与热点进行了讨论。

首先，来自AccuGen  Group的创始人张志民博士

发表了主题为“中国在生物科技上的兴起和转变”的

演讲。近年来中国医药业的发展十分迅速，不仅

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还因为在中国社会老龄化，

加剧的环境污染背景下，公共卫生和健康问题越

发重要。药监的改革、知识产权的保护逐步加

强， 海外人才回流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从十年前

只有仿制药，到现在生物医药的蓬勃发展。现在

中国人均在医药上的消费还是相对比较低，中国

的制药市场今后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张博士总结

了几个特点：

1.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生物医药领域吸引了大量资

本的投资， 

2.中国CRO产业的快速发展。

3.随着越来越多药物获批，药价在中国市场会更加

的亲民，比如PD1抗体药物。张博士建议投资者应

该利用好中国广大的市场和需求寻求合适的投资

机会，也建议通过更多的跨境合作把最好的药物

带给中国患者，也把中国的创新药走向海外。

来自AccuGen Group的创始人张志民博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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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基石药业的首席战略官袁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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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Macrogenics的商务拓展高级副总经理

随后，来自基石药业的首席战略官袁斌博士介绍

了基石药业和他们近年来的发展和对外合作，以

及产品研发管线。袁博士以案例学习的方式，详

细介绍了几个近期中国药企的跨境交易及其交易

对公司所创造的重要价值。首先，袁博士对辉瑞

和基石刚刚达成的多方位全面战略合作进行了详

尽的介绍，其中包括辉瑞以每股约13.37港币的认

购价对基石药业的2亿美元股权投资，辉瑞获得对

舒格利单抗（CS1001，PD-L1抗体）在中国大陆地

区的独家商业化权益，以及双方将合作把更多创

新肿瘤产品引入大中华地区的合作框架。该项合

作不仅在公司发展的关键阶段注入了现金支持，

而且将依托辉瑞在行业领先的商业化能力，最大

化舒格利单抗的市场潜力。这次合作也是行业领

先的跨国药企对基石研发能力的认可。

袁博士又对业界最近几个标志性的跨境交易进行

了介绍和点评，包括再鼎和Regeneron及Turning 

Point 两家公司的项目引进合作，信达生物 和礼来 

关于信迪利单抗海外权益的交易以及与罗氏的研

发合作，君实生物和礼来关于新冠抗体的合作，

以及百济神州和安进的战略合作。

来自Macrogenics的商务拓展高级副总经理Eric 

Risser发表了主题为“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对于和中

国药企合作的看法”。他先介绍了Macrogenics近

年的发展以及几个产品，他们选择合作伙伴的策

略。并从Zailab的合作案列解析了跨境合作中美国

投资者就构架，执行及支持交易上的考量。

最后，在Antengene全球商务拓展负责人Jack  Wu

的主持下进行了火热的小组讨论，就跨境交易， 

跨境license进行了解析。来自Fox Rothschild的合

伙人, 现任SAPA会长Jerry Liu从法务的角度为大家

提供了相关的建议。大家还聊到COVID-19对商务

拓展的影响以及不同文化下如何保证顺畅的跨境

交易。



71

平行分会I -创业速成课程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创业日益增加的兴趣，人们

对于“什么是正确的创业方式”的疑问逐渐增加。可

以肯定地说，创业是没有一个有确定性成功的秘

诀，也没有唯一或最好的方法，然而2020年SAPA

企业家速成课程所提供的是来自行业专业人士的

宝贵见解和建议，这无疑可以帮助企业家在未来

的创业生涯中踏上成功少走弯路。

速成班开始前，SAPA候任会长陈晓东博士致开幕

词，他首先感谢了这次活动的赞助商，这次活动

属于2020年创投路演第二部分，也是基于会员的

强烈要求而办。随后2020年创投路演共同主席薛

军先生详细介绍了这次速成班的详细情况， 希望

参与者不仅可以学习有关创业IPO的知识，同时朋

友和合作伙伴聚集一起，体验经历我们前行者分

享的旅程。通过SAPA路演校友会和支持系统，在

创业路上我们不会孤单, 始终可以找到需要的资源

人脉，并分享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共同前行。

首先Hightide Therapeutics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刘利平博士（Liping Liu）讲述她自己的故事， 

就创业公司的初始阶段如何建立一支成功的团队

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见地。要建立一个成功团队，

在于第一步需要确定包括合伙人、内部顾问和外

部咨询者等关键职位，所有这些职位在初创企业

的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可忽视缺失。另一方面，刘

利平士认为企业文化也极其重要的，创新公司与

成熟企业文化不同，沟通和透明在自上而下决策

时达成共识是关键驱动因素。最后，刘博士强调

了早期招聘/吸引人才的重要性，参考关键意见， 

强调了文化契合的重要性，以完成团队建设的成

功。最后她用“在已知和未知的互换中，经历告诉

我们生活的本身”结束她感人的分享。

接着晨兴创投董事总经理张洪健博士就如何吸引

风险投资以及如何与投资者合作展开了讨论。张

博士着重强调有效的沟通是募资的关键 。企业

家和管理团队应该用精确的术语介绍描述“谁，

什么，地方，时间及如何”。“谁”是指团队中的关

键人员；“什么”是指技术和产品以及未满足的需

求；“哪里”是指市场（全球还是区域），“何时”是

指公司的阶段或技术/产品处于的阶段；“如何”指

的是业务战略。快速吸引眼球的表述不能适用于

生命科学行业中的想法/项目， 实用落到实处的介

绍应有助于激发投资者的兴趣。 

然后，WWC合伙人Patrick Wong先生讨论了他

对初创企业股权设置的看法，他首先强调创始人

之间就公平分配股权达成协议在早期阶段至关重

要。除了创始人股份外，还必须仔细考虑给予员

工的内部股份以及分配给投资者的外部股份。黄

先生建议，在引入投资者时，股权稀释、赋予表

决权以及优先股的发行都是重要主题，必须注

意。

接下来，德勤税务有限公司（Deloitte Tax LLP）

的董事总经理Lillian Li女士和Lynn Yang博士讨论

了实体结构的基本原理，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并购

或IPO合作的灵活性。他们的专业知识迅速得从他

们的演讲中展现出来；涉及主题包括公司结构、

许可和转让定价。此外，他们还能够非常详细地

讨论影响跨境商业结构中业务结构的当前政策趋

势，以及当前的国际市场格局。

Fox Rothschild LLP的Jin Zhu博士通过提供开发和

营销知识产权资产的一些关键策略，将他的教导

带到了速成课程中。作为当天最后一位讲员，朱

先生提醒我们的听众，企业的法律部分与其他看

似更令人兴奋的部分同样重要。他仔细解释了版

权、专利和商标的定义，以及它们各自的流程；

通过案例，他能够描绘出开发和营销知识产权资

产的总体而详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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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周日上午的创投云路演是继今年6月20日

之后的第二场（报告链接）。本届路演共收到60

多个项目申请，第一场有10个项目参加路演，第

二场共有8个项目参加路演。组委会主席新当选的

SAPA候任会长陈晓东博士首先感谢了此次活动赞

助商，并介绍了为项目点评的投资人评委。王晓

雯博士和梅佳军博士主持了路演。

这八个路演项目包括了从临床阶段的小分子创新

药物，到能产生Nanobody的转基因小鼠，及治疗

打鼾的医疗器械等各个领域不同阶段的生物医药

创新项目。

经过线上展示，评委提问和点评等环节，从市

场价值、行业竞争、专利保护、资金需求、管

理团队、路演表现等方面全方位衡量，最后四

个项目脱颖而出。AnHeart Therapeutic获路演

第一名，VersaPeutics, Inc 获第二名，Akeagen, 

lnc 和Zennea Technologies Inc.并列第三名。此

外，Molecular Theranostics,LLC 还荣获“最受观众

喜爱奖”！ 

第一名的AnHeart  Therapeutic 由该公司创始人之

一的Lihua Zheng博士主讲。他介绍他们是一家专

注于抗肿瘤药物开发的已达到临床阶段的生物技

术公司，总部设在杭州，目前管线里一共有3个处

于临床试验阶段的药物。其领军产品Taletrectinib 

(Ab-106),是一种下一代ROS1 及NTRK抑制剂，目

前正处于二期临床阶段。

目前他们期望融资$50M USD。

第二名的VersaPeutics, Inc是一家发展迅速的创新

药公司。正在开发一类抗体和小分子新药，针对

脊髓损伤SCI，艾滋海默以及肿瘤领域疾病。他们

针对脊髓损伤的VersaMab-101 抗体将开始一期临

床。同时还有数个项目将申请IND审批。

路演第三名由Akeagen 和 Zennea 并列获得。 路演

结束后，SAPA候任会长陈晓东博士主持宣布路演

平行分会J -
SAPA创投云路演

AnHeart 的Lihua Zheng 做路演报告

VersaPeutics的Yimin Zhou做路演报告

Akeagen 公司Libin Cui 做路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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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评委 参加路演的8个项目

路演嘉宾，投资人评委与SAPA组织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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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作为一种定制化医疗模式，其医疗决

策、治疗手段、临床实践与产品都是针对特定患

者群体量身定制，而不是采用单药通用模型。

来自BGI Americas的Lisa Huang博士和Admera 

Health的研发/生物信息部门主管丁崴博士开场介

绍了分会的主题和几位讲员。

首先，来自Deep Lens的全球副总Kamala K. 

Maddali博士讲解了人工智能在精准药物创新选择

的作用。演讲包括了精准医学在药物研发领域的

先进性-有关其诊断和治疗的概述，在精准药物研

发方向的临床试验工业界概述，被批准的治疗方

法、当下的试验和诊断的挑战，人工智能在精准

医学在药物研发创新方面从试验到治疗的作用。

最后讲解了一些有关事例及前景预测。

接着，来自Merck的Eunice  Lee博士讲解伴随着诊

断技术兴起的监管前景。近些年，技术和临床科

学的发展推动了精密医学。这可以使得针对患者

量身定制医疗保健管理和治疗。生物标志物测试

对肿瘤市场的逐渐影响证明了诊断能够在成功开

发并传递生物标记驱动药物给患者的过程中起了

重要作用。这个演讲概述了诊断的监管框架并讨

论过去几十年中监管复杂性的不断提高。此外，

讨论了协调药物开发和诊断的挑战和最佳做法。

第三位讲员是来自于MG BioPharma Consulting

的主席Jerry Huang博士讲解肿瘤临床开发方向基

于分子图谱的患者选择药物的挑战。精密医学通

常是指’’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剂量使用适当的

药物给合适的患者’’。随着基因组学、遗传学，

计算生物学和数据挖掘以及制药、生物技术和医

疗设备行业的发展，给癌症患者带来个性化的治

疗方法。但是，选择有致癌驱动基因和特定遗传

因素的患者使用适当的检测方法仍然是肿瘤开发

中的一个挑战。EGFR突变和胆管癌中NSCLC和

FGFR2的融合是两个例子。并讨论是否RT-PCR, 

FISH或NGS应被应用于识别患者和诊断的异常情

况于临床开发过程。

最后，来自BioAgilytix的技术总监，Jim McNally

博士讲述基因和细胞治疗中的生物分析策略和方

法。诸如细胞和基因疗法对新型生物疗法提出了

独特的挑战。对比与标准大分子生物治疗药物，

药代动力学和免疫原型测试采用不同的形式和实

施时间。次演讲中讨论不同的平台和使用策略，

强调这些疗法的生物分析的独特方面。

三

2020 美中药协第28届年会系列报道之四
精准医疗、大数据热点及职业发展

分会场 B |  精准医学在药物研发
领域的前景与应用

文： 宋曰乔，李珊珊，邵宁宁，马晓棠         20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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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自R&D US Inc.的Kun He教授给我们讲授了

FDA NDA/BLA回顾案例研究。在本演示中，他

讨论了几个NDA/BLA和IND审查示例，以说明动

态审查过程中涉及决策制定中的法规，临床和统

计方面的考虑。例如，他提问道是否能够将两个

不同的临场试验结合成为一个临床试验来描述，

答案是可以的，只要通过FDA的验证。同时，他

也提到有一些临床试验没有通过FDA的批准，可

能是因为试验的样品量不够，或者是两药间的对

比没有统计学差异等等。

R&D US Inc.的Kun He教授 讲授FDA NDA/BLA回顾案例研究

紧接着，来自Regeneron的资深总监Tosh imo 

Kimura博士给我们带来了统计学家这个角色在数

据科学时代的进展。传统上，研究团队的角色和

职责是由专业定义的，并遵循有序的成果过程。

首先是医学主管使研究问题明确，然后是统计学

家执行统计分析，最后由出版经理或医学作家撰

写报告。这个划分一直在上一代临床研究工作实

施；但是，这个模型在现代数据科学时代可能不

是最佳选择了。研究问题的定义现在可以采用高

级数据分析方法（例如机器学习）的数据驱动方

法选择。使用这些方法需要专业知识，这需要统

计学家参与来明确研究问题。此外，统计学家可

能会更清晰地解释新型数据分析方法，其中涉及

参与编写方法，解释和讨论结果。为了使组织充

分利用现有数据和不断变化的临床前景在研究以

数据为依据的决策方面，统计学家的作用必须演

变为跨职能的可以在研究过程的每个阶段提供宝

贵意见的团队成员。

Regeneron的资深总监

Toshimo Kimura博士讲解数据科学

接下来是来自耶鲁大学的Heping Zhang教授分享

了精准医疗的深度重要性(DIPM)：一棵树和森林

基于右删失（right-censored）生存结果的方法。

许多临床试验一直比较各组之间右删失生存结果

的干预。此类比较是基于整个团队接受一项干预

而得出的。为了识别优先治疗的亚组与其他组，

我们提出DIPM方法用于在精密医学框架内提供此

类数据。该方法修改传统分类树的拆分标准以适

合精确医学设置。然后，一个随机森林在每个节

点上都构造了众多的树。森林为每个候选分割变

量计算深度变量的重要性得分。得分最高的变量

被确定为最佳变量来将节点分开。重要性分数是

Session C | 数据驱动和明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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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并且可以利用观察结果来构造简单的度

量，使那些更重要的变量趋向于选择更靠近树木

的根节点。DIPM方法主要用于两个治疗组的临床

数据分析。他们也把这种方法用于两个以上的治

疗组。他们使用模拟研究来证明准确性并提供应

用程序的结果给两个真实世界的数据集。总而言

之，DIPM方法有突破性的结果，可以指引个性化

的治疗决策。

耶鲁大学的Heping Zhang教授针对精准医疗发表演讲

另一位嘉宾John  Hartzel博士来自Merck，给我们

讲述了开发速度惊人的疫苗发展史。在本次演讲

中，我们回顾了疫苗的开发阶段以及收到时间约

束所面临的挑战。他介绍了成功和失败的疫苗计

划的示例，并重点介绍克服这些挑战的方法。疫

苗开发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且失败率很

高。疫苗的发展往往超过10年的历程，其中只有

不到10％的候选疫苗获得批准。然而，他们发现

他们自己正处于大流行之中，寄希望于找到有助

于预防或减少COVID-19疾病的疫苗。超过100种

候选疫苗正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其崇高目标是

在6到12个月内开发出既安全又有效的疫苗。

来自Merck的John Hartzel博士详细讲解疫苗研发

稍作休息后，勃林格殷格翰集团制药（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的

Mohammed  Ali博士介绍了临床研究分散化，并提

出两个疑问：这种分散化是新常态吗? 如何实施并

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受益？他提到临床试验存在

三大挑战：研发新药所不断增加的耗费和时间，

志愿者的种类太小，还有至少40%的病人途中退出

试验。他也指出混合式分散试验将是未来的常规

方式。

勃林格殷格翰集团制药的Mohammed Ali

最后，在SenseBrain Technology担任资深经理的

Mu Zhou为我们揭示了迈向多源数据集成：构建

图卷积网络（GCN）用于发现硅内药物。挖掘疾

病和毒品的关联及其相互作用对于开发计算模型

至关重要，其可以重新利用药物并了解潜在的生

物学机制。近来，大规模生物数据库越来越多地

用于药物研究，从而可以对分子信息学和药物研

发进行深刻描述。在本次演讲中，他讨论了新颖

的GNC整合多尺度药物信息的模型。特别是蛋白

质节点的引入充当信息传递的桥梁，从而提供对

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的见解网络，以改

进计算机内药物重新定位评估。此外，他介绍了

GCN模型如何用于集成来自以下方面的多个组学

概况，以准确预测癌症药物对癌组织的反应。

SenseBrain Technology担任资深经理的Mu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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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顿商学院项目总监Sara Gao女士首先带领我们

了解了一下一个好的故事的结构：有背景和人物

设定，矛盾，故事高潮和故事结尾。在当我们说

故事的时候， 清楚的表达，引起听众的好奇和共

鸣事关重要。之后参会者分成三人一组的小组来

练习说故事， 这加强了与会者的参与度并且可以

让更多的人了解别人的故事。Dr. Yong Guo 接

下来说到了如何运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进行自我介

绍， Dr. Xiaowen Wang 更近一步给我们看见了

一个“传奇英雄”故事应该有的故事结构和框架，

我们在操练的过程中向成为好的说故事者又近了

一步。最后 Dr. Li  Ren 就中国成语：“雪中送炭”

展开了对于寻求帮助和外援的故事的讲说， 小编

积极地参加了小组练习， 很感谢这样的机会不仅

让我们在工作中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和自己的经

历， 而且通过故事也认识了更多的同业者。

分会场 D  掌握职场技能: 
成为一个好的说故事的人

D分会邀请嘉宾

D分会邀请嘉宾

D分会嘉宾和志愿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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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赵一鸣 薛赛斯 陈龙 郑超  2020.12.31

2020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在新冠疫情前所未有

的危机下，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影响。在这个困难的时期，美中药协SAPA及各

地分会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回顾2020， 

SAPA上半年的关键词是“抗疫”，下半年则是“线

上”。

2020上半年SAPA支援中国和美国的战“疫”行动

自今年一月新冠疫情在中国首先爆发以来，美

中药协SAPA就开始组织捐款，捐献物资，建立

渠道，参与救援。三月后，美国疫情爆发，战”

疫” 进入下半场，SAPA将重点转向美国，继续

行动。

SAPA的具体行动分为组织捐款，构建物资购买

和捐赠渠道，组织公共卫生网络研讨会三大方

向：

1. 组织爱心捐款

感谢SAPA会员和朋友们在帮助中国和美国抗击

疫情时的慷慨捐助和支持！SAPA美国战“疫”共

收到捐款超过$23,121.8美元，所有捐款都已用于

购买防护物资捐赠给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此

外大费城分会SAPA-GP收到$4208捐款，自身提

供$5000,以及来自Pharma Block，Exegenesis Bio 

Inc捐赠的N95口罩等防护物资。

2. 向医院捐赠医务人员防护用品

在 疫 情 爆 发 初 期 ， 医 院 防 护 物 资 告 急 。 在 新

冠疫情冲击下，各地医院迫切需要个人防护用

品。SAPA克服了种种挑战，建立渠道，一共购

买了约$36,000美元的医疗物质，包括防N95口

罩，防护服等，捐献给中美多家医疗机构。

受赠中国医疗机构：

·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 武汉市中心医院

·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SAPA 2020 年终盘点 
迎接2021共创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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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hai Municipal for Industry, 浙江台州

受赠美国医疗机构:

· Penn  Medicine Princeton, St. Barnabas 

Medical Center, Morristown Medical Center in 

New Jersey

· 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Penn 

Medicine, Jefferson Health Hospitals, Temple 

Health, and Mainline Health in Philadelphia, PA

· Yale New Haven Health in New Haven, CT

· 25 hospitals and 25 medical offices such as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in Boston MA

同时受赠对象也包括了NJ当地警察，消防队，

救护员，邮局等。

SAPA-GP 将物资赠给当地的医疗机构包括：

· Penn Medicine

· Jefferson Health

· 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 Temple Health

· Main Line Health

· Jefferson Health - Medical Student

· Jefferson  Health - Abington-Lansdale Hospital

· Abramson Senior Care

· Rose Tree Media School District

3. 推出《关注疫情，SAPA公共健康系列讲座》

SAPA组织病毒专家，制药专家，临床医生，公

共教育专家等进行公共教育讲座。讲座一共进

行了四场，报道回顾如下：

第一讲：David Ho何大一教授

第二讲：Wilbur Chen教授

第三讲：荣立军教授

第四讲：钟筱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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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第一批防护服打包好运往纽约肯尼迪机场 3月21日SAPA-GP 捐赠医用口罩给Penn Medicine

4月6日SAPA捐赠医疗物质给St.Barnabas  Medical 

Center at Livingston, NJ.

3月21日SAPA-GP 捐赠医用口罩给Penn Medicine

SAPA支援中国和美国的战“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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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下半年 

SAPA成功举行一系

列线上活动

随着疫情爆发，原本计划的线下活动纷纷取消或推

迟。经过短暂调整后，SAPA将所有的活动转为了

线上进行。以下精选回顾SAPA总会和各分会2020

年举行的大小线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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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2020 SAPA Day

疫情虽在空间上将我们分隔，但阻隔不了我们

渴望相聚和交流的愿望。为满足这个愿望，5月

30日美中药协SAPA专门为会员，志愿者及朋友

们组织了一场云相聚。2020 SAPA Day，专属于

SAPA社区的节日。

6月20日SAPA
健康投资峰会暨云路演

新冠疫情冲击世界各地，也让投融资双方的密

切接触和面对面洽谈变得困难重重。致力于“满

足健康行业发展需求，为突破性创新对接资本”

的美中药协（SAPA），也因时而变，于2020年6

月20日，在线上成功举办了“2020  SAPA健康投

资峰会暨云路演”第一部分。组委会充分利用网

络技术，精心协调安排，成功还原了以往线下

峰会的精华。同时由于线上会议使得跨地域，

跨时区成为可能，此次峰会创纪录地吸引了近

50个创新项目，超过80多家投资机构参加，200

多人在线参会。

7月18日 SAPA线上职业发展论坛

在美国的亚裔经常有一个无可回避的“痛点”：

虽被称为“模范少数族裔”，在很多情况下却并

不被视为理想的领导者。促进从业人员的职业

发展是美中药协（SAPA）的重要使命之一。带

着这一使命，美中药协于2020年7月18日在线上

成功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直面痛点”的职业发展

研讨会。20多位来自不同阶段的职场同仁和近

300名参会者一起认识痛点，剖析痛点，超越痛

点。SAPA这一经典品牌活动今年全新改版，首

次在线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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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 2020线上科学论坛

本届科学论坛以网络会议形式举行，主题为“生

物医学创新转型的驱动力”。今年论坛重点关注

生物医学创新在诊断与精准医学，细胞与基因

疗法，以及药物研发的新技术等领域的最新趋

势与突破。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包括哈佛大学

的George  Church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Richard 

N. Zare教授，以及诸多制药行业领导者、科学

家和企业家，分享了他们对生物医学创新的思

考与见解。

w

10 月 2～4 日 美中药协第28届年会

SAPA第28届年会于2020年10月2日至4日在线上

火热召开。在组委会的努力下，这次SAPA年会

内容极为丰富，并有幸邀请到众多有影响力的

嘉宾参会。有近70位中外行业专家发表演讲，

超过1000人注册参会。年会的主题是“前所未有

的机遇与挑战：制药和生物技术在新时代中的

独特担当”，为期两天半的大会包括两场全体大

会，和11个平行分会，内容涵盖从临床研发到

商务拓展等医药行业的各个环节。

SAPA会长刘晚生博士颁发给宾大Virgina Man-

Yee Lee 教授， Regeneron 董事会主席，前 

Merck  Chairman & CEO P. Roy Vagelos博士

2020年SAPA终身成就奖。并颁发给 Merck 现任 

Chairman & CEO Kennetch C. Frazier 先生 SAPA 

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领域杰出领导奖。Frazier 

先生发表了大会主题演讲呼吁医药界领导者们

在 道 德 的 基 础 上 做 出 最 大 化 全 人 类 福 祉 的 抉

择。同时SAPA还授予BMS公司 Development 

& Optimization部门的副总裁Binodh DeSilva博

士，和普林斯顿大学Yibin Kang教授SAPA杰出

成就奖。

SAPA-GP 网路研讨会系列

2020年6月到12月期间，SAPA-GP邀请各界嘉宾

为大家举办了十余场网络研讨会和线上社交活

动，内容涵盖COVID研究进展，卫生经济学，

全球临床研究现状，细胞与基因治疗商业化，

国际贸易环境与专利申请等，以及多种主题的

职业发展讨论，帮助广大参会者在保持社交距

离的同时，依然能够了解业界最新进展和进行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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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SAPA-DC 
首届线上投资大会

S A P A - D C 核 心 团 队 秉 承 着 急 人 所 急 、 矢 志

不 渝 的 服 务 美 中 生 物 医 药 行 业 同 仁 ， 以 此 进

一 步 服 务 社 会 和 大 众 的 宗 旨 ， 举 办 此 次 线 上

创 业 者 、 投 资 人 大 会 ， 为 S A P A 的 新 老 朋 友

们 助 一 臂 之 力 、 甚 至 消 除 燃 眉 之 急 ！ 本 次 大

会，SAPA-DC与美东知名投资公司及其旗下

的CONNECTpreneur平台、联合所有SAPA

兄弟分会以及ChinaBio、BioCentury和德勤

（ D e l o i t t e ） 等 知 名 机 构 共 同 举 办 ， 着 重 为

美 中 生 物 医 药 届 的 创 业 者 和 投 资 人 朋 友 们 提

供拓展人脉、商务对接、经验分享和qual i ty 

networking的宝贵机会。

11月14日 
第7届SAPA-CT线上年会

2020年是攻坚克难的拼搏之年--COVID-19大流

行使各国经历感染高峰和经济低谷。在这至关

重要的一年，SAPA-CT年会于11月14日在线上

隆重举行。药企大咖，学术精英，创业投资主

管，资深律师齐聚一堂，在金秋时节以网络会

议的形式畅谈精准医学的技术突破，生物制药

的市场化战略，以及对工作机会和移民政策的

最新解读。

12月2日SAPA-NE职业发展论坛 

SAPA-NE于2020年12月2日携手安永（EY），

邀请行业专家详细讲述美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以及相关税务影响。

 HAPPY NEW YEAR   
告别艰难的2020，终于迎来充满希望的2021。

新的一年，SAPA将继续践行着自己的四大宗旨

（科学 教育 合作 职发），服务于广大医药企

业, 从业人员，及关心医药界的朋友们！全球

疫情仍在继续，我们虽空间上相隔，心却在一

起。2021 SAPA会继续展开一系列活动，与大家

在线上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