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名称 职位 

CESE2 总监 

CPAPE 委员 

Iasobio  RA AD 

pkubio 项目经理 

艾吉森净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经理 

保集产业 产业促进总经理 

北京大学 博士生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学生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本草八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M 

博济医药 商务总监 

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开发公司（属于管委会） 分析师 

承风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总监 

岛津 经理 

高济医疗 商务合作经历 

高济医疗 项目经理 

高特佳投资 执行合伙人 

高特佳投资 业务合伙人 

国药资本 执行董事 

国药资本 分析师 

汉佛莱医药顾问有限公司 pm 

杭州海尔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宏韧生物 区域总监 

华海药业 新产品业务管理部总监 

济民可信 注册经理 

嘉和 工程师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D 经理 

金赛药业 药化经理 

金雨茂物资本 投资总监 

君恒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CEO 

凯莱英 BD 

康朴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总监 

康朴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总监（中国） 

罗氏 Drug Safety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D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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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正大天晴 BD 

内蒙古普因药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宁波天亿弘方投资有限公司 招商经理 

宁波正力药品包装有限公司 海外营销总监 

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主任 

赛默飞 BD 

上海登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 

上海珐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P 

上海复容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处方前研究 

上海翰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药物研究员 

上海汇伦 注册 

上海汇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阑溪新材料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上海罗氏研发 associate scientist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BD 

上海耐利 销售经理 

上海派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健康行业销售总监 

上海盛罗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招商经理 

上海仕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上海枢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MC 总监 

上海枢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总监 

上海枢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晶型研究 

上海枢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 

上海微化商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亚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cientist 

上海药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运营 

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助理主任 

上海亿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上海益科德有限公司 暖通工程师 

上海璎黎药业有限公司 工艺分析高级研究员 

上海兆维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 BD 

上海臻皓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深圳奥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远邦医药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施利福包装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施利福包装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斯微生物 研究员 

苏州国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苏州国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 

泰州医药园区 招商局长 

天津凯诺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医学支持专员 



天津凯诺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医学支持专员 

天津凯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医学支持经理 

未来实验室学苑 客服总监 

未来实验室学苑 策划 

兴业证券 研究员 

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药物制剂研究员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招商健康 投资总监 

浙江恒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拓展经理 

浙江瑞博制药 客户经理 

浙江瑞博制药有限公司 BD 经理 

浙江瑞博制药有限公司 BD 经理 

浙江远力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中喜（浙江）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中喜投资 高级投资经理 

重庆复创医药研究有限 临床前高级项目经理 

Zeda Pharma(泽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恒敬生物 CFO 

立生医药（苏州）有限公司 董事长 

平安资本 MD 

齐济投资 投资总监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元达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aCas Sr. Account Consultant  

CAS 职员 

Eurofins QA 

Eurofins 欧陆医药 总经理 

GDCC RA 

Inktale Shanghai  Project Director  

安徽贝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国际注册主管 

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处 资深商务官员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生命科学与医药专业组 律师 

北京启辰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质控 

北京市君泽君（石家庄）律师事务所 主任 

德顺达医药咨询公司 中国注册事务负责人 

德顺达医药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广西梧州 经理 

广州百特医疗用品 项目经理 

国药集团 销售 

国药集团 经理 

杭州几度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专员 

杭州几度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专员 



杭州几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经理 

健顺生物 销售 

立迪生物 BD 

欧陆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普众发现 PM 

赛仕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行业总监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BD 部副总经理 

天祥域通 大客户维护 

修正药业 副总 

烟台东方神州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 

语镜翻译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昭衍生物 研究员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部总经理 

中国医药集团 市场高级主管 

中集冷云（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中集冷云（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华东区销售总监 

中集冷云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 

重庆复创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临床前项目管理 

Charles River BD 

henlius 高级研究员 

IQVIA Sr. Manager 

ISK CONSULTANT 

Yinke Capital INVESTMENT MANAGER 

大连达淇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 经理 

德筑咨询 总监 

杭州和正医药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 

皓阳生物 生产经理 

吉威思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marketing 

嘉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副总监 

默克 工程师 

上海锦毓贸易有限公司 供应链经理 

上海迈泰君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游工艺部经理 

上海清流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监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 讲师 

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副高级研究员 

上海允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主管 

无锡生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 

印康医疗 执行经理 

印康医疗 执行经理 

abcam 大客户经理 

abcam 技术支持 

Allergan TA 

Avery Dennison Avery Dennison 



AZ 采购 

Bicoll 经理 

BSC Shanghai 总经理/合伙人 

ByCatalysis BioTechnology Co Ltd CEO 

canan Tech and mkt mgr 

CEC 项目总监 

Cenova Capital 投资经理 

chiesi manager 

Classis Travel And Tour DIRECTOR 

Curon Biopharma BD Director 

Faubel  Marketing 

foundation therapy Coo 

GenomiCareBio BD manager 

GOMEZ GLOBAL LOGISTIC CONSULTANCY CEO/MANAGING DIRECTOR 

H2O MALL COLtd manager 

Hudson  Consultant  

IQVIA AM 

IQVIA 大中华区总监 

kangpu VP 

kwm counsel 

Nippon Pharmaceuticals Pvt LTD MD 

Novotech CRO 业务拓展副总监 

PharmaLegacy BD Manager 

PR Newswire  AE 

Precision NanoSystems 销售经理 

Precision Nanosystems 应用科学家 

sanofi ra cmc 

Shanghai Henlius Biotech, Inc Shanghai Henlius Biotech, Inc 

SINOVANT SM 

Sunresin New Materials Co. Ltd. Sales Manager 

Syngen Researcher 

Uhlmann Packaging Systems Product manager 

WinHealth Hongkong BD 

Wuhan University Ph.D 

WuXi AppTec Associate Director 

yunying medicine director of medicine department 

艾博抗（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大客户经理 

艾昆玮 注册专员 

爱必信（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爱必信（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安礼特（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安耐吉 产品经理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药政事物副总监 



拜凯（杭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诚志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 

北京第一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 医学情报官 

北京联东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招商经理 

北京先通国际 高级合成总监 

北京志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蛋白质发现部 VP  

北京志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rector 

北京志道生物有限公司 高级研究员 

本溪雷龙商贸有限公司 经理 

步长制药 PM 经理 

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副主任 

成都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化学服务部 主任 

聪明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商务关系部总监 

德瑾 总监 

第一财经 编辑 

第一三共 专员 

第一三共制药（上海）有限公司 CMC 总监 

东方证券 业务副总监 

东曜药业有限公司 项目副总监 

珐成制药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药师 

富士胶片和光（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 

冈兴（上海）贸易 经理 

广东莱佛士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广州海珠海之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国家人类基因研究中心干细胞实验室 医学科研博士助理 

海尔希 业务经理 

杭州和正医药有限公司 总监 

杭州弘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药品检查总监 

杭州泰诺希医药健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杭州桢孚投资 副总经理 

昊联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昊焱, 文轩 and 展鹏 458360086 

皓轩 Group 640916512 

皓元生物医药 战略发展部经理 

合亚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何海英 PSC 生物 

河南知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湖南绿洲植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 

华东理工大学 副教授 

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华西证券 研究员 

淮安市元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 

淮北海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辉诺生物医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高级注册经理 

江苏恩华和信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BD 专员 

江苏恩华药业 BD 经理 

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 招商局副局长 

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局长 

江苏悦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锦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 

君实 高级主管 

卡博金艾美斯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研发化学家 

卡博金艾美斯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经理 

卡博森斯化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凯惠睿智生物 资深总监 

凯杰咨询 负责人 

昆山拓可机械有限公司 实习科研人员 

礼蓝（上海）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TSMS Manager 

联东集团 招商总监 

联化科技 RA 

灵芝种植园 科技人员 

罗氏研发 分析 

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scientist 

迈威生物 高级经理 

美国剑桥同位素实验室 市场部 

魅力中国 主任 

民营企业 分公司经理 

纳索菲德（上海）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南京爱索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P 

南京氟源化工管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 

南京诺丹 经理 

内蒙古宜达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挪威雅赛利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商务运营支持经理（亚太） 

诺合 顾问 

平谦国际 招商经理 

普洛药业 海外事业部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BD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AD 

强生制药 副总监 

睿跃 director 

润盈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山东和兴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陕西崟和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 采购 

上海安领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宝藤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OD 

上海博芮健制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常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创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上海凡迈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研究员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质量负责人 

上海高准医药 总经理 

上海格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經理 

上海海飞龙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皓鸿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D 经理 

上海皓元医药 商务经理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coo 助理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COO 助理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 

上海合全研发药物 助理总监 

上海合全药业 组长 

上海合全药业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主任 

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qa 

上海汇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上海交联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研究员 

上海金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上海晶牛信息科技公司 顾问 

上海景彬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Analytical scientist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 

上海康利斯拓 总经理 

上海丽珠 注册 

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 研发 

上海仑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Head of RA 

上海仑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MC Director 

上海仑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规事务经理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上海美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药物制剂项目经理 

上海南和北享科技有限公司 顾问 



上海能普实业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沛欧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上海启点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石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上海仕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四叶制药 总经办 

上海腾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上海同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上海维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文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副高研究员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高研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高级研究员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副主任 

上海药明生物 研究员 

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研究员 1 

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助理主任 

上海药坦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制剂部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上海优拓 经理 

上海章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总监 

上海兆卫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经理 

上海照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医药研究员 

上海中医药大学 科研助理 

申万宏源研究所 分析师 

深圳市丽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浊安认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沈阳达善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石家庄智康弘仁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高级副主任 

石药 项目管理 

苏打山（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苏州特瑞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州欣影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涛生制药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天津创荣科技 总经理 

无锡诺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助理 

无锡诺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 

无锡亿泰金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 

武汉智化科技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顾问 

徐州佳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经理 

扬州大学 硕士研究生 

扬子江南京海陵 分析经理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司 分析研究员 



药明康德 项目主管 

药明康德 研究员 

药明生物 法规事务 

药明生物 组长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 执行总经理 

优时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CMC 

优时比制药 中国区 CMC 负责人 

源资科技 销售总监 

源资科技 售前 

源资科技 销售总监 

源资科技 售前 

源资科技 商务 

源资科技 验证 

源资科技 售前 

源资科技 验证 

雲南翰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founder、CKO 

长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部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浙江嘉驰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浙江越甲药业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商品运营 

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中信资本 医药投资研究员 

中央新影集团 采购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总监 

百剂博递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专员 

北京诺安百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专员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甘李药业 高级研究员 

甘李药业 CMC 负责人 

甘李药业 总监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广西新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总监 

合肥福楼商贸 董事 

华东理工大学 博士 

凯思凯迪（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临床试验主管 

欧陆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微生物组长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游技术转移工程师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质量官 

上海奥萝拉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经理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分析主管 

上海惠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QA 经理 

仙琚萃泽 分析总监 



BTM Medical Director 

shanghaitech student 

海金格医药 市场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经理 

泉心泉意（上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临床商务经理 

上海景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经理 

百赛 KA 

杭州火石创造有限公司 创新及数字化营销总监 

图翎生物 商务 

药狐 公关 

CST KA manager 

Xingtai Capital 分析师 

广东莱佛士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发展经理 

华西精准医学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博士后 

科笛生物 科学支持总监 

念速致新 创始人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拓展经理 

普众发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科学家 

上海普洛创智 常务副总 

上海翼和应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无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研究员 

cbx global sales and marketing director 

HUYA BIO BDM 

Monolith Management 投资团队 

爱康得苏州生物科技有限 销售经理 

百富投资 投资总监 

北京圣德祥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博莱科信谊 战略及业务发展经理 

道远资本 董事总经理 

点石资本 经理 

芳晟基金 VP 

复星领智 科学顾问 

广州帝奇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BD 

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研究总监 

哈药集团 BD 总监 

海优生物 CEO  

杭州远大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高级投资经理 

和黄 商务 

华海药业 BD 

华润金蟾药业 技术总监 

华润双鹤 BD 总监 

江苏东玄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PM 



江苏恒瑞 高级项目经理 

卡替生物 临床 

卡替生物 临床 

迈思睿 RA 

南京融药创汇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D Manager 

诺泰生物 BD 负责 

上海艾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经理 

上海华汇拓 组长 

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负责人 

上海阑溪新材料（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EO  

上海欧易生物 BDM 

上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 BD 经理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新药临床研究中心 研究者 

上海星亢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学家 

上海星亢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neoX） 助理研究员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研究员 

上海正晴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中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EO 

上海仲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合伙人 

深圳市健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CDMO) 

苏州康宁杰瑞 项目资深总监 

太仓市产业招商发展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部经理 

腾瑞制药 BD 负责人 

腾瑞制药 BD 助理 

为德科技 总经理 

星亢原 科学家 

雅创医药 VP 

亚马逊 aws 生命科学行业经理 

药明康德 项目经理 

易慧生物 研发总监 

浙江大学智能创新药物研究院 主管 

挚捷资本 投资总监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 副研究员 

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BD HEAD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 博士研究生 

中科院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人员 

中信医疗基金 投资经理 

淄博百极荣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Yinglan Capital VP 

北京春天医药 市场 

甫康药业 BD 总监 



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渠道经理 

六度智囊 VP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投资总监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泰州医药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招商局长 

源道医药 商务总监 

智银资本 项目总监 

中科拓苒 商务副总监 

coperion 
 

lnterket 天祥集团中国区 
 

爱科空气处理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安徽泽升科技有限公司 
 

百富（常州）健康医疗投资中心 
 

勃林格殷格翰 
 

鼎康生物 
 

合肥立方制药 
 

河北橡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火石创造 
 

霍尼韦尔 
 

嘉兴森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五越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卡博森斯化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凯诺医药 
 

凯西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鲲霆生物 
 

乐威医药 
 

联东 U 股 
 

明捷医药 
 

南京海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谱尼测试 
 

青云瑞晶生物科技 
 

山东威高集团药品包装制品公司 
 

上海奥普迪诗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博志研新药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济煜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捷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捷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兰杰柯有限公司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美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苏盈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卓麦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史达德（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苏博科能 
 

苏利制药 
 

苏州昊帆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盛德伟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优理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威智医药 
 

维亚生物科技 
 

未格净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武汉人福利康药业有限公司 
 

西威埃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西威埃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西威埃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 
 

药明康德控股子公司 
 

药明康德控股子公司 
 

药融圈 
 

意凡森医药 
 

浙江朗华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瑞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我武天然医药有限公司 
 

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中心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国药集团 投资发展部主管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总经理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法规事务专员 

3DMED PM 

Allergan MM 

Avantor Senior Application technical 

Eastman 创新经理 

hdb head 

HJ Capital partner 

honsea 技术经济 

iGroup BD 

kpfilms KAM 

NETDA Bioscience Park manager 

roche clinical scientist 

sgs manager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Shaper 



柏乔投资 研究主管 

北京创腾科技有限公司 大客户经理 

北京化工大学 老师 

北京凯石国际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北京质肽生物 RA 总监 

标新生物 董事长助理 

步长生物 BD 总监 

创瑞投资 投资经理 

创瑞投资 投资总监 

创腾科技 客户经理 

创响生物 注册经理 

东方投行 投资经理助理 

都创药业 助理总监 

费米善（丽水）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复宏汉霖 主管 

甘肃健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 

冠科美博 临床运营 VP 

汉能投资集团 副总裁 

杭州剂泰医药 研发负责人 

杭州领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 

河北海德生物科技公司 副总经理 

湖北天勤生物 经理 

华东理工大学 副教授 

江苏柯菲平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BD 总监 

军科正源 大分子生物分析总监 

昆山博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 

罗欣药业 研究员 

曼誉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 

瑞创生物 质控 

塞提曼（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 

三生国健 信息调研 

三生药业 bd 

上海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 招商运营高级经理 

上海朝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上海创诺医药（安礼特） 室主任 

上海创瑞投资 投资经理 

上海东睦医药科中心 创始人 

上海高准医药有限公司 分析 

上海罕道医药有限公司 分析助理总监 

上海杭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恒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 



上海华宝孔雀香精有限公司 大区经理 

上海健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上海键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上海捷铸 Project Manager 

上海朗华医药服务有限公司 主任 

上海朗华医药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上海露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专利工程师 

上海绿谷 制剂研发 

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上海普洛创智医药科技 研发人员 

上海普洛创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 

上海普洛创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 

上海溱孚科技有限公司 主管 

上海睿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上海生物芯片中心-芯超生物 销售主管 

上海同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合作部经理 

上海药物所 商务推广 

上海药物研究所 职工 

上海耀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智生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深创投 投资副总监 

石药集团 医学经理 

斯芬克司药物研发 Bd 

苏州美诺医药 商务副总监 

苏州美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D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研发制剂经理 

泰州疫苗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副部长 

天康 主任 

微医 商务经理 

维亚生物 高级研究员 

无锡赛弗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大区经理 

无锡赛弗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市场专员 

扬子江药业 市场经理 

药明 BD 

依科赛生物 高级研发科学家 

依科赛生物科技（太仓）有限公司 研发助理 

依科赛生物有限公司 总监 

英格尔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商务拓展经理 

英太利合智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优替济生 注册 

裕利医药 业务拓展经理 



湛江生能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浙江朗华医药服务有限公司 工艺分析 

浙江朗华制药 分析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南高科 招商总监 

奥鸿药业 总裁助理 

达晨财智 副总监 

沪亚生物医药科技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科学联络经理 

上海创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上海中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医药学院副院长 

天士力 经理 

浙江华海药业 欧洲原料药业务部 

杭州几度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 

上海汇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AWS SA 

Baxter Healthcare Senior R&D Manager 

CBX GLOBAL Sales Mgr 

fag 翻译 

foundation  therapy coo 

GEA Head 

hisun 经理 

imab pm 

IQVIA AE 

Novartis Technical Manager 

SCHOTT Global BDM 

sioc 副研 

sph 无 

XXX ED 

昂彪制药（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专员 

拜耳医药保健 经理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亚太区外部制造技术管理 

邦明资本 投资经理 

北京华卫互联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理 

北京利保益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经理 

博美力药用包装（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区销售经理 

菲特（中国）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甘肃健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D 

国药集团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海通资本 合伙人 

杭州良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和铂医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scientist 

恒姿化妆品科技（上海）中心 研发总监 



宏成药业 表征主管 

华东理工大学    

華海葯業 总監 

吉立亚（上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专员 

济煜医药 研发总监 

江苏恩华和信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副总裁 

江苏华阳制药南京研究院 经理 

江苏威凯尔 商务经理 

金普诺安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 

礼蓝（中国）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TSMS Manager 

丽彩药业 常务副院长 

罗欣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经理 

绿谷制药有限公司 科学家 1 

南京安杰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分析经理 

南京科默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经理 

尼普洛医药包装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课长 

诺泽流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区域销售 

如皋市天成化工有限公司 经理 

睿诺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QARA 总监 

萨恩生物 市场 

陕西丽彩药业 总监 

陕西丽彩药业 商务总监 

上海 制剂主管 

上海埃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上海葆琛商务咨询服务中心 总监 

上海财根糖业有限公司 监事 

上海迪赛诺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上海海和药物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上海海和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制剂经理 

上海海翔药业有限公司 制剂总监 

上海合全医药 组长 

上海合全医药有限公司 副主任级高级研究员 2 

上海宏成药业 研究员 

上海宏成药业有限公司 高级研究员 

上海宏成药业有限公司 分析经理 

上海环极工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鲸肽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项目主管 

上海钧易生物 销售经理 

上海柯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部总监 

上海科凡化学有限公司 员工 

上海兰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朗华医药 CMC 原料药工艺主任 



上海灵鹊生物 项目经理 

上海珞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 助理科学家 

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 制剂开发员 

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 科学家 1 

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产品线总监 

上海梅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策略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主任 

上海默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总监 

上海睿跃 副总监 

上海赛金生物医药 主管 

上海韶远试剂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上海神隆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总监 

上海数图 区域经理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剂研发 

上海亚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上海亚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分析总监 

上海岩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上海岩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猎头顾问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副研究员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 技术总监 

上海易凡森医药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商务经理 

上海意凡森医药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商务经理 

上海玉曜生物有限公司 合成经理 

上海长森药业有限公司 分析经理 

上海长森药业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 

上海中药创新研究中心 项目经理 

盛雄化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部经理 

盛雄化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州百迈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临床专员 

苏州科伦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经理 

苏州兴盟 分析经理 

苏州正永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州中诺 研发 

天康制药（上海）有限公司 科研组长 

维三生物 生产主管 

西氏医药 SA 

西氏医药包装（中国）有限公司 科学事务 

西氏医药包装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 

雅培药品 外部创新与合作总监 

扬子江药业集团 BD 高级经理 

药明康德 数据创新部副主任 

英百瑞（杭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副总监 



元娲智科 董事 

则正（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nager 

则正（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rector 

浙江海晟药业有限公司 生物药研发实验室主任 

浙江江北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浙江江北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浙江玺禾进出口 销售经理 

中国平安 投资经理 

中国平安 产业园投拓总监 

中国平安产业园 投资经理 

中南高科 招商总监 

中山万汉制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扬子江药业集团 BD 经理 

Apeloa PM 

BI 对外合作总监 

Bryan Garnier Managing Director 

CI Manager 

Cinkate CMC manager 

Connectus hr 

Coperion Manager 

Cullgen BD 总监 

Cytiva 首席科学家 

Fresenius Kabi SSPC 产品开发工程师 

geneatlas ra 

Gilead PROC 

Gilead Science, Inc Senior Associate 

Gilead Sciences Assoc Director 

Hshhe Hush’s no 

ipb 项目部副部长 

JNJ Senior Scientist 

megarobo spm 

Megarobo Director 

Merck manager 

Patheon Business Development Executive 

Poizon 产品经理 

Protheragen Inc. 商务拓展主管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Tstar Dir 

TT 工程师 

UBI Group 分析师 

UC Berkeley Research Scientist 

Uhlmann Product manager (China&Japan)  



Unichem china pvt. Ltd 运营助理 

ZTE corp 总监 

阿普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总监 

阿普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艾昆纬 客户经理 

爱科瑞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BD 

安立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安润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市场部副总经理 

昂彪只要（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主管 

昂彪制药（上海）有限公司 药政总监 

昂彪制药（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 

澳斯康 市场 

澳斯康生物 副总监 

保诺桑迪亚 项目经理 

保诺桑迪亚 高级总监 

保诺桑迪亚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研究员 

北京和桥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经理 

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采购 

北京明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望石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BD 副总监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倍而达 分析研发副总监 

博腾制药 项目经理 

步长制药 CSO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成都雅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 

淳厚基金 研究员 

大湾生物 BD 总监 

大湾生物 BD 经理 

点石资本 合伙人 

点石资本 投资经理 

鼎好 总经理 

东富龙 投资总监 

东莞太力生物 业务拓展经理 

东莞太力生物 董事会秘书 

东莞太力生物 业务拓展经理 

都创（上海）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部经理 

杜邦 业务开发经理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方达医药 商务经理 

费米善(丽水)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福清信德康中医药学研究服务部 总经理 

复旦大学 教授 



富达 分析师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管 

高博医疗集团 BD 总监 

高博医疗集团 BD manager  

高博医疗集团 BD 经理 

高博医疗集团 首席商务官 

高诚生物 BD 副总监 

广东莱佛士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广东莱佛士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BD 

广东莱佛士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广州白云山化学制药厂 董事长 

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高级总监 

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商务主管 

广州嘉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Director 

海南海灵 专员 

汉鼎生物技术研究院(厦门)有限公司 院长 

汉瑞药业（荆门）有限公司 BD 经理 

翰颐资本 合伙人 

杭州百诚医药 总经理助理 

杭州畅溪制药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杭州泛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杭州皓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D Director 

杭州和达高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杭州煌龙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杭州慧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杭州凯名庞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杭州民生药业 bd 

杭州卫本药业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皓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 

禾大 市场 

合肥福楼商贸 董事助理 

合全药业 商务副主任 

合亚医药 副总 

和记黄埔医药 技术员 

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药学注册 

河南大学 教师 

恒天中岩 投资经理 

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湖北瑞昊安科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湖北万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沪亚生物 SLM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学生 

华克(医疗)投资公司 CEO 



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总监 

华曦资本 合伙人 

华益药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商务开发 

淮舟科技 总经理 

辉源生物 科学家 

汇投医疗株式会社 副总经理 

火石创造 数字化商务拓展 

基伊埃工程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吉立亚（上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专员 

济民可信集团研发中心 CSO  

嘉和生物 纯化工程师 

嘉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 2 

嘉巽资本 合伙人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BD 经理 

江苏柯菲平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BD 

江苏科本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D 副总监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拓展经理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药研发中心副主任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D 经理 

江苏中天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交达股权投资 投资经理 

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新药开发项目负责人 

开源证券 研究员 

凯莱英 商务副总监 

凯斯艾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BD 总监 

康黎诊断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康龙化成 BD 

康桥集团 创新投资总经理 

科伦药业 经理 

科佩（苏州）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大客户经理 

科锐国际 采购 

科锐国际 工厂顾问 

科锐国际 顾问 

科兴生物股份制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昆药 Bd 总监 

立德百克生物医药 CEO 

连云港杰瑞药业有限公司 制剂事业部总监 

联化科技 商务总监 

龙昌药业 副总裁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罗欣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化学工艺总监兼新药负责人 

茂晟康慧 CSO 



梅斯医药 商务经理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经济发展厅 中国办事处 中国代表 

美国麦克仪器 应用工程师 

美年健康 BD 总监 

镁伽 销售 

镁伽 经理 

镁伽机器人公司 销售经理 

镁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镁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默克 质量 

默克化工有限公司 高级法规专员 

耐驰（上海）机械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大区销售经理 

南京艾德凯腾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南京安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南京科默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BD 

南京兰杰珂有限公司 销售 

南京药石 销售经理 

南京药石 销售 

南京药石科技 销售 

南京优科生物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BD 

南通金丝楠膜材料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宁波宏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宁波诺柏医药有限公司 研究所所长 

宁波正力药品包装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诺泽流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欧宝利冷链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区销售经理 

欧宝利冷链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主管 

欧陆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Deputy General Manager 

平安股权投资 vp 

平湖宏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D 

谱尼测试 经理 

谱尼医学 总助 

启讯医药 合成 

强生 Operation Director 

勤客展览 设计 

青岛蓝谷药业有限公司 质量总监 

青煜医药 项目经理 

珃诺生物医药 高级总监 

润佳医药 研究员 

润盈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Inside sales 



三生 商务 bd 

三生国健 质量总监 

三生国健 采购经理 

山东和兴药业有限公司 学术部 

山东兰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山东盛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山形印刷（无锡）有限公司 董事 

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 

上海澳斯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上海毕合生物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上海博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博璞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上海博芮健制药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经理 

上海博芮健制药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上海博志研新药物技术有限公司 商务中心总监 

上海巅石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数据平台工程师 

上海复容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拓展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经理 

上海洪纪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行政总监 

上海厚高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技术 

上海华奥泰 QA 

上海华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发 

上海怀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经理 

上海基命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嘉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副总裁 

上海健康医学院健康与公共卫生学院 讲师 

上海键合医药 研发 QA 

上海键合医药科技 药化二部部长 

上海键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新药部门负责人 

上海键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药化总监 

上海键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药化三部副部长 

上海疆云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CEO 

上海交大 科研助理 

上海交大健康传播发展中心 秘书长 

上海京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新药评价总监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 

上海久正医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副总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高级研究员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研究员 



上海君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监 

上海珂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朗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莅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商务主管 

上海联东集团 招商经理 

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 营销总经理 

上海茂晟康慧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上海梅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上海镁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上海镁时镁刻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上海默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上海诺瑞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上海沛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运营中心经理 

上海启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分析研究员 

上海强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青嵩投资 合伙人 

上海燃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TO 

上海睿智化学 研究员 

上海沙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 

上海诗迈医药咨询有限公司 顾问 

上海十溢投资有限公司 研究员 

上海示帕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商务 

上海硕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上海泰龙生物 总经理 

上海天虹翻译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天祥 sales 

上海天祥集团 销售工程师 

上海维申医药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上海祥耀生物 研发 

上海信仁制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阳帆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药明康德 BD 

上海医药 研究员 

上海医药 研究员 

上海医药集团 立项研究员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规划投资 

上海臻皓生物 制剂研究员 

上海智赋医药有限公司 合成研究员 

上海智生道 商务 

上海智生道翻译有限公司 医学二部经理 

上海智生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代表 



上海智生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代表 

上海卓光仪器 市场经理 

上海卓麦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 

绍兴康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主任 

绍兴康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顾问 

深圳镁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深圳市瓴方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深圳市瑞华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BD 

神隆医药（常熟）有限公司 研发部副总监 

盛迪医药 高级研究员 

施海纳医疗方案 技术经理 

施利福包装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树兰医疗 市场部 

思康睿奇医药有限公司 资深研究员 

斯芬克司药物研发（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BD 总监 

斯芬克司药物研发（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BD 

斯芬克司药物研发（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外交部部长 

斯芬克司药物研发（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BD 

斯芬克司药物研发（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苏州大冢制药 研发部长 

苏州昊帆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助理 

苏州昊帆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助理 

苏州吉之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经理 

苏州吉之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 

苏州吉之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 

苏州镁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兼应用总监 

苏州纽迈 经理 

苏州亚盛医药 注射剂开发副总监 

苏州优凯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高级总监 

燧坤智能 商务总监 

太平洋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政保部高级经理 

天津嘉氏堂科技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天祥域通（上海）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同创伟业 投资 

同济大学 教授 

凸版久正包装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 

微境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药化副总裁，首席运营官 

维亚生物 市场经理兼总助 

维亚生物 BD 经理 

维亚生物 制剂主任 

维亚生物 市场经理 



维亚投资 副总监 

无锡道科森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无锡紫杉药业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武汉合研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武汉申信达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总裁 

先声药业 高级研究员 

享融（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享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策划 

协和药物所 无职位 

新为医药 CTO 

信念医药 注册经理 

信熹资本 投资经理 

轩竹生物 采购 

亚培烯科技 总经理 

亚盛药业有限公司 Vice President 

扬子江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 BD 负责人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海慈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信息专员 

药明康德 中国销售市场总监 

药明康德 BD 

药明生物 采购 

药源药化 工艺 

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 

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医麦客 记者 

依科赛生物 研发经理 

以岭药业 PM 

亿腾景昂 制剂经理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国际贸易代表 生物医药 

优尼凯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区副总监 

祐森健恒生物医药 医学总监 

祐森健恒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项目经理 

宇耀生物 副总裁 

岳阳医院 药品质量总监 

浙江安构控制阀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浙江道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P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专员 

浙江横店普洛进出口 BD manager 

浙江华海药业 销售 

浙江珲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 

浙江嘉驰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BD 经理 

浙江京新药业 BD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BD 总监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投资经理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浙江朗华制药有限公司 研发副总监 

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国际注册 

浙江圣达集团 副总 

浙江特瑞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浙江天宇 分析经理 

镇江市江澜绿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EO 

正大天晴药业 研究员 

质谱生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经理 

智翔（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分析主管 

中国平安 市场部经理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经理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中国先锋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lvqicpu@126.com 

中国医工院临床研究中心-上海瀛科隆医药研发有限
公司 

BD 经理 

中科新 技术 

中牧股份 技术经理 

中培科检 市场经理 

中山致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P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副总监 

中旺 销售 

众化（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COO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药政经理 

重庆两江新区招商集团 驻沪办副主任 

珠海市藤栢医药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 

庄信万丰医药服务（烟台）有限公司 总经理 

澳大利亚驻沪领馆商务处 资深商务官员 - 生命科学 

东方高圣 业务合伙人 

复宏汉霖 经理 

BFC Group 总监 

Laekna Limited 研究员 

Valliance Asset Management 投资经理 

北京全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广州牌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贵州联盛药业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国投创新 投资分析师 

海和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制剂经理 

浩悦资本 合伙人 

华润双鹤药业 BD 经理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项目开发总监 

九洲药业 总监 

上海达华药业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合全医药有限公司 研究员 

上海华汇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主管 

上海华汇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监 

上海辉启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化学副总监 

上海亓上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卫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业务拓展经理 

上海英派药业有限公司 制剂副总监 

上海瑛派 工艺开发副总监 

上海瑛派药业有限公司 制剂总监 

石药集团 医学经理 

四川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四环医药 BD 经理 

万洋衡水制药有限公司 CMO 项目经理 

武汉大学 教授 

扬子江药业集团 经理 

药源 BD 

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 

英派药业 研究员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BD 主管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副研究员 

Henlius 无 

北京亦度正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发展总监 

福建和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注册总监 

福建和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药企业务总监 

复宏汉霖 PDU 研究员 

广东赛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总监 

和瑞基因 研发总监 

南京等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主任 

上海美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成主管 

苏州旺山旺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临床总监 

苏州旺山旺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总监 

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 创新制剂研究所所长 

泽辉生物 研发总监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专员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苏研院 院长助理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医药信息沟通专员实习生 

Icartab BD manager 



国药控股 投资经理 

华领医药 首席医学官，高级副总裁 

凯惠睿智生物科技 高级研究员 

上海保集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监 

上海微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医药 高级研究员 

思佰益仪电投资 投资副总监 

Genor biopharma co., ltd. Director 

Gilead Science, Inc Senior Manager 

Harbour Biomed AD 

安礼特（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谙瀚咨询 顾问 

谙瀚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资深顾问 

奥星衡迅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经理 

奥星衡迅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区域销售经理 

奥星衡迅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区域销售工程师 

奥星衡迅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区域销售工程师 

宝船生物 细胞培养工艺开发部门经理 

宝船生物 细胞培养工艺开发部门经理 

宝船生物 商务部副总监 

勃林格殷格翰 scientist 

博志研新药物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大连万春布林医药有限公司 CMC 负责人 

大连万春布林医药有限公司 PR 负责人 

东莞市东阳光生物药研发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东阳光集团 项目评审部副部长 

杭州速科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杭州众钰投资 总经理 

恒瑞医药 总监 

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合成研发人员 

华北制药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华北制药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任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江苏耀海生物 市场经理 

马鞍山市昊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注册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专员 

纳微科技 经理 

南京艾美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临床注册副总监 

南京艾美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药化部总监 

南京艾美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D 总监 



南京艾美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神经学科学家 

南京晶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拓展总监 

平安创投 分析师 

三生 QC 

三生国健 高级科学家 

三生国健 注册经理 

三生国健 副经理 

三生国健（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家 

三生国健药业 分析开发科学家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家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科学家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家 

三生国健制药 纯化员 

山东华致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部长 

山东华致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山东华致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长 

山东华致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部长 

山东永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经理 

山东永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上海博志研新药物技术有限公司 BD 

上海迪赛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部经理 

上海复健资本 投资总监 

上海合全医药有限公司 执行主任 

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部 

上海迈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细胞培养工艺开发研究员 

上海诺信实业有限公司 研究员 

上海诺信实业有限公司 制剂研究员 

上海伊米诺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FO 

上海优米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上海远大产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投资经理 

苏州创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州创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 

苏州笃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州市吴中区医药行业商会 秘书长 

苏州市吴中区医药行业商会 副秘书长 

同润生物医药 质量体系经理 

同润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CMC Analytical manager 

同润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CMC 总监 

同润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Head of Project management 

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 信息专员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 研究员（制剂）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海岸药业有限公司 信息专员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海岸药业有限公司 研究员（合成）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海岸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专员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海岸药业有限公司 研究员（质量）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海岸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专员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海岸药业有限公司 研究员（质量）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紫龙药业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紫龙药业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司 研究员（质量）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司 研究员（质量）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司 信息专员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司 研究员（质量）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司 研究员（质量） 

药明生物 研究员 

药明生物 CMC leader 

浙江工业大学 讲师 

浙江工业大学 药物分析博士点负责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 

浙江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所所长 

浙江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