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1 第 六 届 易 贸 生 物 产 业 大 会 E B C 暨 易 贸 生 物 产 业 展 览  
专家委员会：周彩存  周剑峰  张连山  李宁  陈智胜  李晶  周代星  王立群  李怡平  张金华  

执行委员会：朱祯平  刘军  顾继杰  郭彤  闻丹忆  周国瑛  石斌  童晓航  黄海华  陈少羽  范晓虎  徐佳熹  

联合主办方：中国抗癌协会、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学专委会、 FDA 专家协会、恒瑞医药  、三生国健、君实生物、东曜药业、药明生物、  

药明巨诺、贝瑞基因、驯鹿医疗、亦诺微医药、宝石花医药科技、立迪生物、德诚资本、 I l lumina、中金公司、 SAPA-China、兴业证券  

3月11日

下午 

会 前 活 动  

中美冠科参观 
EBC 足球友谊赛-三生国健 

领队：朱祯平 

生物药闭门会（特邀） 

主办：FDA 专家协会 
大会签到 展商布展 

场地 B 馆 展 区  

3月12日

上午 

EBC 开幕式 -立足当下，憧憬未来  

2020 易贸生物产业年度评选颁奖礼 -IQVIA  

活动 主 题 论 坛 A 馆  专 题 论 坛 B 馆  展区活动 

3月12日

下午 

分子诊断 

政策与临床 

贝瑞基因 

周代星 

抗体药物 

商业化布局 

兴业证券 

徐佳熹 

细胞治疗的创
新性研发 

驯鹿医疗 

张金华 

项目合作 

走出去 引进来 

SAPA-China 

石斌 

实体瘤免疫治疗
领域—研究进

展发布 

上海市肺科医院 

周彩存 

精准医疗 

入院与标准 

（特邀） 

闭门会 

姚树坤 

药明康德专题会 

新冠专题-产业化机遇 

生物药专题 

午间专场-圣戈班 

研发关键点-集萃药康 

生产关键点-睿智医药 

艺术展 

X 

公益慈善 

 

买家服务 

大咖走展 

买家团 

采购宣讲 

一对一洽谈 

 

约见洽谈  

晚间 商 业 保 险 闭 门 会 - I Q V I A （ 特 邀 ）  投 融 资 酒 会 -中 金 公 司 （ 特 邀 ）  E B C 高 层 社 交 晚 宴 （ 特 邀 ）  

3月13日

上午 

分子诊断 

平台与应用 

Illumina  

因美纳 

抗体药物 

ADC 专题 

东曜药业 

刘军 

基因治疗 

研发进展 

亦诺微 

周国瑛 

人工智能和 

计算医学 

临床研究视角 

宝石花医药科技 

郭彤 

血液瘤领域 

研究进展发布 

中国抗癌协会 

武汉同济医院 

周剑峰&范晓虎 

人力资源 

市场与薪酬 

怡安翰威特 

生物制品青年论坛 

--金斯瑞蓬勃专题会 
精准医疗 

临床应用现状与展望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

医学专委会 

姚树坤 

生物制品青年论坛 

--赛多利斯专题会 

投融资与合

作午宴 

天超资本 3月13日

下午 

分子诊断 

仪器领先 

德诚资本 

童晓航&黄海华 

抗体药物 

开发创新 

药明生物 

顾继杰 

细胞治疗 

工艺质量 

药明巨诺 

李怡平&王亚君 

新药研发中 

的转化策略 

立迪生物  

闻丹忆 

投资论坛 

未来已来 

中金公司 

梁锦 

生物制品青年论坛 

--纯化专题会 

基因治疗工艺 

（青年论坛） 

--和元生物专题会 项目洽谈 

 



 

  

2021 第六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 EBC 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B 馆 B101 – B 馆票 

3 月 12 日上午 09:00-12:00 

2021EBC 易贸生物产业大会开幕式 
立足当下，憧憬未来 

09:00-09:30 开幕致辞 

09:30-10:00 开幕报告：肺癌的精准诊疗  

嘉宾：李为民，院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00-10:30 嘉宾对话：中国医药创新之路径 

嘉宾：陈凯先院士，中国科学院 

张连山博士，恒瑞医药高级副总经理兼全球研发

总裁 

10:30-11:30 嘉宾访谈：下一个十年，更好的时代，更

激烈的竞争 

主持嘉宾：李钢，合伙人，易凯资本 

访谈嘉宾：宋瑞霖，执行会长，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周代星，总经理，贝瑞基因 

陈智胜，CEO，药明生物 

11:30-11:50【颁奖典礼】2020 易贸生物产业年度评

选颁奖礼 

11:50-12:00【BIO100+成立仪式】 

3 月 12 日午间 12:15-13:45 

药明康德肿瘤药物研发专题会 
主持人：陈晓蕾，高级主任，药明康德 

12:15-12:20 开场致辞  

嘉宾：杨青，联席 CEO，药明康德 

12:20-12:55 发言：新技术推动肿瘤靶点的发现  

嘉宾：冀群升，副总裁，药明康德研究服务部肿瘤和免

疫部负责人，药明康德 

12:55-13:15 发言：新型抗肿瘤生物药的临床生物分析

和案例分享  

嘉宾：施婧，药明康德测试事业部大分子生物分析全球

负责人，药明康德 

13:15-13:35 发言：创新型肿瘤临床试验设计 

嘉宾：王勇，副总裁,康德弘翼生物统计及临床统计编

程部负责人，药明康德 

13:35-13:45 Q&A 

3 月 12 日下午 14:00-17:00 

新冠专题-产业化机遇 
14:00-14:30 发言：诊断开发与应用  

嘉宾：刘佳，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圣湘生物   

14:30-15:00 发言：疫苗临床进展  

嘉宾：张云涛，副总裁，中生集团 

15:00-15:30 发言：新冠疫情时代下的新药研发与国际合作  

嘉宾：冯辉，首席运营官，君实生物 

15:30-15:50 发言：生物制药洁净室污染控制与人员防护  

嘉宾：晁星，科学事业部业务拓展经理，金佰利 

15:50-16:10 发言：从新冠出发，谈分子诊断实验室的自动化和智

能化  

嘉宾：林思远，移动平台副总监，华大智造  

16:10-17:00 访谈：新冠产业化机遇展望 

主持人：朱力,首席战略官,金斯瑞生物  

嘉宾：刘佳,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圣湘生物； 

冯辉，首席运营官，君实生物； 

林思远，移动平台副总监，华大智造  

3 月 13 日上午 09:00-11:00 

生物制品青年论坛 
金斯瑞蓬勃生物药工艺技术创新研讨专题会 

主持人：邵翠英，集团战略研发副总裁，金斯瑞生物科技 

09:00-09:05 致辞：Innovative R&D Process Accelerates NEXT 

Generation Therapeutics 

嘉宾：Brian Min，CEO，金斯瑞蓬勃生物 

09:05-09:30 发言：新一代 CART 的研究设计及转化应用   

嘉宾：汪鑫，副总经理，上海隆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9:30-09:55 发言：强化工艺：实现生物药极致的单位体积产量  

嘉宾：潘晓，生物药工艺开发副总监，金斯瑞蓬勃生物 

09:55-10:20 发言：基因细胞治疗中病毒载体的工艺开发  

嘉宾：谢胜华，GMP 病毒生产高级经理，金斯瑞蓬勃生物 

10:20-11:00 头脑风暴：如何“降本增效”生物药生产工艺开发技

术创新与进展探讨  

嘉宾：汪伟明，新产品开发项目部总监，金斯瑞蓬勃生物 

李甲璐，研发负责人，茂行生物 

汪敏，技术总监，博生吉 

谢胜华，GMP 病毒生产高级经理，金斯瑞蓬勃生物 

3 月 13 日上午 11:15-11:30 

生物制品青年论坛 
开场致辞：用工匠精神推动技术革新 

嘉宾：周伟昌，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药明生物 

 

3 月 13 日上午 11:30-13:30 

生物制品青年论坛——赛多利斯培养专题会 
11:30-11:40 Opening 

11:40-12:10 赛多利斯助力抗体药物上游工艺开发 

嘉宾：王琦，细胞培养产品应用经理，赛多利斯 

12:10-12:40 灌流助力细胞培养工艺开发  

嘉宾：董超，工艺开发和中试生产经理，君盟生物 

12:40-13:10 加强型上游培养工艺的开发及应用 

嘉宾：方明月，细胞培养工艺开发部主任，药明生物 

13:10-13:30 STR 新品线下体验 

 

3 月 13 日下午 13:30-15:30 

生物制品青年论坛——纯化专题会 
主持人：阚子义、CTO /工艺生产质量负责人/CMC 负

责人，嘉和生物 

13:30-14:00 发言：下游工艺环节中病毒清除研究与验

证 嘉宾：童红飞，下游工艺总监，盛迪亚 

14:00-14:30 发言：单抗药物下游连续化生产在复宏汉

霖的应用及关键考量  

嘉宾：陈然，产程开发下游部科学家 II，复宏汉霖 

14:30-15:00 发言：工艺研究与验证  

嘉宾：孙波，下游工艺总监，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15:00-15:30 头脑风暴：生物医药下游工艺难题解决讨

论 

 



 

 

2021 第六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 EBC 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B 馆 B102 – B 馆票 

3 月 12 日下午 12:30-16:00 

12:30-13:30圣戈班一次性系统全球及本地的供应优化 
发言：一次性产品对生物制药产品快速上市的助力 

嘉宾：苏建华，高级副总裁&总经理，岸迈生物 

发言：圣戈班全球及本地供应布局  

嘉宾：张树明，全国销售市场总监，圣戈班高功能塑料 

发言：圣戈班生物制药一次性产品解决方案 

嘉宾：庄锦昊，生物制药全国销售经理，圣戈班高功能塑料 

13:30-14:30生物药研发关键点-集萃药康 
发言：精准模拟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开发与应用 

嘉宾：王鼎玉，产品总监，集萃药康 

发言：免疫细胞治疗产品临床前评价的挑战和策略 

嘉宾：曹洋，药理部总监，昭衍（苏州）新药 

发言：生物药临床前药效研究中的常见问题与分析 

嘉宾：孙红艳，功能药效中心副总监，集萃药康 

14:30-15:30生物药生产关键点-凯惠睿智  
发言：从 CDMO 的角度赋能生物医药创新企业  

嘉宾：项骏，总经理，凯惠睿智 

发言：下游工艺开发和生产挑战：案例分享  

嘉宾：张艳艳，资深总监，下游纯化负责人，凯惠睿智 

发言：有效运用平台分析开发策略及手段以支持不同生物药的

CMC 快速开发  

嘉宾：刘铭松，执行总监，QC 负责人，凯惠睿智  

15:30-15:45  
发言：精准医学产业化之路  

嘉宾：陈苗苗，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南翔）精准医学产业园 

3 月 13 日上午 09:00-12:00 

精准医疗临床应用现状与展望 
策划人：姚树坤  

联合主办方：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学专委会 
09:00-09:30 发言：精准医疗临床落地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  

嘉宾：姚树坤，原副院长，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委员，中国

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学专委会  

09:30-10:00 发言：基因检测技术指导临床肿瘤精准治疗的

策略  

嘉宾：姜艳芳，基因诊断中心和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吉林大

学第一医院 

10:00-10:30 发言：上皮性卵巢癌 PARPi 相关生物标记物与

检测建议  

嘉宾：于津浦，分子诊断中心主任，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30-10:50 发言：生物标志物与伴随诊断在肿瘤治疗中的

研究进展  

嘉宾：陈才伟，研发总监，迈杰转化医学 

10:50-11:20 发言： 临床精准医疗新策略的临床实践  

嘉宾：王向东，临床医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 

11:20-12:00 访谈：精准医疗技术和产品入院——机遇和挑

战  

主持人：姚树坤  

嘉宾：姜艳芳，基因诊断中心和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吉林大

学第一医院 

于津浦，分子诊断中心主任，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张之宏，CTO，燃石医学 

董正伟，高级总监，厦门艾德生物 

3 月 13 日下午 14:00-16:00 

基因治疗工艺（青年论坛） 
和元生物专题会 

14:00-14:25 发言：基因治疗中的病毒载体的工艺开

发  

嘉宾：韦厚良，工艺开发副总监，和元生物 

14:25-14:50 发言：基于新型基因治疗载体 VLP-

mRNA 的体内基因编辑治疗   

嘉宾：凌思凯，研发总监，本导基因 

14:50-15:15 发言：基因治疗药物的生产制备趋势－

全封闭、自动化的基因及细胞治疗生产平台 

嘉宾：廖美智，产品经理，美天旎生物技术 

15:15-15:40 新一代 HSV-1 溶瘤病毒（VG161）生

产工艺开发 

嘉宾：林康，CMC 总监，中生复诺健 

15:40-16:05 Technical and Compliance 

Considerations for the Safety Assays for Gene 

Therapy 

嘉宾：David Surace Kapitula，COO，驾玉生物 

 



 

 

 

 

 

 

 

 

 

 

 

 

 

 

 

 

 

 

 

 

 

 

 

 

 

 

 

 

2021 第六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 EBC 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A 馆 A109-110 - AB 通票 

3 月 12 日下午 14:00-17:00 

分子诊断—政策与临床 
策划人：周代星   

联合主办方：贝瑞基因 
14:00-14:30 发言：从投资角度看中国的分子诊断  

嘉宾：蔡大庆，创始合伙人，夏尔巴资本   

14:30-15:00 发言：NGS 的临床应用  

嘉宾：王华梁，主任，上海临床检验中心   

15:00-15:30 发言: US FDA 对分子诊断的监管政策  

嘉宾：梁学颖，法规注册高级总监，美国癌症早诊

GRAIL,Inc. 

15:30-16:00 发言：肿瘤早筛技术临床应用与产业化

落地  

嘉宾：周珺，CEO，和瑞基因 

16:00-16:30 发言：NGS 在遗传病领域的更多应用

场景  

嘉宾：周文浩，副院长，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6:30-17:10 访谈：分子诊断各环节的合作与共赢  

主持人：周代星，总经理，贝瑞基因 

嘉宾：蔡大庆，创始合伙人，夏尔巴资本 

周珺，CEO，和瑞基因 

周文浩，副院长，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申子瑜，高级副总裁，金域医学 

姜傥，高级副总裁，迪安诊断 

3 月 13 日上午 09:00-12:00 

智医前行 以序泽生 
基于临床高通量测序平台的多领域应用 

联合主办方：Illumina 因美纳 
09:00-09:25 发言：肿瘤 NGS 院内检测标准化建立 

嘉宾：韩昱晨，病理科主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09:25-09:50 发言：肿瘤大 panel 在精准诊断中的应用和趋势  

嘉宾：周晓燕，病理科副主任&分子病理室负责人,复旦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 

09:50-10:15 发言：高通量测序技术在出生缺陷三级防控中的应

用  

嘉宾：徐晨明，遗传诊断实验室负责人，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 

10:15-10:40 发言：NGS 在感染病病原诊断中的应用 

嘉宾：徐晓刚，抗生素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王珺，创始人&CEO，杰毅生物 

10:40-11:00 发言：域势而来，以序泽生——NextSeq™ 

550Dx 新品介绍  

嘉宾：刘方芳，资深市场产品经理，因美纳 

11:00-12:00 访谈：科研为知，应用为行——因知应用高峰  

主持人：郭翊圣，因美纳临床市场副总监 

嘉宾：李庆，因美纳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 

郭凌川，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主任 

周晓燕，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分子病

理室负责人 

陈才夫，思路迪 CTO 

宋超，先声诊断市场总监 

3 月 13 日下午 14:00-17:00 

分子诊断—仪器领先 
策划人：童晓航&黄海华  
联合主办方：德诚资本 

14:00-14:20 1V1 对话：体外诊断产业升级—仪器市场的未

来空间  

嘉宾：童晓航，投资总监，德诚资本 

黄海华，投资副总裁，KIP 

14:20-15:00 访谈：从上游制造到下游应用，产品开发赋能

临床应用  

主持：童晓航  

嘉宾：范旭，董事&副总经理，圣湘生物 

李瑞强，创始人&CEO，诺禾致源； 

林艺，管理合伙人，元生创投 

黄海华 

15:00-15:25 发言：小型化一体化全自动核酸提取 

嘉宾：赵怀，创始人，杭州遂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5:25-15:50 发言：分子检测自动化智能革命 行业步入快速

发展新时代  

嘉宾：张晗，总经理，成都瀚辰光翼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5:50-16:15 发言：肿瘤 NGS 液体活检技术的现状和未来 

嘉宾：陈才夫，CTO, 思路迪诊断 

16:15-16:40 发言：nanopore 三代测序技术在不明原因感

染检测中的应用 

嘉宾：陈书韵，研发中心纳米孔测序技术负责人，迪安诊断  

16:40-17:05 发言：全自动样本前处理 

嘉宾：Martin Pieprzyk，CEO，LevitasBio 

 



 

 

2021 第六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 EBC 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A 馆 A103-104 - AB 馆通票 

3 月 12 日下午 14:00-17:00 

抗体药物——助力抗体药物建立商业化布局 
策划人：徐佳熹  

联合主办方：兴业证券 
14:00-14:30 发言：药品集中采购发展的趋势 

嘉宾：章明，专家组组长，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

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 

14:30-14:50 发言：龙沙（Lonza）助力全球生物医药

企业加速商业化进展  

嘉宾：李剑峰，中国区总经理，龙沙（Lonza) 

2021 企业商业化战略方向 

14:50-15:20 对话 1：主题确认中 

嘉宾：臧敬五，创始人兼董事长，天境生物 

15:20-15:50 对话 2：构建创新药的大商业化概念   

嘉宾：张文杰，首席执行官&总裁，复宏汉霖 

胡其聪，合伙人 ，BCG 

15:50-16:50 嘉宾访谈：创新药商业化之路 

主持人：徐佳熹，董事总经理，兴业证券 

嘉宾：龚兆龙，董事长兼 CEO，思路迪医药 

童友之，CEO，开拓药业 

徐霆，CEO，康宁杰瑞 

李晓牧，营销部副总经理，君实生物 

3 月 13 日上午 09:00-12:00 

抗体药物——ADC 药物开发全流程 
策划人：刘军 

联合主办方：东曜药业 
09:00-09:10 致辞 

嘉宾：刘军，CEO，东曜药业 

09:10-09:30 发言：ADC 全球与国内趋势纵览  

嘉宾：赵慰, 咨询总监，IQVIA 

09:30-09:50 发言：Fulfilling the promise of ADCs  

嘉宾：赵柏腾，CEO，普方生物 

09:50-10:10 发言：ADC 药物 CMC 工艺开发及临床研究策略 

嘉宾：刘敏，首席医学官/副总经理，东曜药业有限公司  

10:10-10:30 发言：ADCs with site-specific conjugation of 

drug bundles for homogeneity and high DAR  

嘉宾：张子文，董事长/執行长，免疫功坊 

10:30-10:50 发言：ADC 药物的工艺技术及膜过滤解决方案  

嘉宾：解红艳，市场总监，科百特 

10:50-11:15 发言：ADC 药物定点偶联技术及成药性的研究  

嘉宾：韩念和，CEO，新理念 

11:15-11:40 发言：打造更加安全和有效的 ADC 

嘉宾：周清，创始人/CEO，诗健生物 

11:40-12:05 发言：ADC 类药物美国申报的法规策略  

嘉宾：Audrey Jia，董事总经理，DataRevive 

3 月 13 日下午 14:00-17:00 

抗体药物—加速抗体药物优化战略性开发 
策划人：顾继杰 

联合主办方：药明生物 
14:00-14:30 发言：卓越生物技术平台 赋能加速全球创新  

嘉宾：顾继杰，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官，药明生物 

14:30-15:00 发言：Innovation to Drive Discovery of 

Novel Therapeutics for the Treatment of Autoimmune 

Diseases  

嘉宾：Jochen Salfeld，VP Immunology and VP 

Virology,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AbbVie 

15:00-15:20 发言：灌流培养关键工艺控制 

嘉宾：肖洁琼，赛默飞生物工艺细胞培养产品全国技术支持

经理，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全球创新抗体药物最新进展发布 

15:20-15:45 发言：基于 4-1BB 的 T cell engager 的讨论  

嘉宾：郭炳诗，首席科学官，天境生物 

15:45-16:10 发言：R&D of antibody 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asthma and SLE 

嘉宾：陶维康，副总经理、研发中心 CEO，恒瑞医药 

16:10-16:35 发言：Next Generation T Cell Engaging 

Using gdT cells  

嘉宾：Paul Parren, EVP and Head of R&D, Lava 

Therapeutics. 

16:35-17:00 发言：Designing T-Cell Engagers With 

Better Therapeutic Windows  

嘉宾：Omid Vafa，CBO，TENEObio, Inc. 

 



 

 

2021 第六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 EBC 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A 馆 A101-102 - AB 馆通票 

3 月 12 日下午 14:00-17:00 

细胞治疗的创新性研发 

策划人：张金华 

联合主办方：驯鹿医疗 

14:00-14:30 发言：基因和细胞治疗产品监管科学研

究进展  

嘉宾：高凯，教授，上海大学 

14:30-15:00 发言：CAR-T 技术在血液瘤领域的临床

进展及未来趋势  

嘉宾：周剑峰，血液科主任，武汉同济医院 

15:00-15:20 发言：高效病毒包装 HEK293 细胞株筛

选和商业化授权 

嘉宾：潘洪辉,CEO,中山康天晟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5:20-15:50 1V1 对话：细胞治疗创新研发，迈向产

业化   

嘉宾：高凯，教授，上海大学 

邹勇，CMC，驯鹿医疗 

15:50-16:10 发言：TCR-T 治疗实体瘤进展  

嘉宾：李懿，总裁兼 CSO，香雪精准 

16:10-16:30 发言：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进展   

嘉宾：刘雅容，CEO 兼创始人，珠海沙砾生物 

16:30-16:50 发言：肿瘤微环境与实体瘤 CART 进展 

嘉宾：郑彪，CSO，驯鹿医疗 

3 月 13 日上午 09:00-12:00 

基因治疗—研发进展 

策划人：周国瑛 

联合主办方：亦诺微 

09:00-09:30 发言：基因治疗产品开发法规要求分析   

嘉宾：王刚，工业事务高级副总裁&首席质量官，君实生物 

09:30-10:00 发言：研发和临床进展——溶瘤病毒方向   

嘉宾：周国瑛，CEO&董事长，亦诺微医药   

10:00-10:30 发言：基因治疗产品从临床申报到商业化生产

的关键工艺和质量要素 

嘉宾：贾国栋，总经理，和元生物 

10:30-10:50 发言：病毒载体端到端工艺平台解决方案 

嘉宾：杨红艳，Fast Trak 负责人，Cytiva 大中华区 

10:50-11:20 发言：罕见病基因治疗领域进展   

嘉宾：叶国杰，首席科学官，杭州嘉因生物 

11:20-12:00 访谈：如何推进基因治疗在中国的产业化进程 

主持人：周国瑛，CEO&董事长，亦诺微医药   

嘉宾：贾国栋，总经理，和元生物 

叶国杰，首席科学官，杭州嘉因生物 

魏君，CEO，武汉睿健医药 

魏东，CEO，博雅辑因 

3 月 13 日下午 14:00-17:00 

细胞治疗——工艺质量 

策划人：李怡平&王亚君 

联合主办方：药明巨诺 

14:00-14:10 Opening 

嘉宾：李怡平，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药明巨诺 

14:10-15:10 访谈：细胞治疗产业化途径选择-建厂或 CDMO

合作  

主持：李怡平，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药明巨诺 

嘉宾：贺小宏，CEO, 南京北恒生物 

吴岚林，总经理，丹瑞中国 

张同存，董事长兼总经理, 武汉波睿达生物 

刘必佐，CEO，西比曼 

15:10-15:40 发言：国内外细胞治疗监管政策及发展趋势 

嘉宾：万涛，医学免疫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15:40-16:10 发言：基因编辑与细胞治疗：挑战与最新进展 

嘉宾：刘明耀，创始人&董事长，邦耀生物 

16:10-16:30 发言：流式细胞术在细胞治疗中的应用 

嘉宾：查希，高级应用专家，BD 

16:30-17:00 发言：CAR-T 细胞制备和质控标准化 

嘉宾：王亚君，质量负责人，药明巨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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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下午 14:00-17:00 

项目合作—走出去 引进来 
策划人：石斌 

联合主办方：SAPA-China 
14:00-14:30 发言：海内外项目合作/BD 行业现状  

嘉宾：李靖，创始人，药渡经纬 

14:30-15:20 嘉宾访谈：国际项目合作及商务运作中

需要注意的“坑”及解决方案  

主持：夏明德，董事长和 CEO，英诺湖医药 

嘉宾：袁斌，首席战略官，基石药业 

葛永彬，资深合伙人，中伦律师事务所 

边峰，新兴科学与创新合作负责人（中国），

Pfizer ES&I 

15:20-15:40 发言：双循环背景下，助力企业打通

“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投资发展新模式  

嘉宾：张峰，主任，长三角境外投资促进中心  

15:40-16:00 发言：中国创新医药企业创新商业模

式：外部合作+自建  

嘉宾：袁斌，首席战略官，基石药业 

16:00-16:20 对话 

嘉宾：石斌，SAPA-China 理事；SAPA-GP 前会长； 

姜非，董事总经理，洪泰基金 

16:20-16:40 发言：创新合作——助力改善生命健康 

嘉宾：张巍怡，外部创新合作中心负责人，勃林格殷

格翰中国 

16:40-17:00 发言：合作与创新：中国新一代生物医

药生态系统的催化剂  

嘉宾：沈宏，负责人，罗氏上海创新中心 

3 月 13 日上午 09:00-12:00 

人工智能和计算医学-临床研究视角 
策划人：郭彤 

联合主办方：宝石花医药科技 
09:00-09:10 开场致辞  

嘉宾：郭彤，总裁，宝石花医药科技 

09:10-09:35 发言：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大数据解读  

嘉宾：姜勇，大数据中心主任，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 

09:35-10:00 发言：基于计算医学的药物研发与应用的定位

系统  

嘉宾：张春明，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10:00-10:20 发言：AI 技术在精准肿瘤学中的应用探索  

嘉宾：全雪萍，高级副总裁、首席信息官，上海桐树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10:20-10:45 发言：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架构  

嘉宾：赵永杰，副总裁，联仁健康医疗大数据  

10:45-11:10 发言：探索信息化创新模式 - 电子知情同意与

补助电子支付  

嘉宾：卢鸣，执行总监，腾盛博药 

11:10-12:00 嘉宾访谈 

主持：郭彤，总裁，宝石花医药科技 

嘉宾：张春明，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赵永杰，副总裁，联仁健康医疗大数据 

卢鸣，执行总监，腾盛博药 

3 月 13 日下午 14:00-17:00 

新药研发中的转化策略 
策划人：闻丹忆 

联合主办方：立迪生物 
14:00-14:30 发言：难治性肿瘤后线个体化精准治疗探索  

嘉宾：王海涛，肿瘤科/放疗科主任，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4:30-15:00 发言：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探索  

嘉宾：苏春霞，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肺科医院  

15:00-15:30 发言：功能性检测在新药研发中的转化应用  

嘉宾：杨峥，执行总监，上海立迪生物  

15:30-15:50 发言：新药研发伴随诊断策略 

嘉宾：黎彦辰，药企合作部门高级总监，泛生子基因 

15:50-16:20 发言：小分子 大影响-打造基于合成致死理论的

抗癌新药研发平台  

嘉宾：田野，CSO，瑛派药业 

16:20-17:00 嘉宾访谈  

主持：闻丹忆，董事长，立迪生物 

嘉宾：王海涛，肿瘤科/放疗科主任，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苏春霞，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肺科医院 

杨峥，执行总监，上海立迪生物 

黎彦辰，药企合作部门高级总监，泛生子基因 

田野，CSO，瑛派药业 

 



 

 

2021 第六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 EBC 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A 馆 A106 - AB 馆通票 

3 月 12 日下午 14:00-17:00 

实体瘤免疫治疗领域—研究进展发布 
策划人：周彩存 

14:00-14:30 发言：肺癌免疫治疗临床及转化

研究进展发布  

嘉宾：周彩存，肿瘤科主任，同济大学附属上

海市肺科医院 

14:30-15:00 发言：头颈部肿瘤免疫治疗的前

沿进展 

嘉宾：郭晔，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15:00-15:30 发言：免疫肿瘤药物在上消化道

肿瘤一线治疗中的突破 

嘉宾：束永前，江苏省人民医院 

15:30-15:50 发言：用动物模型来研究免疫检

查点抑制剂的治疗机理 

嘉宾：李其翔，CSO，中美冠科 

15:50-16:20 发言：结直肠癌领域最新研究成

果分享 

嘉宾：陶敏，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20-16:50 发言：肿瘤免疫治疗的临床转化

研究 

嘉宾：徐伟,博士/副总裁, 信达生物制药 

3 月 13 日上午 09:00-12:00 

血液瘤领域—研究进展发布  
策划人：周剑峰&范晓虎 
联合主办方：中国抗癌协会 

09:00-09:10 致辞  

嘉宾：周剑峰，血液科主任，武汉同济医院 

09:10-09:15 发言：CAR-T 细胞治疗领域首个受益人  

嘉宾：Emily    

09:15-09:30 发言：以患者为中心的新药研发策略 

嘉宾：顾洪飞，淋巴瘤之家创始人 

企业临床研究数据发布 

09:30-09:50 发言：靶向 BCMA 免疫治疗的临床进展与国

际竞争  

嘉宾：范晓虎，CSO&联合创始人，南京传奇生物 

09:50-10:10 发言：CD19-CD22 双靶点 CAR-T 的临床进

展 嘉宾：汪文，CMO，驯鹿医疗 

10:10-10:30 发言：免疫细胞治疗血液瘤的特点及解决方

案 

嘉宾：何骁男，Bio-Techne 现场应用专家，安迪生物 

10:30-10:50 发言：B 细胞淋巴瘤的创新细胞治疗的基础

和转化研究  

嘉宾：钱文斌，血液内科主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10:50-11:10 发言：多参数流式细胞术的应用进展与未来

发展  

嘉宾：王卉，检验科副主任，陆道培医疗集团 

11:10-11:30 发言：CART 结构优化 

嘉宾：张昂，博士，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 

3 月 13 日下午 14:00-17:00 

投资论坛——未来已来 
策划人：梁锦 

联合主办方：中金公司 
14:00-14:05 开场致辞  

嘉宾：梁锦，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医药医疗组负责人，中金公司 

14:05-14:20 发言：2020 年生物制药领域的投融资回顾和细分赛道分析

展望  

嘉宾：张骁，董事总经理，易凯资本 

14:20-14:35 发言：生物制药公司上市发行现状和趋势分析 

嘉宾：辛俯嵩，资本市场部执行总经理，中金公司 

14:35-15:20 访谈：下一个十年，资本市场如何助力中国生物药企创新 

主持：龚丽，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 

嘉宾：张韦弦，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医疗医药组负责人，中金公司 

李鑫磊，CFO，复宏汉霖 

邵辉，CEO，依生生物 

王玥月，合伙人，天超资本 

邢丞，创始人、管理合伙人，夏尔巴资本 

项目路演 

15:20-15:35 项目一：上海华奥泰生物创新药研发进展和布局  

嘉宾：朱向阳，总经理，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35-15:50 项目二：顿慧医疗  

嘉宾：周闻，CFO，顿慧医疗 

15:50-16:05 项目三：勤浩医疗  

嘉宾：王奎峰，董事长兼 CEO，勤浩医疗 

16:05-16:20 项目四：诺未科技  

嘉宾：齐海龙，CTO，诺未科技 

16:20-16:35 项目五：亿康医疗  

嘉宾：陆思嘉，CEO，亿康医疗 

 



 

 

2021 第六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 EBC 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A 馆 A107 - AB 馆通票 

3 月 13 日上午 09:00-12:00 

怡安翰威特人力资源专题会 
09:00-10:15 发言：中国诊断及医疗器械市场人才市场特点，市场薪酬趋势和付薪特点，领先第三方诊断公司管理实践   

嘉宾：吕筱，医疗健康行业市场调研负责人，怡安翰威特 

10:15-10:30 提问与交流 

10:30-11:45 发言：中国生物医药市场人才市场特点，市场薪酬趋势和付薪特点，领先生物医药公司管理实践领先生物医药公司管理实践   

嘉宾：应瑛，大健康行业咨询总监，怡安翰威特 

11:45-12:00 提问与交流 

2021 第六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 EBC 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A 馆 A107（特邀） 

3 月 12 日下午 15:00-17:00 

精准医疗闭门会——规范和标准（特邀制） 
联合主办方：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学专委会 

14:30-14:40 开场致辞 嘉宾：姚树坤，原副院长，中日友好医院 

14:40-14:55 企业发言：精准检测助力新药研发模式讨论 嘉宾：邵阳，CEO，世和基因 

14:55-15:20 院长分享：各医院精准诊断的应用现状及临床进展 

15:20-15:50 话题讨论：1. 新技术，新靶点的开发；2. 精准检测费用及解决方案 

15:50-16:05 企业发言 嘉宾：曾祖运，销售副总裁，复宏汉霖 

16:05-16:30 院长分享：各医院精准用药的应用现状及临床进展 

16:30-17:00 话题讨论：1. 靶向药物的耐药及新药研发 2. 新药研发成本费用及相应解决方案 

姚树坤，原副院长，中日友好医院 

李为民，院长，华西医院 

焦军东，院长，哈医大二院 

匡  铭，常务副院长，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叶  丹，副院长，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向东，临床医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李  芹，副院长，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杨丽萍，药学部副主任，北京医院 

刘映霞，副院长，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林阳，药事部主任，北京安贞医院 

彭彬， CMO，岸迈生物 

申华琼，CEO，天境生物 

马连东，新药研究院院长，开拓药业 

曾祖运，销售副总裁，复宏汉霖 

黑永疆，CEO，誉衡生物 

邵阳 ，CEO，世和基因 

李瑞强，创始人&CEO，诺禾致源 

张之宏，CTO ，燃石医学 

沈伟强，CEO ，鼎晶 

邹鸿志，董事长，广州康立明生物 

牛新乐，合伙人，德同资本 

钱庭栀，合伙人，景旭创投 

严洪卫，VP，海普洛斯 

姜昕，CEO，中科基因 

郭彤，总裁，宝石花医药科技 

傅峰，董事总经理，光大控股 

温冬，创始人 董事长，顿慧医疗 

何晓文，联合创始人兼 CSO，上海原能细胞  

张佩琢，董事长，苏州吉玛基因 

刘娟，副总裁，中集冷云 

郑文莉，副总裁，技术总监，纳昂达 

王强 CEO 上海真固生物 

孟涛, , 董事长，西安时代基因 

张宇萍，总经理，凡迪基因  

张亚飞，总经理兼 CEO，迈杰转化医学 

 



 

 

2021 第六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 EBC 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诺富特酒店（特邀） 

3 月 11 日 下午 15:00-20:00 

生物药高层闭门会——加速创新药上市 
联合主办方：BioBAY | FDA 专家协会 | BIO100+ 

支持单位：上海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15:00-15:05 致欢迎词 

嘉宾：殷建国，副总裁，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5:05-15:15 FDA 专家协会致辞 

嘉宾：陈少羽，管理合伙人，美国安诺波特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15:15-15:25 BIO100+主席致辞 

嘉宾：龚兆龙，董事长兼 CEO，思路迪医药 

15:25-16:25 对话：中美申报的差异与应对策略  

嘉宾：魏晓雄，首席医学官，汉都医药 

高光 高级技术官 美国帕斯驻华办公室 

16:25-16:55 分享：创新药上市背后的审评故事  

嘉宾：徐增军 

16:55-17:55 嘉宾访谈：中国创新药企全球布局战略  

主持人：刘为民，合伙人，斯道资本  

嘉宾：龚兆龙，董事长兼 CEO，思路迪医药 

王刚,工业事务高级副总裁&首席质量官,君实生物 

魏晓雄，首席医学官，汉都医药 

18:00-20:00 晚宴&交流 

张连山，高级副总经理兼全球研发总

裁，恒瑞医药 

李晶，执行董事兼副总裁，迈博太科 

朱祯平，总裁兼首席科学官，三生国

健 

吴辰冰，CEO，岸迈 

童友之，CEO，开拓 

龚兆龙，董事长兼 CEO，思路迪 

刘建 ，首席执行官，百济神州生物岛

创新中心 

张哲如，总裁，天境生物 

吕强，董事长，劲方 

董欣，CEO，逻晟 

王鹏，高级副总裁，先声 

徐霆 ，CEO，康宁杰瑞 

景书谦，总经理，鸿运华宁 

李建强，CTO, 森朗 

阚子义、CTO /工艺生产质量负责人

/CMC 负责人，嘉和生物 

赵咏新，CEO，多禧生物 

吴幼玲，总裁，特瑞思 

秦刚，CEO，启德医药科技 

王结义，CEO，礼进生物 

苗振伟，CEO，英百瑞 

魏紫萍，CEO，百力司康 

李锋， CEO，天广实 

华烨，CEO，烨辉医药 

田文志，董事长兼总经理，宜明昂

科 

唐浩，副总经理，太平洋美诺克 

郑玉芬，总裁，约印医疗基金 

刘为民，合伙人，斯道资本 

王皓，CEO，上海丽坤 

吴岚林，总经理，丹瑞中国 

谷为岳，CEO，北京卡替医疗 

贾士东，CEO，慧渡医疗 

陈实富，CTO，海普洛斯 

张金华，创始人兼董事长,驯鹿医疗 

秦楠 ，CEO，上海锐翌生物 

梁萌萌，COO，赛福基因 

曹建军，COO，上海仁东医学 

杨林，CEO，博生吉 

俞磊， CEO，优卡迪 

谭毅，VP，齐鲁细胞 

何霆，CEO，艺妙神州 

张同存，CEO，波睿达 

杨焕凤，总裁，上海原能细胞 

孙艳 ，副总裁，上海细胞治疗 

李克俭，CEO，恒瑞源正 

孙平，SVP，北科生物 

朱瀛，合伙人，文周投资 

沈月雷，董事长兼 CEO，百奥赛

图 

李剑峰，中国区总经理，龙沙集

团 

余国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冠科美博 

陈建新，CEO，臻格生物 

王培栋，生命科学行业总经理，

施耐德 

张晓鸣，业务发展副总裁，PPC

佳生 

傅峰，董事总经理，光大控股 

郑金旺，高级副总裁，东富龙 

刘雅容，CEO 兼创始人，珠海沙

砾生物 

 

2021 第六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 EBC 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诺富特酒店（特邀） 

3 月 11 日下午 15:00-20:00 

生物药高层闭门会——加速创新药上市 
联合主办方：BioBAY | FDA 专家协会 | BIO100+ 

支持单位：上海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15:00-15:05 致欢迎词 嘉宾：殷建国，副总裁，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5:05-15:15 FDA 专家协会致辞 嘉宾：陈少羽，管理合伙人，美国安诺波特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15:15-15:25 BIO100+主席致辞 嘉宾：龚兆龙，董事长兼 CEO，思路迪医药 
15:25-16:25 对话：中美申报的差异与应对策略  
嘉宾：魏晓雄，首席医学官，汉都医药；高光 高级技术官 美国帕斯驻华办公室 
16:25-16:55 分享：创新药上市背后的审评故事 嘉宾：徐增军 
16:55-17:55 嘉宾访谈：中国创新药企全球布局战略 主持人：刘为民，合伙人，斯道资本  
嘉宾：龚兆龙，董事长兼 CEO，思路迪医药；王刚,工业事务高级副总裁&首席质量官,君实生物 
魏晓雄，首席医学官，汉都医药 
18:00-20:00 晚宴&交流 

3 月 12 日晚间 20:00-22:00 

商业保险闭门会 
联合主办方：IQVIA 

（巴黎厅） 
20:00-20:05 开场致辞 
嘉宾：邵文斌，IQVIA 副总裁/大中华区商务解决方案总经理 
20:05-20:35 发言：深化医改——社会医保与商业医保的协调发展  
嘉宾：金春林，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35-20:50 发言：中国健康险市场回顾和创新支付策略介绍  
嘉宾：柴研，IQVIA 总监 
20:50-21:05 发言：创新治疗支付——商保视角  
嘉宾：范素霞，太平洋保险健康养老中心产品开发部总经理 
21:05-21:20 发言：中国地方补充保险研究和典型普惠保模式介绍  
嘉宾：邵洪吉，保交所-中保科联总经理助理 
21:20-22:05 讨论：创新定制化保险概念思考和讨论 
22:05-22:20 会议总结 
嘉宾：邵文斌，IQVIA 副总裁/大中华区商务解决方案总经理 

出席嘉宾： 

赵群 ，合伙人，元禾原点 
徐元元，CEO，克睿基因 
张江立，CEO，鹍远基因 
陈志怡，广义市场准入副总裁，基石药业 
李晓牧，营销部副总经理，君实生物 
王旭红，首席商务官，启德医药  
黄海 ，CEO，复星凯特 
傅峰，董事总经理，光大控股 
李怡平，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药明巨诺 
周岚，市场准入副总裁，天境生物 
李子涵，SVP，华金创新投资 
龚兆龙，董事长兼 CEO，思路迪医药 
李佳，董事总经理，朗盛投资 
范晓虎，CSO&联合创始人，南京传奇生物 
周国瑛，CEO&董事长，亦诺微医药 
英伟文，创始人&CEO，珃诺生物  
李懿，总裁兼 CSO，香雪精准 

张连山，高级副总经理兼全球研发总
裁，恒瑞医药 
李晶，执行董事兼副总裁，迈博太科 
朱祯平，总裁兼首席科学官，三生国
健 
吴辰冰，CEO，岸迈 
童友之，CEO，开拓 
刘建 ，首席执行官，百济神州生物岛
创新中心 
张哲如，总裁，天境生物 
吕强，董事长，劲方医药 
董欣，CEO，逻晟生物 
王鹏，高级副总裁，先声药业 
徐霆 ，CEO，康宁杰瑞 
景书谦，总经理，鸿运华宁 
李建强，CTO, 森朗 
阚子义、CTO /工艺生产质量负责人
/CMC 负责人，嘉和生物 
吴幼玲，总裁，特瑞思  
秦刚，CEO，启德医药科技 
王结义，CEO，礼进生物 
苗振伟，CEO，英百瑞 
魏紫萍，CEO，百力司康 
刘雅容，CEO 兼创始人，珠海沙砾
生物 

华烨，CEO，烨辉医药 
田文志，董事长兼总经理，宜
明昂科 
唐浩，副总经理，太平洋美诺
克 
郑玉芬，总裁，约印医疗基金 
刘为民，合伙人，斯道资本 
王皓，CEO，上海丽坤 
吴岚林，总经理，丹瑞中国 
谷为岳，CEO，北京卡替医疗 
贾士东，CEO，慧渡医疗 
陈实富，CTO，海普洛斯 
张金华，创始人兼董事长,驯鹿
医疗 
秦楠 ，CEO，上海锐翌生物 
梁萌萌，COO ，赛福基因 
曹建军，COO，上海仁东医学 
杨林，CEO，博生吉 
俞磊， CEO，优卡迪 
谭毅，VP，齐鲁细胞 
何霆，CEO，艺妙神州 
张同存，CEO，波睿达 
杨焕凤，总裁，上海原能细胞 
孙艳 ，副总裁，上海细胞治疗 
李克俭，CEO，恒瑞源正 

孙平，SVP，北科生物 
朱瀛，合伙人，文周投资 
沈月雷，董事长兼 CEO，百奥赛
图 
李剑峰，中国区总经理，龙沙集
团 
余国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冠科美博 
陈建新，CEO，臻格生物 
王培栋，生命科学行业总经理，
施耐德 
张晓鸣，业务发展副总裁，PPC
佳生 
傅峰，董事总经理，光大控股 
郑金旺，高级副总裁，东富龙 
贾茜，SVP，康诺亚 
刘雅容，CEO 兼创始人，珠海沙
砾生物 
高凯，教授，上海大学 
张亚飞，总经理兼 CEO，迈杰转
化医学 

3 月 12 日晚间 20:00-22:00 

投融资酒会   联合主办方：中金公司 
3 月 13 日午间 12:00-14:00 

投融资与合作午宴   联合主办方：天超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