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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行业成长，历经8年，BioCon如今已经成长为大分子药物领域影响力最为深刻的行业盛会标杆。

2021年4月22-23日，BioCon China 2021第八届国际生物药大会暨生物技术仪器设备与试剂展览会在上海宝

华万豪酒店圆满召开！7大细分论坛贯穿大分子创新药：研发、工艺、生产、申报全周期技术热点。170+行业

先锋，90余家优质展商，2000+各领域精英，聚产业合力，蓄技术待发，共赴一场饕餮盛宴！

- 贯穿创新、研发、工艺及生产全周期 -

抗体药物

重组蛋白

细胞因子药物

肿瘤免疫治疗

细胞免疫治疗

AAV基因治疗

基因编辑疗法

溶瘤病毒

核酸疫苗/药物

肿瘤疫苗

新冠疫苗

国际注册申报

国内IND/NDA

临床转化/试验设计

智能制造

市场准入

IP管理

投融资

展会概况

92家

赞助/展商数量

170位

重磅嘉宾

1850+人

参观人数

24家

行业媒体



峰云际会   群星闪耀

2021年4月21日晚，第八届国际生物药大会暨生物技术仪器设备与试剂展览会开幕晚宴在上海宝华万豪酒店盛

大启幕。本届大会由商图信息BIOMAP和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联合主办。150余位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在开

幕式“峰云际会”，畅谈生物药的当下与未来！

嘉宾致辞    美好展望

联合主办方代表：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秘书长 张宏翔先生

协办方代表：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郭新军先生

讲演嘉宾代表：

丽凡达生物CEO 彭育才先生

赞助商代表：

上海碧博生物医药工程有限公司业务发展副总裁 牟澄泓女士

大会主办方代表：

上海商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 李贝女士

特别鸣谢以下合作单位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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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Chinese Society of

Biotechnology

联合主办方

支持方

协办方



与会者分析

2000+生物药行业专业听众，聚产业合力，蓄技术待发

04

生物制药领域的

监管机构代表及

领袖企业代表

7%
科研院校生物制药

领域负责人

16%
生物制药公司的全球

生物领域研发、法规、

临床开发及质量负责人

43%

中小型生物公司的总

经理，研发、质量、

临床开发和工艺负责人

20%
其他（学生、

媒体等）

4%
生物制药领域的园区

代表及投资机构

10%

活动规模、内容深度收获行业盛赞

会议内容整体干货较多，收获

良多。

—— 罗欣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会议内容丰富，涵盖广泛，

感觉收益匪浅。

—— 上海罗氏制药

非常好，专业度很高，希望

保持。

—— SGS

整体运营良好，了解了很多行

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 上海恒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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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分析

观众群体
主要职能

范围

大分子
药物
早期发现

抗体/蛋白
结构研究
与质量分析

生物药
机理研究

生物药
企业
高管

生物分析
与研究

生物药
临床前
研究

生物药
临床研究

生物药
CMC
管理

生物
医药BD
负责人

临床医生
与药理
研究员

药政/
注册
负责人

生物药
生产/技
术/质控
负责人

生物药
上下游
工艺开发

参会目标

了解行业趋势，捕捉热点 32%

参加论坛/活动 36%

寻找新产品/新项目/新合作 25%

市场调研 22%

交流洽谈 44%

采购/订单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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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嘉宾阵容

BioCon 2021联结全球产学研医资源，17 余位海内外行业领袖奉上精彩纷呈的思想盛宴，围绕最新政策动向、产业

和技术发展方向等行业前瞻问题进行全面解读分析。

7大热点论坛聚焦生物药行业发展焦点话题，会议现场热度爆棚。

专场一：创新抗体/蛋白药物研发

Mark Chiu

邱远浩

拓创生物首席科学官

Paul Song

启德医药CSO
（online）

蔡秉娟

Bioelectronica
资深研究顾问
（online）

陈克兰

凡恩世研发总监

陈明久

博奥信生物技术
（南京）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总裁

黄贤明

百奥泰副总经理

姜南

杰克森实验室
中国区技术信息
科学家

琚存祥

集萃药康研发总监

赖寿鹏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共同
创始人、执行副总
裁兼首席运营官

李斌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
所副所长

李光辉

上海洛启生物医药
技术有限公司新药
研发总监

梁瑞安

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
司/公司创办人、董事
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刘东舟

华东医药首席科学
官、创新药全球研
发中心总经理

刘玲

礼来公司生物技术
发现研究团队首席
科学官（Online）

刘树民

康源久远创始人

吕明

杭州尚健生物创始人
兼CEO

马璟

上海临港集团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首席
顾问，NMPA药品
审评专家

屈向东

启愈生物创始人
兼CTO

谭永聪

三优生物医药
（上海）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田文志

宜明昂科创始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建飞

南京艾美斐生物
首席科学官

王延涛

上海迈邦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肖亮

苏州宜联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人&首席运营官

谢毅钊

基石药业首席科学官，
高级副总裁，研究及
早期临床开发负责人

绪方恒晖

第一三共中国开发
总经理

杨达志

上海睿智化学研究
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剑飞

开拓药业生物药
研发副总裁

张发明

杭州翰思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CEO

张峣

腾盛博药临床研究
副总裁

章美云

上海甫弘生物医药
Biologics 
Discovery执行总监

朱建伟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细胞工程与抗体药物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以姓名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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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嘉宾阵容

专场二：抗体/蛋白药物工艺开发与优化

专场三：细胞治疗药物开发与产业化

Michele 

Dougherty

前FDA审评主任，
生物制品，药学
(online)

程汉兴

岛津生物药行业
经理

赖寿鹏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共同
创始人、执行副总
裁兼首席运营官

李强

安源医药创始人、董事长

Eric Bishop

Cygnus研发副总裁
（online）

Fouad Atouf

美国药典生物部门
副总裁（online）

Karen Twu

和铂医药CMC
负责人

Lidan Ding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高级科学家

李新芳

烟台迈百瑞国际
生物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

梁少言

默克高级技术顾问

刘文超

上海美雅珂偶联
工艺研发总监

刘洵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永李

上海臻上医药
高级总监

潘晓

金斯瑞蓬勃生物
生物药开发副总监

秦民民

乐普生物高级
副总裁

冉兆祥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CMC管理部
高级副总裁

沈亮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市场技术
副总裁

汪泓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国家局治
疗类单抗质量控制
重点实验室博士

汪音爵

信达生物临床原液
生产总监

夏钢

浙江新码生物CSO

肖亮

苏州宜联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人&首席运营官

谢岳峻

豪森医药副总裁/
生物药研发中心
执行副总

于芳

信达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MSAT细胞培
养高级经理

张如亮

宜明昂科副总经理

范晓虎

南京传奇联合创始人
兼CSO

郑安惇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
药业分析方法开发
负责人

郑军洁

创胜集团细胞株开
发以及上游工艺开
发部门副总裁

Chelsea Qiong 

Xue

武田（美国）细胞
治疗分析开发负责
人（online）

曾汉献

赛默飞实验产品和
服务高级市场开发

程锦生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以姓名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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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嘉宾阵容

黄清竹

永泰生物副总裁，
产品研发和注册
申报

贾秀虹

南京传奇药物事务
部高级总监

李斌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
所副所长

李小双

恒瑞源正CMO

葛英姿

美天旎生物技术，
亚太临床事业发
展部策略总监

韩冰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何凤

上海恒润达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总监

黄启宽

熙宁生物中国区总经理

陆金华

星尘生物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首席科
学官

罗敏

广州百暨基因科技
有限公司CTO

朴顺福

宜明（北京）细胞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

尚小云

苏州茂行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陶铜静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

王灿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国家局治
疗类单抗质量控制
重点实验室博士

王亚君

药明巨诺质量负责
人、执行总监

齐菲菲

北京艺妙神州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CTO

姚毅

前美国FDA医疗
评审官

朱亚青

阿思科力(苏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工艺
工程总监 *以姓名首字母排序

专场四：基因治疗与溶瘤病毒开发

Sol Ruiz

EMA 生物制品工作组主席；

EMA CAT前沿治疗委员会

西班牙主席；西班牙药监局

生物药与前沿疗法负责人

（online）

蔡立刚

武汉博威德董事长
兼首席科学家

陈志正

上海碧博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副总裁

董文吉

中吉智药（南京）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
首席科学家

段威

赛多利斯斯泰帝（
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细胞和基因治疗工艺
平台专家

黄慧雅

北京合生基因科技
有限公司研发
副总裁

黄文林

广州达博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映辉

北京因美未来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

王智明

天士力创世杰(天津)
生物制药总经理

梁旻

上海锦斯生物创始人/
CEO

罗宇文

伯乐生命医学产品
公司市场部产品
经理

王立军

杭州嘉因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CTO

专场三：细胞治疗药物开发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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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嘉宾阵容

专场四：基因治疗与溶瘤病毒开发

专场五： 生物药商业化生产制造

韦厚良

和元生物工艺开发
副总监

向斌

和度生物创始人兼
CEO

肖溯

纽福斯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技术运营官

谢胜华

金斯瑞蓬勃生物GMP
病毒生产高级经理

许雁

武汉滨会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颜光美

中山大学药理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于道展

美国AAVnerGene
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online）

余力

四川安可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CEO，
前FDA 疫苗评审主管
（CMC)和高级评审官员

周向军

深圳源兴基因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长

*以姓名首字母排序

Scott M 

Wheelwright

百因诺首席运营官
COO

付艳

上海药品审评核查
中心审评员/检查员

贺颖

德祥科技资深
产品经理

黄玮

复宏汉霖高级副总裁
兼首席运营官

康云

信达生物生产副总裁

李波

思拓凡Cytiva亚太
区自动化应用经理

李景荣

基石药业高级副
总裁， 首席技术官

李壮林

荣昌生物制药副总裁、
总工程师

刘丁

齐鲁药业副总经理

刘建

百济神州生物岛
创新中心
首席执行官

倪华

迈威生物副总裁

戚波

亿一生物（前身健能隆）
中国总经理和首席运营官

苏建华

岸迈生物SVP&GM

王冠骅

科望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裁，
技术运营

王君

颇尔（中国）有限
公司首席科学家

吴媛婷

赛默飞一次性产品
技术支持

闫小军

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
全球药政事务负责人

许丹

三生制药集团
高级QA经理

谢皖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琦

上海碧博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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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嘉宾阵容

专场五： 生物药商业化生产制造

专场六：核酸疫苗与药物研发

专场七：生物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张均利

上海泽璟医药技术
有限公司/苏州泽璟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生物药执行裁

张平

赛诺菲工业事务部
中国区负责人

郑子荣

鼎康（武汉）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研发
与生产副总裁

周新华

嘉和生物创始人兼
总裁，北大、复旦
大学访问教授

*以姓名首字母排序

路希山

苏州艾博生物
疫苗总监

彭育才

丽凡达生物CEO

史力

怡道生物董事长

滕以刚

翌圣生物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魏民志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生物技术
总监

俞航

上海蓝鹊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 CEO

张爱华

斯微（上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战略官

赵孝斌

浙江海昶生物医药技术
有限公司总裁，前FDA
高级审评员

左从林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
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陈建文

阿斯利康全球新药
研发副总裁

陈之键

德昇济医药联合
创始人&CEO&
董事长

丁锦希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
生院常务副院长 

侯盛

上海张江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善联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教授

黄清竹

永泰生物副总经理

黄如方

蔻德罕见病中心
（CORD，原罕见
病发展中心）创始
人、主任

李宁

君实生物CEO

刘滨磊

武汉滨会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陆英明

纽福斯生物CEO

毛化

弗若斯特沙利文
合伙人兼董事
总经理

*以姓名首字母排序

聂磊

博锐生物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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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嘉宾阵容

专场七：生物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齐渊元

复星凯特首席运营官

秦续科

科望医药首席医学官

王立群

复星医药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

王璘

武田亚洲开发中心
负责人

王辛中

泰福资本风险合伙人

吴辰冰

岸迈生物CEO

吴琼

药明巨诺高级副
总裁兼首席商务官

吴振华

嘉因生物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

夏明德

美中-药协（SAPA）
董事（原总会会长），
英诺湖医药创始人/
董事长/CEO

夏小燕

波士顿咨询（BCG）
董事总经理，全球
合伙人

徐霆

康宁杰瑞创始人
兼CEO

杨建新

基石药业首席医学官

尹鹤群

齐鲁制药集团
副总裁兼创新药物
研究院院长

周新华

嘉和生物创始人
兼总裁

邹洁羽

礼来亚洲基金董事
总经理

邹晓明

亿腾景昂CEO

*以姓名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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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展商分析

92家展商同台亮相，集中展示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技术与服务。

参展商范围

检测/冷链/信息化/数据情报/医学翻译

等相关服务提供方

抗体/蛋白/细胞

等原料提供方

实验室仪器/耗材/装备提供方

生物工艺、制造及解决方案提供方

药物分析/临床前/临床CRO服务机构

动物模型技术服务企业

生物医药

CDMO企业

生物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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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展商分析

展区人头攒动，气氛火热，展商盛赞

满意度在8以上

下次参展可能性在8分以上

商务拓展在8分以上

 94.2%

 80.7%

 89.4%

非常好，学到很多东西。

—— 德祥科技

会议内容本身很好。

—— 赛多利斯

mRNA场很棒。

—— Cytiva

会议内容很充实也与时俱进，

希望继续保持。
—— 苏州赛分科技

感谢以下赞助/展商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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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宣传

25家媒体深度参与，记录BioCon的创新思索与实践探索，呈现生物药未来的“新”与“最”。

针对行业内的阅读习惯，专业、新闻性，提炼会议亮点；结合展商最新优质服务与行业热点，优化内容输出。

现场展商采访，深入交流展示其核心/最新产品, 持续研发更新值得期待

感谢以下媒体单位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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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精彩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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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企业列举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制药工艺专家

伯乐生命医学产品公司——市场部产品经理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市场主管

乐普生物——Scientist

宜明昂科——副总经理

北京维通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区域经理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纯化主管

烟台迈百瑞国际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负责人

康立明生物——高级研发工程师

北京艺妙神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科学家

金开瑞生物——市场主管

广州市金易策划传播中心有限公司——总监

信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科学技术细胞培养助理工程师

上海厚高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专员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公司——下游生产经理

上海臻上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罗欣药业（上海）有限公司——BD高级经理

百济神州——Director, Research Strategy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监

上海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BD 经理

宏成药业——VP

明慧医药

昭衍生物——市场

深圳高盛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杭州翰思生物——董事长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天康制药——项目经理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副研究员

嘉和生物与药业——人力资源经理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BD经理

中科新生命——工艺经理

上海邦越医药——市场

美天旎生物技术——产品经理

上海帛龙——专员

丽凡达生物——CEO

广州威溶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吸入研发平台负责人

山东邦恩泰生物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发

北京桑翌实验仪器研究所——销售经理

深圳科兴药业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

丹纳赫

杭州怀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翌圣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伯樂生命醫學有限公司——市場部經理

基科生物——技术总监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中试主管

苏州赛分——市场经理

康宁杰瑞——创始人兼CEO

礼进生物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细胞经理

金斯瑞蓬勃生物——商务拓展总监

上海美雅珂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Scientist

上海锦斯生物

上海大学——创始人/总经理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上海君实生物——研发

Merck Group——销售

嘉因生物——下游副总监

上海睿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艺斯高（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

岸迈生物——CMC高级副总裁

复宏汉霖——执行总监

上海崭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Cytiva——大客户经理

Gracell

安可康公司——CEO

上海星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深圳源兴基因技术有限公司——项目主管

传奇生物——PD负责人

Antylia——National Sales Manager,China

上海倍谙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键客户经理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总监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BIOMAP——COO

睿智医药——BD Manager

Cytiva——MM

睿智医药——副总裁

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细胞治疗部总监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推广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制药工艺专家

礼进生物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senior scientistⅠ

深圳高盛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

复宏汉霖——执行总监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内销售主管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市场助理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区生物药市场支持

武汉汇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Eminence——CEO

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BD经理

上海津曼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早期研发项目总监

正大天晴——生物生产总监

Henlius——细胞培养高级研究员

迈百瑞——总裁

武汉糖智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君盟——高级研究员

康龙化成——上游工艺经理

奥星衡迅——销售经理

浙江道尔生物——研发总监

亦康医药——商务经理

苏州贝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苏州英赛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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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企业列举

广州百暨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首席技术官

广州官洲科技有限公司——下游工艺培训师

来凯医药——生物总监

嘉和生物——创始人兼总裁

东曹（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北京因美未来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杭州九龄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复宏汉霖

金斯瑞蓬勃生物——产品经理

安必奇——研发

东曜药业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艾伟拓（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财新传媒——记者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经理

杰克森实验室——Associate General Manager

艾力特——销售部

金斯瑞——大区经理

苏州英赛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上海博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管

南京比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天康制药——主任

同济大学——博后

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仪器产品营销经理

君实生物——研发总监

拓创生物——首席科学官

广州辑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QC经理

上海东富龙医疗装备有限公司——东富龙医疗装备总经理

北京深势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战略总监

广州市艾贝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苏州百因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PhD

亿一医药——中国区总经理、COO

苏州缔码生物——CEO

武汉博威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临床事务部负责人

苏州捷美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Head of Business & 

Contracts China

金斯瑞——市场部

上海景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无锡智康弘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药理总监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监

PALL——marketing

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信立泰（成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培养工艺部经理

集萃药康——研发总监

兆丰华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北京生物医药科技中心——平台主任

东曜药业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上海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BD 副总

金斯瑞——研发经理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经理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国家局治疗类单抗重点实验室——业务主管

上海迈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康霖生物——研发

美天旎生物技术——全国大客户经理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深圳源兴基因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Sales Manager

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Senior Scientist

楚天源创生物技术(长沙)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药明生物技术——研发

苏州赛分科技

深圳普瑞金药业——销售经理

艾美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BD总监

翌圣生物——市场部总监

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Principal Scientist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QC经理

思拓凡Cytiva——亚太区自动化应用经理

艾博生物——疫苗研发总监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主管

南京汉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主管

闲谈Immunology——主编

YUCENEO——BD总监

朱雀基金——分析师

北京艺妙神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载体研发负责人

恒瑞——分析经理

思路迪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BD AD

上海中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

睿智医药——总经理

上海药明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体内生物主任

上海蓝鹊生物——CEO

斯微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

abcam——Sales

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

复宏汉霖——执行副总经理

杰克森实验室——Associate General Manager

岸迈生物——CEO

苏州百因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莱英——高级主管

上海荧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项目主管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赛默飞——一次性产品技术支持

睿智医药——总经理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生物药质量研究员

莎斯特（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艺斯高（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商务总监

湖南远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默克——战略和培训经理

广州辑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QC经理

TBCT——产品经理

上海荧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项目主管

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小分子研发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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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企业列举

Immupeutics——职员

上海倍谙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常州天地人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北京桑翌实验仪器研究所——销售经理

上海药明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联合赛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药学研究副总监

睿智医药——副总裁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BD经理

武汉糖智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德昇济医药（无锡）有限公司——经理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市场

上海交联药物研发有限公司——质量副经理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监

北京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赛多利斯——Strategic Marketing Manager

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Principle Scientist

韩国法罗斯疫苗株式会社——首代

Roche——HR

宜明（北京）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总监

上海碧博生物医药工程有限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Specialist

礼来亚洲基金——董事总经理

赛多利斯——Single Use Technology Profesional

innovent

翌圣生物——研发经理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MarCom  Specialist

广州市金易策划传播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监

上海联合赛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监

上海细胞治疗研究院——副院长

厦门致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开发经理

PALL——sales

Eminence——BD Director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锐欧森-RheoSense——工程师

上海倍谙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键客户经理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Senior Analytics Manager

睿智医药——marketing

杭州奕安济世生物药业有限公司——Exe. Director, FDP

星尘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Cytiva——sales

恒瑞医药——商务经理

上海齐鲁制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创新药物研究院抗感染研究部执行总监

山东天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EO

NES——首席顾问

恺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济煜医药——经理

复宏汉霖——员工

杭州皓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商务总监

礼进生物(苏州)制药有限公司——Senior Scientist I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默克——销售与业务开发副总监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工程技术部长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Head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监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应用工程师

复宏汉霖——高级经理

礼新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SD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礼新医药——VP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应用经理

无锡耐思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员工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监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Sr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北京唯源立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

泰州华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迪必尔生物——销售工程师

金斯瑞蓬勃生物——产品经理

无锡耐思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莎斯特——销售经理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Account Manager

杰克森实验室——Sales Account Manager-Commercial

贝朗新创（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售后服务经理

楚天源创生物技术(长沙)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泰福资本——风险合伙人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副所长

滨会生物——公司顾问

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细胞治疗科学家

Eminence——Corporate Communication Manager

宜明细胞——CEO

智翔（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顾俊

兆丰华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北京生物医药科技中心——研究院院长

创胜集团——细胞株开发以及上游工艺开发部门副总裁

信立泰（成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培养工艺部主管

宜明细胞——生产总监

上海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BD 副总

奥星公司——业务拓展经理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科智达——销售

无锡智康弘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主任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专员

沈阳三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生物研究员

广州官洲科技有限公司——设备运营主管

NMS意大利——大中华区首席商务官

海聚生物

Antylia——销售工程师

德昇济医药（无锡）有限公司——HR Head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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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新医药有限公司——研究员

上海腾瑞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安达生物——副总

广州市艾贝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区经理

开拓药业——生物药研发副总裁

荣昌——总监

宜明细胞——市场助理

阿思科力——高级研究员

康龙化成——上游工艺经理

深圳普瑞金——工艺开发工程师

翌圣生物——销售总监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Senior Manager Business & 

Contracts China

常州天地人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

亦康医药——商务经理

恺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关键客户经理——关键客户经理

上海市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执行总监

武汉汇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复宏汉霖——员工

睿智医药——高级市场主管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办仪器销售经理

赛默飞世尔——赛默飞实验产品和服务高级市场开发

礼进生物(苏州)制药有限公司——Scientist I

信达生物——临床原液生产总监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员

兆丰华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北京生物医药科技中心——项目负责人

睿智医药——总监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翌圣生物——产品经理

北京桑翌实验仪器研究所——销售经理

赛业（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BD总监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深圳复诺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项目总监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菌制剂技术总监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抗体及蛋白工程部 科学家

哈尔滨工大国际干细胞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复宏汉霖——高级总监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监

亿腾景昂——高级注册经理

Agela——销售经理

上海星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赛业（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助理

上海倍谙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复宏汉霖

上海东富龙——总经理

路明克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华东区业务经理

北京永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九龄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金斯瑞蓬勃生物——产品经理

迈博斯生物——Assistant Scientist, PCR

上海东富龙

上海达科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助理

楚天源创生物技术(长沙)有限公司——工程师

博奥信——生物创始人兼总裁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商务运营

上海甫弘生物医药有限公司——Biologics Discovery 执行总监

翌圣生物——产品经理

翌圣生物——工业部副总监

上海津曼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细胞培养副经理

南京汉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主管

北京先为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蛋白质研发经理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限公司——研发

金斯瑞——RSBU项目管理部

EOC Pharm——生物制药总监

恺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BD

武汉博威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

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BD经理

宁波市丰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斯瑞——市场部

英百瑞（杭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注册副总监

杭州养生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分析工程师

南京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注册总监

明慧医药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总监

广州领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立项调研经理

武汉汇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怡道生物——董事长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Product Manager

纽英伦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上海恒瑞——部长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主管

荣昌——经理

南京传奇——注册人员

武汉汇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上海甫弘生物医药有限公司——Biologics Discovery 执行总监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监

武汉瀚海新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滨会生物——董事长

锐欧森-RheoSense——工程师

山东博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质量控制经理

上海星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应用工程师

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组长

Biomissile——In vivo scientist

南京传奇——Sr. Director

长森药业——Scientist

鼎康（武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BD

上海药明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1

星德科包装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技术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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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瑞蓬勃生物——HRBP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装备中心总监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专员

天劢源和生物医院（上海）有限公司——工艺开发总监

恺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监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BD经理

杭州皓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宜明细胞——大客户经理

杭州奥盛仪器有限公司——销售

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华东大区经理

蔻德罕见病中心——创始人、主任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AlaMab Therapeutics, Inc.——President

赛业（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会展专员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思路迪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CMC Head

上海百利佳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理

CPE——董事

北京凯普顿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华东区运营总监

信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MSAT细胞培养高级经理

德昇济医药（无锡）有限公司——Senior Director,  Statistician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总监

亿腾景昂——CEO

默克——亚太新型服务负责人

睿智医药——执行总监

深圳高盛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

泽璟生物——生物药执行副总裁

北京桑翌实验仪器研究所——销售经理

金斯瑞蓬勃生物——商务拓展经理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产品经理

深圳科兴药业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abcam——Sales

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信息部副部长

上海东富龙——方案经理

Roche——高级客户专员

杭州九龄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宜明昂科——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杭州厚泽生物——总经理

上海动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innovent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恒瑞源正——首席医学官

杭州十棱

莎斯特——销售经理

迈威生物——副总裁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APAC

康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

北京先为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蛋白质科学总监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复宏汉霖——副总经理

启昇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CTO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管理

明慧医药

上海星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宜明细胞——市场销售总监

安源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东富龙

上海厚高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管

艾伟拓（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

岩唐生物科技（杭州）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亿一——高级经理

睿智医药——高级总监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Bio-Rad——销售

杭州养生堂——资深工程师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销售主管

复宏汉霖——高级经理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事务副总监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创胜集团——BD Director

启愈生物——创始人

广州市艾贝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

浙江新码生物——CSO

杭州皓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商务助理

赛多利斯——大客户经理

凯理斯医药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商务拓展副总监

昭衍新药——BD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师

高田生物——VP

华美——研发工程师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核酸中心总监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

杭州怀记

三生制药——QA经理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副主管

君实生物工程——生产负责人

礼来亚洲基金——董事总经理

东曹（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VP

斯微（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剂研究员

上海欧易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商务经理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

SCIEX——市场开发经理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主管

复宏汉霖——副总监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Head of Immunology

鼎康（武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BD

北京唯源立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

嘉和生物药业——CTO

南京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注册总监

南京传奇生物——联合创始人兼CSO

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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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nence——Sales Administration

YUCENEO——BD总监

上海荧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研发研究员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科学家

江苏普瑞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CEO

PharmSol GmbH——Director China, BD

东曹（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招商部执行员

默克——高级技术顾问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员

天士力创世杰——项目经理

罗欣药业（上海）有限公司——BD高级经理

传奇生物——生产负责人

厦门致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冻干工艺主管

广州威溶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医学部部长

百济神州——生物岛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高级项目总监

开拓药业——生物药研发副总裁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负责人

上海药明津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拓展经理I

基石药业——首席医学官

上海东富龙——方案经理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限公司——总监

PM Group——Process Engineer

上海达科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金斯瑞蓬勃生物——项目管理和药政注册部副总裁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药理毒理研究员

恺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BD

广东优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默克——工艺开发经理

杭州奕安济世生物药业有限公司——Mkt

药明巨诺——高级副总裁、首席商务官

翌圣生物——大区经理

北京华毅乐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OO（首席运营官）

艾伟拓（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天士力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药明生物——高级主任

复宏汉霖

科望医药——首席医学官

Leica——产品经理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家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物技术总监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监

蔻德罕见病中心——信息部项目官员

杭州奥盛仪器有限公司——销售

东曹（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无锡维邦工业设备成套技术有限公司——VP

北京深势科技有限公司——药物研发总监

英诺湖医药——创始人/董事长/CEO，美中-药协（SAPA）董事（原总会会长）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办销售业务员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菌制剂首席总经理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监

先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总监

丽凡达生物——经理

赛多利斯——Platform Development Specialist Cell & Gene Therapy

TBCT——应用科学家

phanes——VP

嘉和生物——创始人兼总裁

金斯瑞——高级产品经理

和记黄埔——执行总监

Merck Group——销售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维立志博——执行副总裁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部

嘉因生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北京立德泰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复宏汉霖

美药星（南京）制药有限公司——分析平台主管

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研究员

慕尼黑工业大学——研究员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商务经理

斯微（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剂研究员

Charles River | 维通利华——大客户经理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TSS

杭州厚泽生物——技术支持

杭州九龄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实习生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Product Management Specialist

Bio-Rad——销售

奥星衡迅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凡恩世——研发总监

南京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药品注册副主管

上海美雅珂——偶联工艺总监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物事业部总经理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商务经理

复宏汉霖——高级副总裁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工程技术总监

三生国健——高级QA经理

LSC——MDD

Taconic

信达生物制药——总裁办秘书

上海合全药物研发有限公司——研究员

纽福斯——高级公关经理兼CEO执行助理

罗欣药业——研发部经理

艾美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

信达生物——生产副总裁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关系主管

中吉智药（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OO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经理

泰林生物

上海厚高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030322

参会企业列举

四川安可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CEO

CMC审评员"

上海碧博生物医药工程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市场技术总监

金斯瑞——市场部

上海允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联合赛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研发质量副总监

上海甫弘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经理

蔻德罕见病中心——创始人、主任

锐欧森-RheoSense——总经理

安源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鼎康（武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BD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复宏汉霖

杭州九龄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上海恒瑞——主管

上海荧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研发主管

abcam——Scientist

睿智医药——Manager

三生制药集团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总监

江苏汉邦科技有限公司——大分子事业部

杭州奥盛仪器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莎斯特——亚太总裁

南京威尔药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迈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

百济神州——Research Investigator

腾盛博药——临床科研执行总监

丽凡达生物——经理

臻格——经理

苏州百因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斯特——高级销售经理

Merck——FM

第一三共制药（北京）有限公司——工厂长

安源医药——创始人、董事长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经理

Gator Bio——销售经理

苏州百因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基石药业（苏州）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APAC

苏州君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赛麦德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Project Manager

艾力特——技术部

翌圣生物——首席科学家

上海美雅珂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DIRECTOR

蓝鹊生物——COO

和度生物——创始人兼CEO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销售高级总监

南京盛禾——研发主管

宏成药业——下游工艺开发经理

深圳康源久远——COO

北京阅微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区域经理

南京江宁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投资经理

领星生物——高级商务拓展专员

BioBAY——企发部执行员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事务部负责人

光量资本——董事

复宏汉霖——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杭州奥盛仪器有限公司——销售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生物工艺中国区高级商务总监

苏州缔码生物——销售经理

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监

上海欧易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商务经理

基石药业——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

烟台大学——教师

金斯瑞蓬勃生物——线下运营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

复星凯特——首席运营官

合生基因——CEO

盛禾中国生物制药——执行总裁兼CSO

恒瑞医药——副总经理

selleck——研发主管

杭州九龄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赛多利斯——Event Management

阿思科力——研究院副院长

金斯瑞——高级产品经理

北京西美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和记黄埔——研发副总监

济煜医药——经理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QC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公司——项目主管

科济生物——注册总监

睿智医药——BD Manager

赛业（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BD总监

上海厚高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艾博生物——Scientist

美药星（南京）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广州市金易策划传播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亿欧——记者

礼进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Senior Scientist II

斯微（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剂研究员

abcam——BD

丽凡达生物——总监

博奥信生物技术（南京）有限公司——副总监

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免疫学新药发现负责人

上海赛比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免疫肿瘤研发副主管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用总监

影研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业务拓展高级经理

Bio-Rad——销售

启愈生物——创始人

康兴生物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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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明克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

上海博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北京西美杰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星德科包装技术（杭州）有限公司——项目管理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管理

默克中国创新中心——Associate Director

沈阳药科大学

江苏迈威康新药研发有限公司——主管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路明克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市场发展经理

礼进生物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Manager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药理部副总监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助理

上海细胞治疗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蓝鹊生物——CEO

深圳源兴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苏州捷美电子有限公司——大区销售经理

Beckman——产品经理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行业经理

北京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销售工程师

泽璟生物——生物研发高级经理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Gator Bio——研发经理

锐欧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昭衍生物——BD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BD总监

江苏汉邦科技有限公司——大分子事业部

北京西美杰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苏州缔码生物——CEO

影研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业务拓展总监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深圳普瑞金——BD经理

拓创生物——首席科学官

睿智医药——副总监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商务总监

博远资本——VP

纽英伦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杭州奥盛仪器有限公司——销售

常州天地人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斐特费尔玛医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复宏汉霖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公司——上游生产经理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美工

SCIEX

上海交联药物研发有限公司——注册经理

苏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高级中任

上海东富龙——销售经理

礼进生物医药（苏州）有限公司——senior principal scientist

普健生物（武汉）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运营副经理

嘉因生物——CTO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细胞工程与抗体药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厚高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高级销售经理

宜明昂科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新药研发经理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高级市场经理

上海邦越医药——运营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功能鉴定主管

MD——市场经理

上海齐鲁制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创新药物研究院免疫炎症研究部负责人

亿欧——主编

迪必尔生物——销售工程师

中吉智药（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职员

上海达科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无锡耐思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商务总监

维立志博——执行副总裁

南京汉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助理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科研

Bio-Rad——产品经理

路明克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现场应用专家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Sr TSS

凡恩世——研发总监

金斯瑞蓬勃生物——商务拓展经理

杭州德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

赛多利斯——Marcom Manager

Merck——FM

联生药（扬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中心 副总

PALL——sales

中山大学——教授

上海迈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复宏汉霖——员工

鼎康（武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BD

广州市艾贝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

路明克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商务经理

广州市艾贝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智翔（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QC

祐和医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CMC高级经理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

PM Group——Process Engineer

杭州九龄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中山大学——教授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市场

北京西美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正大天晴——副总裁

赛多利斯——FMT FAS

上海商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嘉华竞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上海星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任

创胜集团——B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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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蓝盾药业有限公司——VP

复宏汉霖

中吉智药

无锡耐思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烟台迈百瑞国际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副主管

上海药明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Sr.Director of Policy Shaping

纽福斯——联合创始人兼CTO

仁会生物——经理

苏州赛分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上海腾港资本——董事长/联合创始人

上海赛比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免疫肿瘤研发助理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美天旎生物技术——亚太临床事业发展部策略总监

Immupeutics——职员

金斯瑞蓬勃生物——商务拓展经理

上海臻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总监

河南赛诺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抗体中心主任

翌圣生物——大客户经理

广州威溶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工艺研发部副部长

君实生物——医学科学副经理

嘉晨西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临床前高级科学家

广州威溶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科学研究部主管

苏净安泰——区域经理

华兰基因——细胞株构建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

君实生物——研发经理

深圳复诺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Senior Manager, Business 

Development

北京安泰至远科技有限公司——CEO

熙宁生物——中国区总经理

YUCENEO——市场经理

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罗欣药业（上海）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高级总监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比邻星创投——副总监

康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副主任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杰克森实验室——Senior Director & Head Animal Care Operations

康霖生物——生产

中国生物器材网——总经理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外部创新合作经理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华中大区经理

杰克森实验室——Sales Account Manager-Commercial

Eminence——R&D Leader

杭州翰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金斯瑞蓬勃生物——欧亚商务拓展高级总监

莎斯特——高级销售经理

德昇济医药——联合创始人&CEO&董事长

复宏汉霖

常州天地人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苏州缔码生物——市场经理

君盟生物——研究员

星尘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工程师

南京诺艾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浙江海昶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前FDA——总裁高级审评员

鼎康（武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BD

沈阳药科大学

深圳高盛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主管

路明克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现场应用专家

赛多利斯——PDS

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BD总监

广州市金易策划传播中心有限公司——经理

和铂医药——CMC负责人

普健生物（武汉）科技有限公司——国际销售经理

江苏省生物技术协会——会员部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助理

中国抗体——创办人兼CEO

苏州赛分——品牌主管

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市场

PM Group——Process Engineer

恒瑞医药——副总经理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公司——项目主管

TBCT——BU Head

中国生物器材网——编辑

复宏汉霖

北京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赛多利斯——In-house Sales Rep

科智达——销售

昭衍新药——BD

Bio-Rad——产品经理

养生堂有限公司——研究所副所长

Cytiva——Account Manager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Sales Manager

上海欧易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商务经理

达博生物——董事长兼CEO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办销售工程师

Bio-Rad——销售

武汉枢密脑科学技术有限公司——主管

上海中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市场专员

辉瑞投资——注册经理

天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资金负责人

武汉汇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分析方法开发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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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霖集團

百因诺——首席运营官COO

德祥科技——资深产品经理

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监

楚天源创生物技术(长沙)有限公司——工程师

北京维通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和铂医药——Scientist

Cytiva——大中华区高级市场经理

第一三共——中国开发总经理

上海崭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恒瑞源正——首席医学官

浙江海昶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前FDA——总裁高级审评员

深圳源兴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博奥信生物技术（南京）有限公司——副总监

上海翎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

光武惠文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杭州厚泽生物——技术销售区域经理

翌圣生物——市场经理

阿思科力（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艺总监

金斯瑞——蛋白部

上海易慕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与生产运营总监

杭州九龄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恺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CEO

南京济群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杰科天津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副总裁

辉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道生物——董事长

DOW——APAC TM&L Lead

武汉枢密脑科学技术有限公司——主管

无锡维邦工业设备成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APAC

上海齐鲁制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创新药物研究院探索生物学研究部总监

联生药（扬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QA副工程师

迈威生物——Scientist

宁波市丰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MD——市场通讯主管

君盟——新靶点发现经理

嘉因生物——上游高级总监

上海碧博生物医药工程有限公司——BD高级经理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minence——Key Account Manager

康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杭州尚健生物——创始人兼CEO

北京维通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国际日报——记者

复宏汉霖——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恺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BD

深圳源兴基因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治疗类单抗质量控制重点实验室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市场主管

天演药业（苏州）有限公司——商务经理

浙江省微生物研究所——运营经理

滨会生物——董事长

勃林格殷格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外包服务管理负责人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究员

韩国法罗斯疫苗株式会社——首代

杭州厚泽生物——销售总监

金斯瑞蓬勃生物——资深项目经理

上海津曼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监

百奥泰生物制药——纯化

深圳普瑞金——副总

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药物部经理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苏州英赛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星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生信工程师

Cytiva——高级市场经理

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泽璟生物——生物药执行副总裁

上海碧博生物医药工程有限公司——VP, Business Development

迈威生物——高级研发总监

上海斯微生物——CEO英文助理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上海厚高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北京西美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复宏汉霖——执行总监

济煜医药——体内生物主任

博瑞生物——研究院院长

北京西美杰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赛业（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研发组长

艺思高（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药明巨诺——质量负责人、执行总监

苏州宜联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

复宏汉霖——员工

睿智医药——项目经理

北京合生基因——新药研发部总监

金斯瑞蓬勃生物——项目管理和药政注册部副总裁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深势科技有限公司——药物研发总监

海尔施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副主任

苏州宜联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

赛麦德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Senior Project Manager

苏州赛分——销售总监

上海迈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康源久远——创始人

广东普罗凯融——CEO

创胜集团——细胞株开发以及上游工艺开发部门副总裁

默克——亚太区End-to-End生物工艺开发中心总监

上海齐鲁制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创新药物研究院肿瘤研究部副总监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经理

君实生物——研究员

上海市东方医院——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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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健生物（武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山东邦恩泰生物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发

YUCENEO——转化医学经理

GenSci——Director

美天旎生物技术——亚太临床事业发展部策略总监

中国药科大学——学生

乐普医疗——研发工程师

Eminence——CEO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化部总监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市场

米度（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BD经理

科智达——销售

广州威溶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总监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

上海交联药物研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杰克森实验室——TIS

博奥信——生物创始人兼总裁

Harbour

阿斯利康——全球新药研发副总裁

苏州捷美电子有限公司——销售员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资深研究员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

艾力特——技术部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纽福斯生物——CEO

深圳科兴药业有限公司——质量受权人

上海君实生物——研发

南京传奇——RA

复星凯特——首席运营官

Charles River | 维通利华——区域销售经理

苏州东曜药业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专员

和铂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制剂总监

深圳高盛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行政经理

斯微生物——首席战略官CSO

赛业（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BD Manager

金斯瑞蓬勃生物——GMP病毒生产高级经理

银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与质量部负责人

天士力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BD经理

维亚生物——生物部副总监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科学家

上海景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经理

武汉瀚海新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睿智医药——高级总监

广东优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限公司——总裁

奥星衡迅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部负责人

礼进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研发主管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Bio&Pharma Vertical Marketing 

Manager

上海洛启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杰克森实验室——Marketing Director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科研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Head of  Clinical Supply & 

Transfer

楹联健康基金——执行董事

江苏省生物技术协会——会员部

LSC——市场总监

翌圣生物——市场专员

爱尔兰投资发展局——投资官员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Head of Biopharma China

Bio-Rad——产品经理

上海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制剂经理

Gator Bio——应用经理

永泰生物——副总裁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肿瘤免疫平台负责人

YUCENEO——总经理

赛多利斯——Manager of PDS China

鼎康（武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BD

北京桑翌实验仪器研究所——大区经理

贝朗新创（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Bio-Rad——技术支持

Wuxi

莎斯特——产品经理

上海崭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成都思柏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商务总监

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罗欣药业（上海）有限公司——BD高级经理

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华东大区经理

上海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BD 经理

卫利国际科贸（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Tarining Manager

武汉汇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无锡耐思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东曹（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上海齐鲁制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创新药物研究院临床前药理部执行总监

Cytiva——市场经理

恺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Marketing Manager

北京艺妙神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TO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监

上海东富龙——销售助理

第一三共制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生产总部总经理

新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物部经理

科望生物医药科技——副总裁，技术运营

达博生物——董事长兼CEO

上海东富龙医疗装备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豪森医药——副总裁/生物药研发中心执行副总

斯微（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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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明生物——研发

嘉因生物——CTO

普健生物（武汉）科技有限公司——高级销售经理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经理

rheosense——工程师

中吉智药(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苏州茂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韩国法罗斯疫苗株式会社——职员

merck group——合作经理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研发经理

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Head of Technical R&D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市场主管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析经理

裕利医药——业务拓展经理

楚天源创生物技术(长沙)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康霖生物——QC

上海药明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Medical Marketing Associate Director

abcam——Manager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研究员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规划部部长

赛诺菲——中国区工业事务部负责人

默克中国创新中心——Innovation Manager

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BD总监

翌圣生物——产品经理

Charles River | 维通利华——市场专员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助理

深圳大学——助理研究员

天康制药（上海）有限公司——研发经理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QC

复旦大学

艾美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药物化学副总裁

北京阅微——销售

上海东富龙医疗装备有限公司——东富龙医疗装备副总经理

上海洛启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新药发现部经理

东曜药业有限公司——分析经理

杭州华得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副总

卫利国际科贸（上海）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武汉糖智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天康制药（上海）有限公司——研发经理

卫利国际科贸（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

迈博斯生物——Scientist, PCR

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细胞工程高级研究员

乐普生物——Scientist

上海达科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美药星（南京）制药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广州威溶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伴随诊断部部长

百奥泰生物制药——纯化

君实生物——CEO

莎斯特——销售经理

星尘生物——高级研发科学家

科睿唯安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药物信息编辑

科睿唯安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药物信息编辑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ELISA实验员

上海东富龙——销售经理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CMC高级经理

金斯瑞蓬勃生物——商务拓展总监

路明克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亚太区销售总监，特许技术部门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Senior  Integrated Solution 

Leader

上海中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研发专员

泰福资本——风险合伙人

怡道生物——mRNA平负责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技术员

Beigene——PI

华盖资本——执行总经理

苏州百因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博士

济煜医药——经理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用总监

上海优替济生生物——研发

深圳高盛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行政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究员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究员

博奥信生物技术（南京）有限公司——运营副总经理

天士力创世杰——总经理

迈百瑞——经理

迈百瑞——BD总监

创胜集团——Vice President, Global Regulatory Affairs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

金斯瑞蓬勃生物——生物药开发副总监

Immupeutics——职员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abcam——Senior Scientist

上海东富龙——销售助理

北京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艺斯高（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默克——销售与业务开发副总监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商务经理

Gator Bio——销售经理

BioMap——COO

中国生物器材网——编辑

Antylia——BDM

药企——研发专家

上海厚高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上海东富龙——销售经理

Leica——销售

proteinSimple——工程师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部经理

影研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业务拓展高级经理

星尘生物——研发科学家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湖南远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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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拓（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金斯瑞——抗体部

海石资本——投资总监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迈百瑞——市场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三生国健——研发QA高级经理

上海蓝鹊生物医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艾美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倍谙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礼进生物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scientist II

楚天源创生物技术(长沙)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康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艾力特——技术部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金斯瑞蓬勃生物——电子营销副经理

上海奥普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恺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CEO

鼎康（武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研发与生产副总裁

成都思柏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商务经理

和元生物——工艺开发副总监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总监

北京永泰生物——经理

迪必尔——销售工程师

科伦药业

丽凡达生物——CEO

北京深势科技有限公司——药物研发总监

岩唐生物科技（杭州）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项目经理

Gator Bio——市场主管

华兰基因——细胞株构建经理

Gator Bio——售后经理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辉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普瑞金——BD经理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视频剪辑师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Business Support

Charles River | 维通利华——区域销售经理

Immupeutics——职员

深圳源兴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分析测试百科网

TBCT——应用科学家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VP

深圳复诺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湖南远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财新传媒——主笔

北京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

上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副总裁

赛业生物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上海迈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艺研发科学家

丽凡达生物——总监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应用工程师

浙江海昶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总监

康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药明生物——高级主任

裕泰抗原——总经理

上海凡迪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药明康德——高级研究员

无锡维邦工业设备成套技术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济煜生物——杂交瘤主任

浙江健新原力制药有限公司——细胞治疗和病毒产品开发执行总监

广东普罗凯融——项目经理

君实生物——高级研究员

苏州京赛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杰克森实验室——中国区技术信息科学家

深圳高盛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

苏州百因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科学家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浙江华海药业——副总裁

BeiGene——Director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员

上海碧博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浙江海昶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影研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业务拓展总监

艾美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BD

厦门诺康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欣药业（上海）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高级总监

迈博斯生物——Asso. Director, TP

北京桑翌实验仪器研究所——销售经理

苏州茂行生物——研发总监

贝朗新创（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BD副总裁

Gator Bio——市场经理

BeiGene——Associate Director

东方证券

睿智医药——BD Manager

北京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员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上海中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乐普生物——Scientist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总监

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全球药政事务负责人

普健生物（武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Merck Group——市场

齐鲁制药——CSO助理

长森药业——VP

恺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监

豪森医药——副总裁/生物药研发中心执行副总

江苏中新医药有限公司——研究员

上海东富龙——销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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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皓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卫利国际科贸（上海）有限公司——医药部销售总监

君实生物——总监

德昇济医药——联合创始人&CEO&董事长

美天旎生物技术——客户经理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宜明细胞——市场专员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有限公司——采购专员

Cytiva——Customized Bioprocess Solutions China - Leader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蛋白部

赛多利斯——工程经理

江苏普瑞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恺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深圳高盛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

上海迈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Bio-Rad——产品经理

泰林生物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浙江泰林生物

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BD经理

Eminence——R&D Leader

迈百瑞——BD经理

亦康医药——商务经理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员

上海药明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部主任

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监

分析测试百科网——编辑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三生制药集团——EQD

翌圣生物——销售总监

南京江宁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投资经理

路明克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市场经理，流式细胞

罗友广——主任

杭州翰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宁波市丰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员

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副部长

康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研究员

杭州九龄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明慧医药（杭州）有限公司——抗体发现总监

鼎康（武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BD

上海厚高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Antylia——销售工程师

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试剂产品营销经理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专员

复星医药——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CMC高级经理

华东医药——首席科学官，创新药全球研发中心总经理

泰州亿腾景昂药业有限公司——制剂经理

四川卓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研发主管

迈威生物——副总裁

深圳科兴药业有限公司——质量受权人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赛多利斯斯泰帝（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细胞和基因治疗工艺平台专家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上海赛比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免疫肿瘤研发主管

上海市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GM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助理

上海倍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康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国家局治疗类单抗重点实验室

广州好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上海美雅珂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AD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部长

路明克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亚太区高级业务经理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上海厚高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高级销售经理

上海津曼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总监

苏州捷美电子有限公司——大区销售经理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国家局治疗类单抗重点实验室

上海迈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药明生基——技术负责人

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BD经理

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TRD team leader

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主管

上海美雅珂——偶联工艺总监

传奇生物——VP

金斯瑞蓬勃生物——产品经理

信达生物——临床原液生产总监

信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mst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生物实验室经理

Merck Group——销售

金斯瑞——抗体部

Gracell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员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上海祥耀生物——副总

贝朗新创（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代表

Bio-Rad——技术支持

Cytiva——sales

上海联合赛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新项目发展部副总监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高级市场经理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主管

abcam——AbGenius

美药星（南京）制药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管

美天旎生物技术——临床产品应用专员

上海斯微生物——合成研究员

财通证券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上海百利佳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理

abcam——Scientist

睿智医药——执行总监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治疗类单抗质量控制重点实验室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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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瑞蓬勃生物——资深项目经理

一村资本有限公司——经理

上海张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科望（苏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VicePresident

NES——Managing consultant

PE——Product Manager

颇尔（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美天旎生物技术——客户经理

赛业生物

和度生物——高级研究员

百奥泰——副总经理

泰林生物——市场部平面设计师

天士力创世杰——项目经理

恺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BD

科临达康医药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CEO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上游工艺总监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建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董事长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康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上海领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弗若斯特沙利文——合伙人

达科为——市场专员

金斯瑞——蛋白部副总监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Novo Nordisk——Senior Scientist

分析测试百科网——销售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美天旎生物技术——高级产品专员

上海临港集团——生物医药产业首席顾问

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南京汉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主管

信达生物制药——HRBP

广州官洲科技有限公司——培训师助理

美天旎生物技术——产品经理

锐欧森-RheoSense——总经理

杭州厚泽生物——技术支持

罗欣药业（上海）有限公司——BD高级经理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生物制药行业市场拓展

深圳源兴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兆丰华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北京生物医药科技中心——平台主任

胜辉资本——管理合伙人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主管

杭州翰思生物——董事长

Charles River | 维通利华——市场助理

Antylia——销售工程师

杰克森实验室——Sales Account Manager-Academic

罗欣药业（上海）有限公司——BD总监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美天旎生物技术——销售代表

诺和诺德——首席科学家

金斯瑞——PM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Specialist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东区销售经理

复宏汉霖

北京永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鼎康（武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细胞培养技转部副总

武田亚洲开发中心——负责人

罗欣药业（上海）有限公司——战略经理

abcam——BD

PharmSol GmbH——Director China,  BD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项目副总监

君实生物——高级总监

北京因美未来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Brilliance Pharmaceutical Ltd——BD manager

斯微（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QA总监

临床药理助理总监——临床药理学

LSC——市场经理

复星凯特——质量负责人

韩国法罗斯疫苗株式会社——manager

安可康公司——CFO

康宁杰瑞——创始人兼CEO

三生国健——项目经理

艾博生物医药

苏州开拓药业——生物药研究员

开拓药业有限公司——生物药研究员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监

abcam——MKT

贝朗新创（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应用副总裁

北京康弘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美天旎生物技术——市场专员

DataRevive USA LLC——General Manager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翌圣生物——工业部副总监

基石药业——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

昭衍生物——BD

南京汉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总监

苏州茂行生物——技术总监

上海恒润达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

Antylia——sales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深圳普瑞金——行政主管

上海东富龙——副总

中吉智药

Leica——市场主管

南京汉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杭州皓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商务总监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上海臻上

上海联合赛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研发质量副经理

苏州百因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桑翌实验仪器研究所——大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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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多利斯——细胞培养产品应用经理

睿智医药——资深总监

广东优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物控部经理

迈威生物——Scientist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经理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高级经理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Senior Sales Engineer

高毅资产

路明克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华东医药——首席科学官

创新药全球研发中心总经理"

美天旎生物技术——客户经理

济南悦为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齐鲁制药——副总经理，生物制药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高级经理

金斯瑞蓬勃生物——抗体药研发部资深经理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总监

礼进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研发经理

领星生物——Senior BD Specialist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北京西美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迈百瑞——BD经理

浙江米瑞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景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纯化经理

金斯瑞——PTII-RSBU

上海百利佳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发展副总监

杰克森实验室——Event Program Manager

赛多利斯——采购经理

杭州奕安济世生物药业有限公司——Mkt

传奇生物——VP

深圳源兴基因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迈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分析测试百科网——销售

上海东富龙——销售经理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策划经理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商务经理

北京西美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和铂医药——CMC负责人

百济神州——生物岛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

和度生物——高级研究员

杰克森实验室——General Manager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南京诺艾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药集团三维生物——总监

岸迈生物——CMC高级副总裁

北京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深圳普瑞金——产品经理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销售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监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博士后

睿智医药——BD Manager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武汉博威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究员

莎斯特——销售经理

杭州九龄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北京西美杰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美天旎生物技术——产品经理

荣昌生物——副总裁、总工程师

天演药业（苏州）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复宏汉霖——副总经理

辉大（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艺开发部经理

罗欣药业（上海）有限公司——战略经理

武汉博威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Senior Manager, Business 

Development

BeiGene——senior principal investigator

生之源——博士后

莎斯特——销售经理

Bio-Rad——技术支持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Beckman——销售

君盟——高级研究员

赛业（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北京合生基因——CEO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大分子质量研究员

前美国FDA——资深医疗评审官

苏州逻晟生物——senior scientists

宜明昂科——副总经理

苏州百因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博士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艾力特——市场部

上海倍谙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齐鲁制药——CSO

韩国法罗斯疫苗株式会社——manager

亿腾景昂——CEO

传奇生物——研发运营经理

深圳源兴基因技术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抗体制剂负责人

养生堂有限公司——上游生产经理

北京艺妙神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TO

甫康医药——Scientist

LSC——MDD

苏州赛分科技——纯化经理

宜明细胞——大客户经理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副总监

滨会生物——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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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研发总监

美国药典——科学事物副总监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研究员

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百奥泰生物制药——CMC管理部高级副总裁

上海星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应用工程师

北京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客户销售总监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市场

北京永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宜明昂科——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BD经理

广州威溶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部总监

赛诺菲——中国区工业事务部负责人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主管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主管

深圳普瑞金——BD经理

LSC——市场专员

宏成药业——总经理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宜明细胞——市场主管

中科新生命——研究员

上海药品审评核查中心——生物药品部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高级经理

深圳高盛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浙江省微生物研究所——技术总监

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总监

赛普生物——市场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行业经理

杭州尚健生物——创始人兼CEO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SCIEX——市场专员

米度生物——BD Manager

Bio-Rad——销售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部

江苏正大天晴——生产部经理

迪必尔生物——COO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Account Manager

北京西美杰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上海泰龙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艺斯高（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金斯瑞蓬勃生物——媒体专员

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

Antylia——Marcom

礼进生物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senior scientistⅠ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高级项目总监

艺斯高（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

中国生物器材网——编辑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岩唐生物科技（杭州）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项目经理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Account Manager

武汉博威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

君实生物工程——制剂高级总监

北京维通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VP

科临达康医药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GA/RA AVP

昭衍新药——BD

复宏汉霖

中国生物器材网——部门经理

东阳光——疫苗项目总监

宁波市丰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凡恩世——创始人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复宏汉霖——员工

复宏汉霖——执行总监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员

礼进生物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监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管理

中国生物器材网——编辑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科学家

深圳普瑞金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亿一医药——中国区总经理、COO

上海东富龙——方案经理

岸迈生物——CEO

毒理研究副总监——DMPK/毒理学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

上海和铂医药有限公司——科学家

上海迈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艾美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CSO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上海莱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办销售工程师

上海达科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代表

上海罗氏制药——高级分析员

YUCENEO——中心实验室总监

丹瑞生物——技术负责人

YUCENEO——产品经理

南京汉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经理

Eminence——Sr. Account Manager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售前技术经理

innovent

深圳普瑞金——工艺开发工程师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北京维通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区域主管

基石药业——首席科学官，高级副总裁，研究及早期临床开发负责人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

贝朗新创（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卫利国际科贸（上海）有限公司——总监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主管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杭州厚泽生物——总经理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KA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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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合睿恩医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工程师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QC

圣诺制药——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

和度生物——创始人兼CEO

SCIEX——销售主管

abcam——MKT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招商部高级执行员

浙江华海药业——副总裁

艾伟拓（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营销经理

广州威溶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永泰生物——副总裁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专员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经理

江苏集萃智能液晶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科望生物医药科技——副总裁，技术运营

杭州九龄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德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百奥泰——副总经理

上海纬特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制药/生物技术咨询顾问

YUCENEO——转化医学部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奥星衡迅——销售总监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上海镁时镁刻有限公司——华东区销售经理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商务总监

南京传奇生物——联合创始人兼CSO

上海兆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究员

康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武汉汇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广东普罗凯融——研发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助理

浙江新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研发经理

翌圣生物——市场主管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助理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亦康医药——商务经理

天演药业（苏州）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注册高级经理

岩唐生物科技（杭州）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上海赛比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免疫肿瘤研发副主管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监

艾博生物——战略

江苏普瑞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WITS——Consultant

上海碧博生物医药工程有限公司——VP, Business Development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秘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招商部经理

浙江道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EO

上海锦斯生物

上海大学——创始人/总经理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药明巨诺——经理

楚天源创生物技术(长沙)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四川安可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CEO

CMC审评员"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APAC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上海药明津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拓展经理II

北京维通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VP

s苏州微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员

上海泽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经理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药理主任

金斯瑞蓬勃生物——项目管理总监

上海厚高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

智享生物（苏州）有限公司——运营副总

广州官洲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工艺培训师

君实生物工程——总经理助理

艾伟拓艾伟拓（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普瑞金——产品经理

鼎康（武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研发高级经理

上海碧博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副总裁

艾伟拓（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营销经理

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技术副经理

上海中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产品专员

宁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苏州赛分——市场经理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BD总监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经理

abcam——BD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上海星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技术支持经理

上海合全药物研发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君盟——经理

BioBAY——企发部执行员

苏州捷美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有限公司——高级主管

上海斯微生物——分子研究员

深圳赛桥生物创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斯瑞——中国销售和技术支持部

上海中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sanhome——研发BD总监

英诺湖医药——创始人/董事长/CEO，美中-药协（SAPA）董事（原总会

会长）

宏成药业——VP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专员

翌圣生物——大客户总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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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关注，获取更多信息 详情咨询，欢迎添加图图

电话：+86 180 1793 9885 

邮箱：biocon@bmapglobal.com 

官网：www.bmapglobal.com/biocon20201

联系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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