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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

 多肽药物研发；

 多肽药物规模化生产；

 多肽药物新技术；

 多肽药物发展趋势；

 多肽药物的注册与申报。



演讲嘉宾介绍
文永均

从事多肽研发工作二十几年，完成数十个多肽药物研发工作，任成都圣诺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领域是新的肽类药物的发展，制造和营销。

Joakim Hogblom
Dr. Joakim Hogblom, Material & Chromatography Specialist, Kromasil, AkzoNobel PPC

Dr. Joakim Hogblom got the PHD from Lund University at 2005, after that he worked for 
Kromasil as the Senior Development Engineer. He worked in kromasil R&D department 
more than 12 years, he has lots of experience in purification of insulin, Liraglutide, 
Exenatide, Bivalirudin, Oxytocin, desmopressin, calcetonin, somatostatin, orlistat, 
prostaglandins, GM1,  Caspofungin, Pneumocandin B0, Everolimus, Tacrolimus, 
Anisperimus.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he focus on SFC technology and develop many kinds 
new solid phase on HPLC.

马亚平
博士，2006年起任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CTO，是该公司系列多

肽药物研发的技术带头人及关键技术形成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完成了多项国家、省、
市、区各级科技项目，现为深圳市青科协副会长、深圳市青联委员。



苏贤斌
博士，南京工业大学特聘教授，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引进人才。2007年获剑

桥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2002年获北京大学有机化学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青
岛化工学院，获学士学位。2007年至2009年受聘为剑桥大学BBSRC博士后研究员，
从事化学生物学与多肽药物研究。主要从事有机合成，化学生物学，新药分子设计、
合成及筛选，生物医用新材料等方面的研究。

粟武
博士，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生物医药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所长助理。2007年从德国马普所生物控制分所获得化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而后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化学系化学生物学中心工作。2012年加盟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多肽药物研发，以及多肽功能化磁性纳米材料应用于医学成
像和药物靶向运输。

姜建军
博士, 2015年4 月，加盟海南双成药业，任多肽原料药副总 （21年多肽GMP生

产经历）。先后在美国雅培任研究科学师和高级化学师，在美国多肽公司和美国希施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GMP 生产副总，组织过多个药物的开发和生产，在多肽药物研
发和生产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贾强
曾任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药品的市场开拓与产品战略制定、

销售等方面有丰富经验。曾任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基础临床研究员，中国、美国、
欧洲多个公司董事总经理。负责API和制剂的销售、研发、知识产权、国际注册与合
作、CMO、新场地建设等。2012年创立适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雷引林
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校聘一级岗位教授、浙江大学化工系硕士生

导师。发表SCI论文近20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8项，与国内外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开展
了长期的产学研合作，实现多个专利和技术成果的转让、转化，主持建成了全球最大
的、年产50万平米离子交换均质膜和年产5万平方米双极膜连续生产线，研究领域为：
经济型高性能离子交换膜、高分子功能树脂和微球、电驱动膜分离过程。

陈超
博士，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化学和生化学院任博士后助教、Lonza研究中心任高

级研究员和项目组长，主导过小分子艾滋病药物合成路线设计﹑ADC药物合成及
SARS冠状病毒多肽抑制剂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小分子药物及多肽药物路线工艺开
发、放大合成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伍建林
博士，现任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华西医

科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专业本科，日本国立Niigata大学工学部天然药物化学专业硕士，

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博士，目前主要从事基于色谱，质谱和核磁共振的
代谢组学和蛋白组学整合分析方法，以及結合色谱，质谱，核磁共振和基因挖掘技术
的活性微生物多肽类化合物的筛选以及合成研究。

吴疆
博士， 2011年5月博士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2011年5月取得博士学位回

国进入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被聘为讲师，从事生物无机化学，荧光探针方面的研
究。主要研究方向稀土荧光配合物在生物成像中的应用。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
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功能有机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放基金。



邱伟
博士，先后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化学系任助理讲师和助理究员、Tuarik制药公

司任化学科学家、AnaSpec制药公司任高级化学家、Affymax制药公司任高级化学家、
Peptides International制药公司任高级化学家和Reliable ChemTech公司首席科学家，
拥有15年以上在复杂多肽及有机药物分子的合成及纯化方面的丰富经验。

杨顶建
博士，曾任海南中和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多肽药物专家以及多肽合成技术

专家。成功研制了注射用胸腺五肽、胸腺五肽注射液、注射用生长激素释放因子等多
个多肽药物。现任海南建邦制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从事多肽药物合成工艺及
生产自动化，药物的纯化工艺及设备、药物合成过程的浓缩于回收工艺及设备等方面
的研发，以研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多肽药物合成仪、全自动大容量药物合
成仪、制备液相、纳滤浓缩机等产品。

谈论嘉宾介绍：

杨勇
海南中和药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李新宇
深圳市健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会议议程
日期 时间 讲题 演讲嘉宾

2016.11.16 全天 报到注册

2016.11.17

8:30-9:00 开幕式(重要嘉宾讲话)

9:00-9:30 多肽药物当前开发概况 文永均

9:35-10:05 Aspects in Method 
Development of Peptide 
Purification in HPLC

Joakim
Hogblom

10:05-10:30 茶歇

10:30-11:00 GLP-1类似物研发现状分析与
前景展望

马亚平

11:05-11:35 糖尿病治疗多肽药物及新型多
肽合成方法的进展

苏贤斌

11:40-12:10 靶向PLK1抗癌新药的研发 粟武

12:10-14:00 午餐



会议议程
日期 时间 讲题 演讲嘉宾

2016.11.17

14:00-14:30 多肽的产业化和国际化道路 姜建军

14:35-15:05 原料药研发的规范性 贾强

15:10-15:40 功能树脂和功能膜在多肽药物
固相合成中的工业应用探讨

雷引林

15:45-16:10 茶歇

16:10-16:40 多肽药物合成中杂质产生的机
理及法规申报要求

陈超

16:45-17:30 讨论 杨勇/李新宇

18:00-20:30 晚餐



会议议程
日期 时间 讲题 演讲嘉宾

2016.11.18

8:30-9:00 Biomarkers hunting,  TCM and 
Peptides analysis  and using 
integrated LC, MS and NMR

伍建林

9:05-9:35 多肽荧光传感器的构建、离子识
别及细胞成像研究

吴疆

9:10-10:10 DMT的不对称合成及其在多肽

药物中的应用
邱伟

10:15-10:40 茶歇

10:40-11:10 规模化多肽合成的影响因素 杨顶建

11:15-11:45 大会闭幕及颁奖

12:00-13:00 午餐

14:30-16:00 参观海南中和药业有限公司原料药车间及现场交
流（2016年新改造，参观人数有限请尽早报名）



会议主要信息

 会议时间：2016年11月16至18日（11月16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海口华彩华邑酒店

 会议注册签到地点：海口揽海大酒店

 会议报名截止日期：2016年11月10日



缴费信息
1、会议注册费： 2000元/人，注册费含会议资料、茶歇、餐
饮等费用，不含住宿、交通费。

2、缴费方式：接受现场缴费或转账汇款

 收款单位全称：海南省药学会

 开户行：交通银行海口海府路支行

 帐 户：461602302012015033683
 备注：汇款请注明“多肽会议”



酒店住宿信息
 海口华彩华邑酒店（会议会场） 650元/天（含双早）

 海口揽海大酒店 300元/天（含双早）



交通信息
 乘出租车从美兰机场到海口华彩华邑酒店/海口揽海大
酒店（28公里）费用约70元（按最短路线计算）



报名信息
 会议联系人：

 总负责人： 李永纲，Tel：13876007274
 参展联系人：王芳芳，Tel：13700434120（本次会议设有
少量展位，如有意向者可联系。）

 注册联系人：莫凤新，Tel：13876655848
 邮箱：sales@jbpharm.cn

海南省药学会

海南建邦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二O一六年十月

mailto:sales@jbpharm.cn


附1：报名回执表



附2：往届参会单位

阿克苏诺贝尔高效化学品（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汉邦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格莱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海南中和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双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纳微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大学 成都普瑞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药品审核认证管理中心 兰州凯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百奥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莱美隆宇药业有限公司

苏州天马医药集团 成都市科龙试剂厂 四川源基制药有限公司

西安蓝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苏泊尔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昂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海慈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和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阿德莱诺泰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泰和伟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大学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天台山制药有限公司 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诚诺新技术有限公司 燊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希施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海南大学等

备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预计本届会议参会单位将超5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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