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名称 职位 

abcam 大客户经理 

Ambrx CMC 负责人 

Astellas Pharma China Inc. President  

Astellas Pharma China Inc. Vice president，R&D 

Bayer Healthcare Alliance Manager 

Bayer Healthcare Co. Ltd. BD 

Charles River BD 经理 

Cytiva 首席科学家 

Ferring Pharmaceuticals APAC CSO 

LEO Pharma Head of R&D China 

MSD Project Manager 

Nippon Pharmaceuticals MD 

Novartis 临床开发顾问  

Novotech CRO 业务拓展副总监 

Pfizer China Search and Evaluation Lead 

Reistone BD 经理 

Reistone 注册经理 

Roche 经理 

Sanofi RA 经理 

艾比玛特生物医药 QA 主管 

安科生物 BD 

岸迈生物 制剂开发经理 

澳斯康 华东区总经理 

百奥赛图 业务拓展经理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副总监 

百济神州 研发科学家 

百济神州  BD 经理 

百济神州  质量部经理 

百力司康生物 BD 部门经理 

百泰生物 高级研究员 

拜耳 APAC 

拜耳医药 药政事物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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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船生物 细胞培养工艺开发部门经理 

葆元生物 CMC Director 

葆元生物 BD Director 

北海康成 副总经理 

北京安百胜生物 研发质量部部长 

北京安必奇生物 部门经理 

北京安必奇生物 项目经理 

北京伯汇生物 生物部执行总监 

北京伯汇生物 质量部部长 

北京诚志高科 研发总监 

北京健能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QC 产品经理 

北京启辰生生物 质控部主任 

双鹭药业 质量部经理 

双鹭药业 中试主管 

北京泰德制药 生物质量分析主管 

北京泰德制药 项目经理 

贝达药业 注册经理 

贝达药业 资深副总裁 SVP 

贝赛尔特 总经理 

本元正阳基因 BD 经理 

本元正阳基因 项目经理 

勃林格殷格翰 BI 外部创新中心经理 

博安生物 BD 经理 

博安生物 生物药分析主管 

博安生物 质量总监 

博奥森生物技术 副总经理 

博生吉医药科技 研发副总监 

步长制药 CSO 

步长制药 PM 经理 

晟济药业 制剂研究员 

创胜集团 研发总监 

创胜集团 总监 

创盛集团 副总监 

大有华夏生物 分析与质控高级总监 



大有华夏生物 临床前研发项目经理 

缔脉生物 Senior specialist 

东曜药业 项目副总监 

东曜药业 BD 经理 

东曜药业 国际注册经理 

凡恩世生物医药 副总监 

复旦张江 生物医药总监 

复宏汉霖 高级研究员 

复宏汉霖 副总监 

复星医药 BD 经理 

甘李药业 CMC 负责人 

甘李药业 高级经理   

甘李药业 高级研究员   

高诚生物 BD 副总监 

冠科美博 运营 VP 

广州誉衡生物 商务拓展经理 

国药集团 注册经理 

海正生物 研发经理 

海正药业 BD 经理 

杭州多禧 上游工艺开发经理 

杭州远大生物 副总经理（研发） 

皓阳生物 生产经理 

和铂医药 研发总监 

和铂医药 业务拓展经理 

和铂医药 抗体研发经理 

和记黄埔医药 副总监 

河北森朗生物 注册部专员 

河北森朗生物 注册主管 

恒瑞医药 高级项目经理 

恒瑞医药 研发副总监 

恒瑞医药 研发总监 

鸿运华宁生物医药 研究员 

沪亚生物 科学联络经理 

华奥泰生物 副总经理 



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 副总经理 

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 所长助理 

华北制药新药研究开发 项目经理 

华海药业 新产品业务管理部总监 

华海药业 注册专员 

华兰基因 QC 经理 

华兰基因 检测员 

华兰基因 销售代表 

华兰生物 经理 

怀越生物 注册经理 

辉诺生物 高级注册经理 

基石药业 工程师 

济民可信 注册经理 

济民可信集团研发中心 CSO  

嘉和生物 副总监 

嘉和生物 工程师 

嘉和生物 经理 

健能隆 质量部经理 

健顺生物 工艺开发经理 

健新原力 副总经理 

江苏豪森药业 注册经理 

江苏荃信生物 研究员 

金斯瑞生物科技 技术执行官 

京天成生物 商务拓展经理 

京天成生物 研发服务工程师 

景杰生物 主任 

军科华仞 BD 总监 

军科华仞 副经理 

军科正源 大分子生物分析总监 

君恒医药 CEO 

君实生物 高级副总监 

君实生物 高级研究员 

君实生物 课题组长 

君实生物 投资总监 



君实生物 上游开发经理 

卡替生物 临床经理 

凯莱英医药集团 BD 经理 

凯莱英医药集团 副主管 

康辰药业 药理毒理副总 

康方生物 研发经理 

康弘药业 研究员 

康弘药业 BD 经理 

康立泰药业 研发经理 

康立泰药业 质量总监 

康乃德生物 QA 主管 

康宁杰瑞 项目经理 

康诺亚 高级产品经理 

康众生物 制剂经理 

科伦博泰 生物制剂副部长 

科伦药业 生产工艺经理 

乐普生物 BD 

礼进生物 BD 总监 

礼来 Senior Director 

礼来 副总裁 

立迪生物 BD 总监 

丽珠医药 CMC 总监 

联宁生物 QA 经理 

龙瑞药业 技术专员 

罗氏 战略规划经理 

罗欣药业 注册经理 

绿叶制药 研究员 

迈百瑞 业务拓展总监 

迈博斯生物 研究员 

迈泰君奥生物 上游工艺部经理 

迈威生物 高级经理 

美迪西生物医药 研发总监 

默克 工程师 

默克 VP, Head of R&D China 



艾美斐生物 神经学科学家 

欧陆医药 总经理 

普方生物 研发部主任 

普瑞金生物药业 生产工艺 

普众发现 项目科学家 

齐鲁制药 QA 经理 

齐鲁制药 课题负责人 

齐鲁制药 实验室主任 

启德医药 研发副总监 

启德医药 生产副总监 

启德医药 研发总监 

强生 注册副总监 

强生制药 副总监 

人福医药 研发经理 

荣昌生物 qc 副经理 

荣昌生物 质量副总 

荣昌生物 研发主管 

瑞创生物 质控部经理 

瑞美德 研发经理 

润佳医药 研究员 

赛生药业 BD 经理 

赛生药业 VP,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Planning 

三箭生物 QA 经理 

三生国健 QA 经理 

三生国健 质量控制中心副总监 

三生国健 研发副总 

三生制药  研发经理 

三叶草生物制药 副总经理 

三元基因 项目负责人 

三元基因 注册总监 

沙砾生物 研究员 

山东新时代药业 质量工程师 

上海复星医药 BD 部副总经理 

上海交大 副研究员 



上海交联药物 副总经理 

上海交联药物 质量经理 

上海景泽生物 注册经理 

上海丽珠制药 研发经理 

上海罗氏研发 associate scientist 

上海齐鲁制药研发中心 细胞培养科学家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新药临床研究
中心 

研究者 

上海枢境生物 CMC 总监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 讲师 

上海细胞 高级研发员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 副总工程师 

上海药明生物 副高级研究员 

上海伊米诺康生物 CSO 

上海医药 质量总监 

上海医药 投资总监 

上海允英生物 质量主管 

上海兆维科技 BD 总监 

深圳龙瑞药业 BD 经理 

深圳赛乐敏生物科技 商务总监 

神州细胞 SMM 

神州细胞 BD 经理 

石药集团 高级项目经理 

舒泰神 蛋白纯化 

舒泰神 研究员 

舒泰神药业 副研究员 

思康睿奇 资深研究员 

思路迪医药 PM 

斯微生物 研发总监 

苏州华飞生物 制剂经理 

苏州康聚生物 研发技术经理 

苏州康聚生物 制剂经理 

苏州科伦 质量经理 

苏州亚宝药业 主管 



苏州众合 业务拓展副总监 

泰格医药 商务发展经理 

泰州迈博太科药业 BD 

天境生物 BD 经理 

天康制药 科研组长 

天士力 副总 

天士力 BD 经理 

天演药业 分析经理 

同润生物 Head of Project management 

维三生物 生产主管 

维亚生物 高级研究员 

维亚生物 制剂主任 

无锡生基 采购经理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课题负责人 

武汉友芝友 研发科学家 

武汉友芝友 副总经理 

武汉友芝友 总助  

先声药业 高级研究员 

先声药业 高级注册经理 

先声药业 抗体表征科研员 

先声药业 课题组长 

先声药业 BD 总监 

祥耀生物 研发经理 

新为医药 CTO 

信达生物 制剂研究员 

信达生物制药 研究员课题组长 

信念医药 研发经理 

星亢原 药物发现科学家 

兴盟生物 制剂研究员 

修正药业 研发副总 

轩竹生物 质量经理 

轩竹生物 研发经理 

雅培药品 外部创新与合作总监 

养生堂抗体中心 早期研发科学家 



药明合联 质量部主任 

药明康德 高级研究员 

药明康德 副总经理 

药明生物 CMC leader 

药明生物 研究员 

药明生物 QC 经理 

药明生物 制剂经理 

依科赛生物 高级研发科学家 

宜联生物 原料研发经理 

亿胜生物 研究员 

义翘神州 BD 经理 

易慧生物 研发总监 

英百瑞 注册副总监 

英诺湖医药 研发副总 

映恩生物 上游工程师 

优时 注册事务专员 

优时比制药 中国区 CMC 负责人 

优替济生 注册经理 

祐和医药 商务经理 

誉衡药业 项目经理 

云顶新耀 BD 经理 

再鼎医药 副总 

泽璟生物 生物研发制剂经理 

泽润生物 研究员 

张江生物 RA  

长春百克生物 抗体总监 

长春金赛药业 质量经理 

昭衍生物 研究员 

浙江大学智能创新药物研究院 项目主管 

浙江省肿瘤医院 医务科副科长 

浙江医药 生产副总监 

珍宝岛药业 项目管理经理 

正大天晴 研发副总监 

正大天晴药业 研究组长 



 

正大天晴药业 QC 经理 

正大天晴药业 研究员 

志道生物 蛋白质发现部 VP  

智翔医药 副总裁 

智翔医药 质量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 副研究员 

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 BD HEAD 

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 高级经理 

中源协和细胞 总经理助理 

重庆复创医药 临床前高级项目经理 

重庆智翔金泰 质量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