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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国际 大会暨展览会药生物

同期论坛

大会背景

发展以生物医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是未来各个国家重点发展趋势和方向，也是国际医药行业的研究方向。在疫情和政策两大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国内医药行业整

体呈现先抑后扬的趋势，全球生物制药行业出现空前热度。然而：

基于此，作为中国生物药企业参与度最高的年度盛会， BioCon Expo 2022 第九届国际生物药大会暨展览会定档于2022年7月20-22日再创新篇章。活动将设

展示区、15+场细分论坛及开幕式等，围绕生物药多个细分品类（抗体蛋白-单抗/双抗/多抗/ADC/融合蛋白/重组蛋白药物、细胞治疗药物、基因治疗药物、核酸

药物、新型疫苗、溶瘤病毒、血液制品、多肽类药物等）从立项BD到市场准入、从监管解析到申报策略、从原液到制剂，从质量分析到工艺开发，从CMC到生

产供应链，从投融资到人才战略，展开精彩分享与研讨，推动行业的全速发展！

在中国深化医疗改革背后，药品集采、医保目录更新、药品价格降低等一波波地震，已经开始了对医药企业的一轮轮淘汰。中国生物制药企业该如何制定立

项、研发与生产决策和部署，应对大浪淘沙的政策挑战与竞争格局？

成本一直是药企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降低中国生物制药成本，让更多老百姓用得起药，是生物制药企业在激烈竞争中立足的根本。中国生物制药药企该如何

建立自己的生产与供应链体系，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

中国加入ICH，中国生物制药企业该如何与国际接轨、打磨质量，将“工匠精神”贯彻始终？

各类生物制品新形态疗法、新研发工艺前沿技术风起云涌，中国生物制药企业该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勇立潮头，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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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高层论坛

亮点与人群

往期回顾

核酸药物

大会背景

抗体蛋白药物工艺

抗体蛋白药物质量
研发与控制

细胞免疫治疗药物

AAV/基因编辑/其他
载体基因治疗药物

生物药BLA与生产

新型疫苗

溶瘤病毒

7月20日

7月21日

7月22日

下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开幕式高层论坛

晚上 BioCon Awards颁奖典礼暨商图十周年庆典

抗体蛋白

药物质量

研发与控制

会场五

抗体蛋白

药物工艺

会场一

细胞免疫

治疗药物

会场三

AAV/基因编

辑/其他载体

基因治疗药物

会场四

核酸药物

会场二

新型疫苗

展区会场一

溶瘤病毒

展区会场一

BD与投融资/
项目路演

展区会场三

生物药BLA

与生产

展区会场二

全体大会

VIP论坛 VIP论坛 VIP论坛 VIP论坛 VIP论坛 开放论坛

开放论坛

开放论坛 开放论坛

BD与投融资/
项目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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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生物药相关临床
研究机构与医院PI

生物药研究
科研院校

抗体蛋白药研究机构
与研发生产型企业

细胞治疗制品
研究机构与企业

基因治疗制品
研究机构与企业

溶瘤病毒制品
研究机构与企业

核酸药物研究
机构与企业

血制品研究
机构与企业

新型疫苗
研究机构与企业

谁来参观/参会？

观众范围-行业

观众范围-职能

生物药企业高管

战略/BD

成药性开发 CMC/质量管理 生产/MST/工程
生物药临床前研究 上下游工艺开发 供应链采购

药政/注册

早期研发 临床医学 HR人力资源制剂开发

质量研究与分析 细胞系开发 QAQC

全新升级医药博览会

20+荣誉合作机构、组织、学协会支持

15+专场论坛，200+演讲嘉宾，20+圆桌讨论

50+媒体，技术干货与研发趋势大揭秘，传播广泛

深入探讨国内外生物药企业最关心的热点与挑战，确保精准参会群体

把握最新的国内外法规动向，着力国际国内药政监管讲者的亲临分享

内容涵盖从立项BD到市场准入、从监管解析到申报策略、从原液到

制剂，从质量分析到工艺开发，从CMC到生产供应链，从投融资到

人才战略

......

展会亮点

多肽药物研究
机构与企业

生物医药产业
园区及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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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功举办八届的BioCon大会致力于搭建中国生物药企业、国内外监管机构以及全球领先生物制药公司的三方技术交流及合作平台国际年会。BioCon 九年匠心沉淀，专注生物药领

域，已累积10000+人次来自全球生物制药行业内资深人士参与，500+行业内领先的服务及产品供应商赞助倾情加入，共计有700+位行业领军人物参与专家讲演分享与研讨。

往届重磅嘉宾

沈琦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原所长

王军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检

院首席专家

Elena Wolff-Holz
EMA生物类似药专家组主席，德国

联邦生物医药研究所医学审评官

Angela Thomas
EMA人用药委员会副主席，

英国药监局审评员

罗建辉
国家药审中心生物制品

药学部部长

Stephen W. Drew
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

Merck原副总裁

陈志南
空军军医大学国家分子医学转化

科学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Alex Kudrin
英国药监局生物制品前医学审评员，

Celltrion前副总裁、全球开发负责人

白鹤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注册管理司生物制品处

饶春明
前中检院生验所重组药物室

主任，国家药典执行委员

Michele Dougherty
前FDA审评主任，

生物制品，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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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善联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教授

王亚宁
前FDA临床药理审评部

定量药理学审评室主任

绪方恒晖
第一三共中国开发总经理

Fouad Atouf
美国药典生物部门副总裁

李宁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

傅道田
荣昌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裁

王海彬
浙江海正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裁

徐霆
康宁杰瑞创始人兼CEO

丁锦希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李怡平
药明巨诺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

吴辰冰
岸迈生物CEO

吴振华
嘉因生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陆英明
纽福斯生物CEO

王立群
星奕昂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范晓虎
前南京传奇联合创始人兼CSO

周新华
前嘉和生物创始人兼总裁

张爱华
斯微（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官

刘滨磊
武汉滨会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文林
广州达博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明德
英诺湖医药（杭州）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CEO

刘洵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清竹
永泰生物副总裁，

产品研发和注册申报

彭育才
丽凡达生物CEO

康云
信达生物生产副总裁

谢皖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建
百济神州生物岛创新中心

首席执行官

张平
赛诺菲工业事务部

中国区负责人

闫小军
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

全球药政事务负责人

秦民民
乐普生物高级副总裁

黄玮
复宏汉霖高级副总裁兼

首席运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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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高层论坛

专场亮点

√

√

√

√

追踪中国医药政策宏观

趋势及国内外监管动态

学习全球供应链环境下

中国生物制药上下游产

业发展最新趋势

探讨应对内卷，创新立

项与布局：我们该何去

何从？

聆听国内Biotech成功出

海的策略与实践

您将见到

★

★

★

生物药公司管理层：研

发、战略、BD、药政

负责人 

监管、政府方代表 

投融资机构负责人

第一天（7月20日）

14:00

13:30

7月20日       高层

生物医药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产学研转化战略 （拟）

14:30 十四五规划生物制品行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拟）

十四五规划医药基础科研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拟）

16:00 新冠病毒防控的特效药物与有效疫苗

16:30 临床试验推动恶性肿瘤的精准治疗

17:00 圆桌讨论：应对内卷，源头创新VS临床需求创新，效率VS风险，谈中国新药的创新策略

1.创新 2. 出海 3. 商业模式

圆桌讨论：疫情VUCA时代，生物药企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挑战，优化营运并打造高效团队？

17:30 BioCon Awards颁奖典礼暨商图十周年答谢宴

邓子新，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生物分子遗传学家

饶子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

卢洪洲，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美国微生物学院院士

潘宏铭，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导师、浙江省卫健委肿瘤靶向治疗技术指导中心主任

刘建，百济神州广州生物岛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王海彬，浙江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CEO

黄海，复星凯特CEO

陶维康，恒瑞医药副总经理，研发中心CEO 

主持人：夏明德，英诺湖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张连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全球研发总裁

李斌，纽福斯生物董事长&创始人

刘艳玮，武田中国注册事务部副总裁

陈志南，中国工程院院士，细胞生物学和生物技术药物专家

15:30 肿瘤免疫生态的冷热调节与新一代免疫疗法探索

15:00 健康中国时代的科学和医疗
谭蔚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基础医学与肿瘤研究所（中科院医学所）所长，湖南大学教授

宋尔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长

开幕式高层论坛

亮点与人群

往期回顾

核酸药物

大会背景

抗体蛋白药物工艺

抗体蛋白药物质量
研发与控制

细胞免疫治疗药物

AAV/基因编辑/其他
载体基因治疗药物

生物药BLA与生产

新型疫苗

溶瘤病毒

BD与投融资/
项目路演



第九届国际 大会暨展览会药生物 05

抗体蛋白药物工艺

专场亮点

√

√

√

√

学习更高效、合规的技

术转移与工艺变更案例

追踪更灵活、更高效、

低成本的细胞系与上游

工艺开发与放大策略

聆听更灵活、更高效、

低成本的下游工艺开发

与放大实践

探讨更稳定、低成本的

制剂工艺开发方法

您将见到

★抗体蛋白药研究机构与

研发生产型企业PD、

MST相关负责人、从

业人员

第二天（7月21日）

09:30

09:00

7月21-22日       会场一

如何提升生物医药上游工艺开发和培养基优化的协同效益

10: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生物药临床期间阶段性的CMC开发应对工艺变更

更高效、合规——技术转移与工艺变更

11:00 大分子药物重大生产工艺变更申报策略

12:00 圆桌讨论：抗体药物技术转移与变更的考量注意点

11:30 抗体工艺变更的技术挑战-CDMO如何助力客户进行临床期
工艺变更

12:30 午餐

13:30 抗体蛋白药物放大过程中的技术转移要点考量

14:00 细胞培养工艺开发与升级指南-案例分享

14:30 集成连续生产的工艺放大及产业化的进展及挑战

15: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16:00 新一代高通量细胞分析平台加速CHO和293细胞株的快速开发

16:30 基于风险的生物药QbD开发和表征

17:00 一种不溶血的CD47抗体临床前开发及CMC

更灵活、更高效、低成本——细胞系与上游工艺开发与放大

第三天（7月22日）

09:30

09:00

PAT技术在生物制药行业中应用详解

10: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ADC创新偶联工艺开发及工艺参数控制策略

更灵活、更高效、低成本——下游工艺开发与放大

11:00 QbD在抗体（ADC与生物类似药）工艺开发中的应用

11:30 抗体亲和纯化方案分享

12:00 抗体药物下游工艺转移及商业化生产

12:30 午餐

13:30 ADC处方筛选与冻干工艺开发以避免毒素脱落

14:00 高浓度蛋白药物工艺难点及解决方案 

14:30 生物大分子药物递送系统研发

15: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16:00

16:30

17:00

更稳定、低成本——制剂工艺开发

刘巨洪，亿一生物CSO，前FDA OBP二分部CMC评审主任

赵晓剑，苏州百因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秦民民，乐普生物CTO

李学志，香港奥星集团PAT技术顾问

陈朵朵，赛默飞世尔科技生物工艺填料技术专家

吴幼玲，浙江特瑞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吴文哲，上药交联-北方药业生物原液车间副主任

刘翠华，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SVP

孙俊，颇尔技术应用经理

顾臻，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药学院院长

双抗分子的成药性和制剂开发平台介绍和案例分享
张凡，杭州奕安济世药业有限公司制剂部门副总裁

抗体制剂组合产品的开发
颜贞，恒瑞医药制剂开发部总监

双抗制剂处方前研究与稳定的处方设计筛选策略
钱慈，浙江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工艺开发研究室主任

严皓珩，复宏汉霖药政总监，前FDA大分子评审组长

曲建，凯惠睿智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主持人：缪仕伟，杭州尚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高级副总裁
刘伯宁，石药集团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
朱向阳，上海华奥泰生物/华博生物总经理
李景荣，劲方医药首席技术官

谢岳峻，豪森医药副总裁/生物药研发中心执行副总

赵亮，上海倍谙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研发中心负责人

刘洵, 瓴路药业CTO, 高瓴投资高级顾问

陈凯，艾力特生物科技 应用研发经理

王晓山，依生生物集团工艺开发副总裁

丁华平，达石药业工艺与生产总监

联合策划人：刘翠华，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SVP

开幕式高层论坛

亮点与人群

往期回顾

核酸药物

大会背景

抗体蛋白药物工艺

抗体蛋白药物质量
研发与控制

细胞免疫治疗药物

AAV/基因编辑/其他
载体基因治疗药物

生物药BLA与生产

新型疫苗

溶瘤病毒

BD与投融资/
项目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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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药物

专场亮点

√

√

√

追踪mRNA核酸药物从

设计创新、成药性开发

到CMC与工艺开发领先

实践

追踪小核酸药物-各类新

型RNA药物的研发进展

与趋势

学习核酸药物递送系统

创新

您将见到

★核酸药物研究机构与研

发生产型企业：研发、

工艺、质量、注册部相

关负责人、从业人员

第二天（7月21日）

09:30

09:00

7月21-22日       会场二

mRNA 体外转录原料与工艺选择策略分享

10: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mRNA药物在肿瘤中的开发展望

mRNA疫苗/药物

11:00 创新mRNA药物的策略与要点

11:30 One stop solution加速mRNA疫苗/药物研发

12:00 AI技术在mRNA核酸药物中的应用

12:30 午餐
13:30

无帽mRNA技术平台的建立和应用

14:00 mRNA-LNP包封全流程国产化解决方案

14:30

15: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16:00 核酸药物的发现与CMC研究要点

16:30 mRNA药物酶促合成体系优化与质量控制技术创新

17:00 环形RNA技术平台的开发及转化

第三天（7月22日）

09:30

09:00

寡核苷酸药物研究进展及生物学评价

10: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LNP肌肉注射后的吸收、分布和细胞转染活性

核酸药物递送创新及核酸药物CMC开发

11:00 VLP类病毒载体递送技术与核酸药物研发

11:30 mRNA疫苗和药物的全流程工艺开发策略及关键点考虑

12:00 可吸入核酸纳米药物研发进展和应用前景

12:30 午餐

13:30 基于LNP的核酸创新药物开发进展

14:00

14:30

15: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16:00 小核酸药物研发和产业化发展中CMC开发的新机遇和挑战

16:30 新型重组小RNA生物合成技术及小RNA药物研发

17:00 AI自动化合成高通量筛选及智能设计核酸药物

RNAi/siRNA/microRNA/exRNA/ASO核酸药物

袁纪军，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肿瘤板块
负责人 徐宇虹，杭州高田生物CEO

蔡宇伽，本导基因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

朴希俊，楷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mRNA技术副总裁

周琼，药明康德 执行主任,抗感染部门乙肝及寡核苷酸团队负责人

章雪晴，荣灿生物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

徐松林，浙江海昶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从Alnylam的成功看小干扰核酸药的继往开来
---圣诺制药发展经验
徐军，圣诺制药（苏州）总经理

mRNA一步法体外合成工艺研究及修饰核苷酸在其中的应用

肖潇，江苏申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童成，苏州瑞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药物研发执行副总裁

骞爱荣，荣清畅首席专家，西北工业大学生命学院教授

李承喜，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17:30 寡核酸药物的成药性开发与临床前研究
王海盛，思合基因创始人兼CEO

杨旸，翌圣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王育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合肥阿法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陈康明，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mRNA&质粒部负责人

王弈，深圳市新合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EO

张波，武汉滨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科学院
武汉病毒研究所/教授

mRNA疫苗IND申报中药学与评价技术解析
董慧芳，斯微生物，CMC副总裁

17:30 针对新冠变异株的mRNA疫苗开发
王浩猛，康希诺（上海）生物研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菁，迈安纳（上海）仪器科技有限公司PDS经理

苏晓晔，石药集团核酸药物研究院负责人

杨广，瀚海新酶创始人、CTO

杨赟，环码生物联合创始人兼CTO

18:00 圆桌讨论：mRNA疫苗/药物与新型递送系统开发策略与
下一代开发趋势
主持人：陆航，嘉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栗世铀，北京启辰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TO
岑山，仁景生物科技创始人
宋更申，悦康药业副总经理、药物研究院院长
朴希俊，楷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mRNA技术副总裁

联合策划人：英博，艾博生物CEO

主持人：陈建新，传信生物医药

（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CEO 

开幕式高层论坛

亮点与人群

往期回顾

核酸药物

大会背景

抗体蛋白药物工艺

抗体蛋白药物质量
研发与控制

细胞免疫治疗药物

AAV/基因编辑/其他
载体基因治疗药物

生物药BLA与生产

新型疫苗

溶瘤病毒

BD与投融资/
项目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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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免疫治疗药物

专场亮点

√

√

√

√

学习领先的个体化细胞

治疗商业化与BLA案例

应对细胞治疗质控与变

更策略

掌握现货/通用型细胞治

疗IND申报与开发

聆听个体化细胞治疗

IND申报与开发领先实

践

您将见到

★细胞治疗研究机构与研

发生产型企业：研发、

工艺、质量、生产、注

册部相关负责人、从业

人员

第二天（7月21日）

09:30

09:00

7月21-22日       会场三

CAR-NK细胞治疗产品的工艺开发和临床应用

10: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免疫细胞基因治疗技术在非肿瘤治疗领域的前景与机会

个体化细胞治疗商业化与BLA

11:00 针对于实体瘤的个体化细胞疗法的开发策略

11:30 细胞治疗产品商业化的挑战及对策

12:00 细胞治疗药物GMP生产的质量风险管理策略

12:30 午餐

13:30 规模化iPS-NK生产平台及技术开发

14:00 新冠疫情下细胞治疗产业供应链挑战

14:30 细胞治疗药物中慢病毒工艺开发的考虑要点

15: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16:00 从IND到NDA：细胞治疗产品质量体系建设与管理特点浅析

16:30 细胞治疗产品关键质控项目与检测技术

17:00 圆桌讨论：细胞治疗临床期间变更下的可比性研究对策
·关键试剂耗材（细胞因子、磁珠等）替换下的变更

·工艺设备升级/替代变更   ·如何满足合规性要求？

细胞治疗工艺优化、质控与变更

第三天（7月22日）

09:30

09:00

明智高效地进行细胞制品的微生物质量监控

10: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通用型CAR-T研发的方向、挑战、策略和目前的临床试验进展

创新细胞治疗IND申报与开发

11:00 Car-NK临床试验和应用展望

11:30 工程化红细胞递送免疫调节分子治疗肿瘤

12:00 圆桌讨论：不同技术路线下的NK细胞治疗开发挑战与应对策略

12:30 午餐

13:30

14:00

NK细胞治疗从机理到研发

14:30

CAR-T细胞药物的未来：自体称雄还是异体为王？

15: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16:00

创新型CAR-NK细胞治疗的研究

16:30

调节性T细胞与免疫疗法新进展

TIL在实体瘤中的研发进展

范晓虎，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前CSO 陈杰，北恒生物首席医学官

赵思扬，梅里埃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工业微生物部行业
技术专家

任伟，卡恩细胞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首席医学官

吴岚林，科镁信（上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CEO

主持人：王立燕，北京景达生物创始人
汪文，驯鹿医疗，CEO兼CMO
张柯，星汉德生物CSO
范靖，浙江霍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EO
戴朝辉，上海怀越生物COO
张雷，星奕昂生物研发副总裁

黄文林，广州达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林，博生吉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江文正，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雅容，沙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EO

李斌，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科研副所长&课题组长

钱程，重庆精准生物首席科学家，兼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精准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李峰，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实验室产品和服务
业务部垂直市场经理

陶铜静，原启生物质量副总裁

吴理达，呈诺医学执行合伙人/研发总监

王自强，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副主任药师

李雯，上海医药集团生物治疗技术有限公司 QA负责人

胡迪超，博腾生物细胞治疗工艺开发高级总监

张宇，中源协和首席科学官

朱逸，江苏谱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CEO

开幕式高层论坛

亮点与人群

往期回顾

核酸药物

大会背景

抗体蛋白药物工艺

抗体蛋白药物质量
研发与控制

细胞免疫治疗药物

AAV/基因编辑/其他
载体基因治疗药物

生物药BLA与生产

新型疫苗

溶瘤病毒

BD与投融资/
项目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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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V/基因编辑/其他载体基因治疗药物

专场亮点

√

√

√

√

追踪AAV基因治疗成药

性与非临床开发实践

学习AAV基因治疗CMC

领先开发

探讨新型病毒载体基因

治疗成药性与CMC开发

聆听基因编辑/非病毒载

体基因治疗成药性与

CMC开发

您将见到

★基因治疗研究机构与研

发生产型企业：研发、

工艺、质量、注册部相

关负责人、从业人员

第二天（7月21日）

09:30

09:00

7月21-22日       会场四

AAV的关键质量属性分析

10: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肌营养性不良性神经肌肉遗传疾病基因治疗

AAV基因治疗成药性与非临床开发

11:00 基于腺相关病毒(AAV)技术的遗传罕见病基因治疗药物的临
床开发

11:30 AAV基因治疗载体的大规模生产工艺开发

12:00 圆桌讨论：基因治疗非临床评价、临床转化、CMC的开发难
点与机遇

12:30 午餐

13:30 基因治疗AAV载体工艺开发和大规模生产的趋势和挑战

14:00 基因治疗CMC控制策略

14:30 AAV基因治疗药物质量分析策略

15: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16:00 AAV病毒滴度和宿主DNA残留检测的新策略

16:30 新冠肺炎的基因治疗药物研发

17:00 心血管疾病基因治疗研发进展

AAV基因治疗CMC

第三天（7月22日）

09:30

09:00

高感染活性大规模AAV载体制备挑战与突破性进展

10: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中美基因治疗注册申报策略

AAV基因治疗研发与申报

11:00 基因治疗在神经疾病领域的运用

11:30 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放行标准思考：基因编辑脱靶检测及验证

12:00 基于重组病毒的基因治疗药物成药性与CMC开发

12:30 午餐

13:30 疱疹病毒基因治疗成药性与CMC开发案例分享

14:00 基因编辑在基因治疗中的应用

14:30 创新型碱基编辑系统引领的靶点筛选和多元化适应症体内研究

15: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16:00 基因编辑造血干细胞药物的开发与转化

16:30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基因编辑CRISPR治疗方法研发

17:00 CRISPR/Cas13 RNA编辑基因治疗药物开发

新型病毒载体基因治疗开发

基因编辑/非病毒载体基因治疗开发

王冰，美国匹兹堡大学副教授（online）
吴伟成，ASC Therapeutics，全球法规事务副总裁（Online）

何晓斌，劲帆生物医药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CEO

吴振华，杭州嘉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

罗光佐，中国医科大学教授，贝思奥创始人兼CSO

田瑞，珠海舒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CTO

李秉珅，北京唯源立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大力，邦耀生物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

牟晓盾，正序生物CEO

石佳，博雅辑因CMC运营管理副总裁

马丽佳，西湖云谷智药创始人、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

王少冉，辉大（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项目总监

朴顺福，宜明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Ubrigene）副总裁 

肖啸，信念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SO

张瑰宜，郎信启昇生物制药公司首席技术官

谢胜华，金斯瑞蓬勃生物病毒工艺开发及生产总监

谭青乔，上海鼎新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TO

项智灏，Bio-Rad资深应用科学家

董文吉，中吉智药（南京）创始人，董事长&CEO

陈雄文，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

17:30 致盲性视网膜疾病通用型基因治疗药物的设计与研发
刘洪军，星明优健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

主持人：吴凤岚，华毅乐健总裁
魏继业， ViewGene苏州惟佑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CEO
李新燕，方拓生物联合创始人、董事、总裁
才源，星眸生物CEO
徐元元，苏州克睿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徐玲丽，丹纳赫生命科学应用科学家

联合策划人：吴振华，杭州嘉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
吴凤岚，华毅乐健总裁

开幕式高层论坛

亮点与人群

往期回顾

核酸药物

大会背景

抗体蛋白药物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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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V/基因编辑/其他
载体基因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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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瘤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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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蛋白药物质量研发与控制

专场亮点

√

√

√

√

学习CMC质量研发与质

控策略-新技术与标准

聆听双抗/融合蛋白/纳米

抗质量研发与控制领先

实践

探讨复杂抗体药物ADC 

质量研发与控制

掌握生物制剂质量研发

与控制方法

您将见到

★抗体蛋白药研究机构与

研发生产型企业

CMC、质量部、质量

研究部、AD、QC部门

相关负责人、从业人员

第二天（7月21日）

09:30

09:00

7月21-22日    会场五

基于MOA的抗体类药物活性表征研究策略

10: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植物源重组人血清白蛋白药学与质量研究

分析与质控策略-新技术与标准

11:00 美国药典新型单克隆抗体标准物质

11:30 洞察生物医药生产与质量信息化部署

12:00 制药工业如何从自动化走向智能化

12:30 午餐

13:30 质量源于设计：从生物药发现到CMC

14:00 ADC药物的生物分析的整体策略和案例分享

14:30 《中国药典》2020年版通则“免疫化学法”内容解读

15: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16:00 抗体类药物中美双报的制剂稳定性研究方案设计探讨

16:30 ADC制剂稳定性研究与质控策略

17:00 纳米抗体制剂的质量分析与控制案例分享

制剂质量研发与控制

第三天（7月22日）

09:30

09:00

ADC药物发现的现状和趋势

10: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ADC药物BLA申报药学与质控案例分享

ADC 质量研发与控制

11:00 双靶向抗肿瘤偶联药物（Bi-XDC）的研究和开发

11:30 ADC工艺开发过程中的关注点

12:00 ADC中美双报IND中的质量研究与控制

12:30 午餐

13:30 圆桌讨论：ADC/XDC偶联药物的CMC开发挑战和策略

14:00 ADC药物载荷比优化新方法

14:30 双特异抗体及双抗ADC药物开发

15:00 展区参观与交流 

16:00 纳米抗体的质量标准研究与质控策略

16:30 双抗二聚体等多杂质的分析与质控策略

17:00 不对称双特异性抗体(BsAb)快速CMC的开发策略

双抗/融合蛋白/纳米抗质量研发与控制

杨代常，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雪静，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粱贵合，凯惠睿智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资深总监

邵军，同宜医药COO（Online）

李新芳，烟台迈百瑞国际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闵一，皓阳生物ADC工艺开发部经理

魏紫萍，百力司康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共同创始人、
董事长 & 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王贵涛，同宜医药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研究院副院长
周明昊，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所生物制品检验研究所所长、
主任药师
姚雪静，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魏紫萍，百力司康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共同创始人、
董事长 & 首席执行官

朱晓东，北京轩竹康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万亚坤，上海洛启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CEO

易继祖，武汉友芝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副总裁

陈志强，德昇济医药（无锡）有限公司，大分子CMC执行总监

王立豪，金斯瑞蓬勃生物分析开发部高级科学家

李世轩, MasterControl 大中华区业务发展经理

景丽，美国药典首席科学家（online）

瞿海斌，浙江大学药学院教授

许英达，普米斯生物CMC副总裁

祝永琴，熙宁生物高级技术总监

赵沁，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主管药师

李荣贵，博际生物医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高级注册总监

白露，杭州多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控制负责人

邵喆，宝船生物副总经理临床前研发&质量

开幕式高层论坛

亮点与人群

往期回顾

核酸药物

大会背景

抗体蛋白药物工艺

抗体蛋白药物质量
研发与控制

细胞免疫治疗药物

AAV/基因编辑/其他
载体基因治疗药物

生物药BLA与生产

新型疫苗

溶瘤病毒

BD与投融资/
项目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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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疫苗

专场亮点
√

√

√

学习未来10年国际与国内免

疫规划政策趋势与市场需求

了解全球供应链环境下新冠

对于其他疫苗产能的影响几

何

追踪新型疫苗：通用型广谱

疫苗、联合疫苗的技术趋势

与应用场景

您将见到

★ 疫苗研究机构与研发生产

型企业：研发、工艺、质

量、注册部相关负责人、

从业人员

第二天（7月21日）

10:00

09:30

7月21日       展区会场一

支持疫苗质量的 USP 标准和工具

10:30 腺病毒吸入疫苗平台与研发进展

研发高长广β属冠状病毒通用疫苗

新型疫苗

11:00 疫苗临床研究终点设计与评价技术新进展

11:30 流感亚单位疫苗研究

13:30

12:00

新冠疫情背景下疫苗佐剂发展趋势

14:00 mRNA原液质量分析研究

午餐

14:30 人工智能驱动肿瘤个体化免疫治疗

15:00 重组蛋白三聚体疫苗平台

15:30 重组带状疱疹疫苗的临床前研究

溶瘤病毒

专场亮点

√

√

√

应对溶瘤病毒申报IND及

NDA挑战

追踪溶瘤病毒CMC和放大规

模化生产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学习溶瘤病毒临床单药和联

合治疗的最新实践

您将见到

★ 溶瘤病毒研究机构与研发

生产型企业：研发、工

艺、质量、注册部相关负

责人、从业人员

第三天（7月22日）

10:00

09:30

7月22日      展区会场一

新一代溶瘤病毒的研发及临床研究进展

10:30 溶瘤病毒研发产业化之路

型溶瘤病毒M1抗三阴乳腺癌研究

溶瘤病毒

11:00 从精准的角度来看溶瘤病毒的抗癌转化研究

11:30 圆桌讨论：溶瘤病毒的产业化与临床开发机遇与挑战

13:30

12:00

IL-21 促进 CD8+T 细胞肿瘤归巢提升痘病毒的溶瘤作用研究

14:00 毒种库细胞库检定的要求与管理规范

午餐

14:30 溶瘤病毒疫苗驱动免疫联合治疗开发

15:00 溶瘤病毒适应症选择，及临床治疗设计

15:30 合成基因线路调控的溶瘤病毒临床转化研究

姜世勃，复旦大学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美国微生物科学院
院士

于佩鸿，美国药典资深科学家（online）

朱涛，康希诺联合创始人兼 CSO

秦奕菲，思特尔（上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咨询部高级
咨询师

陈则，江苏中慧元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
科学家 

颜光美，中山大学教授，广州威溶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首席科学家

张晓燕，复旦大学教授

周国瑛，亦诺微医药创始人、CEO和董事长

邓静，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药理药效与生物部
副总裁

周国庆，上海荣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曾莲，四川安可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

彭曙光，北京合生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临床医学部总监

刘滨磊，武汉滨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主持人：胡敏杰，苏州般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总经理
颜光美，中山大学教授，广州威溶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首席科学家

刘滨磊，武汉滨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周国瑛，亦诺微医药创始人、CEO和董事长

张勇，吉林大学副教授、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外聘专家

金秋恒，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

莫凡，杭州纽安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EO&联合创始人

许雁，武汉滨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孔健，北京绿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6:00 新一代肿瘤纳米疫苗研发
文军，苏州尔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EO

联合策划人：吴克，博沃生物创始人兼CEO，湖北省政府特聘产业教授

联合策划人：刘滨磊，武汉滨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开幕式高层论坛

亮点与人群

往期回顾

核酸药物

大会背景

抗体蛋白药物工艺

抗体蛋白药物质量
研发与控制

细胞免疫治疗药物

AAV/基因编辑/其他
载体基因治疗药物

生物药BLA与生产

新型疫苗

溶瘤病毒

BD与投融资/
项目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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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药BLA与生产

专场亮点

√

√

√

√

应对大分子药物申报上

市BLA 与PAI核查挑战

学习领先的原液与无菌

制剂4.0生产与质控实践

兼顾产能、成本与合

规，制定商业化生产与

供应链策略

聆听国产玩家降本增效

的案例分享

您将见到

★抗体蛋白药生产型企

业：生产部、MST、

工程部、质量部、注册

部相关负责人、从业人

员

第二天（7月21日）

10:00

09:30

7月21-22日       展区会场二

GMP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的生命周期

10:30 如何实现抗体高效稳定的大规模生产

FDA 生物药审计现场的准备和常见缺陷的解析

BLA与核查

11:00 制药企业数据可靠性（完整性）管理与实践

11:30 圆桌讨论：我们该如何以最少的工作量与成本合理设计与
布局，以满足BLA申报及核查要求？

12:00 午餐

13:30 无血清培养基国产化，赋能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降本增效

14:00 新一代层析介质赋能病毒及病毒载体的高效纯化

14:30 连续生物制药：数字孪生助力智能制造

15:00 国产培养基的寻找与替代思考

15:30 圆桌讨论：未来五年，该如何打造中国特色的生物制药生态
产业链？

降本增效：国产化专场

第三天（7月22日）

10:00

09:30

生物药上游供应链趋势与供应链安全性政策进展

10:30 未来创新抗体药产业化生产经济学开放思路探讨

权衡产能与成本的大分子生物药CMC开发策略

兼顾产能、成本与合规，商业化生产与供应链策略

11:00 抗体原液产能扩增策略与生产工艺实施

11:30 圆桌讨论：我们如何更好地与ICH接轨，加快国内生物药开发
和商业化进程？

12:00 午餐

13:30 创新药临床转化现状与发展趋势

14:00 临床试验开发策略和设计解决新药开发的“卡脖子”的难题

14:30 罕见病孤儿药临床研发的现状与思考

生物药临床开发热点

杜新，深圳埃格林医药CEO，前FDA新药评审专家（online）

戚波，亿一生物中国区 COO & GM

叶培，北京天广实副总经理

徐波，鸿运华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和运营副总裁

陈茂伟，复宏汉霖执行总监

主持人：虞骥，天境生物生产副总裁
李孟捷，三生制药集团执行质量总监/商务负责人
徐波，鸿运华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和运营副总裁
陈茂伟，复宏汉霖执行总监

郑晓南，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链创新与转化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

郭东升，科临达康医药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创始人、
董事长、CEO

吴坤，七色堇罕见病 创始人

陈湘东，楚天源创生物技术（长沙）有限公司，高级产品经理

王瑜，华辉安健（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总监

戚波，亿一生物中国区 COO & GM
张华，GMP专家、上海礼健生命科技有限公司顾问
胡飞凤，浙江省药品检查中心GMP认证科前负责人
叶培，北京天广实副总经理  
王瑜，华辉安健（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总监

谭文松，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倍谙基生物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林东强，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

刘霄卉，科望（苏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细胞培养工艺
开发负责人

郑鹏涛 ，苏州蓝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谭文松，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倍谙基生物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王冠骅，科望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技术运营
刘丁，齐鲁制药副总经理
郑起平，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制药工艺专家
奥星衡迅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开幕式高层论坛

亮点与人群

往期回顾

核酸药物

大会背景

抗体蛋白药物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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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基因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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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亮点

√

√

√

聆听医药商务拓展BD与

交易案例分享

探讨创新药license-in

项目评估与风控策略

挖掘投融资机遇，项目

路演ing

您将见到

★

★

生物药公司BD、战略

负责人 

投融资机构负责人

第二天（7月21日） 第三天（7月22日）

项目路演Road Show

13:40

13:20

差异化Tim3单抗的肿瘤项目

14:00 溶瘤病毒疫苗驱动免疫联合治疗肿瘤项目

超高浓度双抗制剂在眼底疾病中的应用

14:20 云舟生物，基因递送全链条服务商

苏州逻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武汉友芝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荣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云舟生物科技（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14:40 国内首个基于In vivo慢病毒载体的基因疗法创新药项目

15:10 国际领先的多功能特异性抗体研发平台项目

神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迪力健生物医药（宁波）有限公司

15:30 原创慢阻肺生物创新药

沁风药业（宁波）有限公司

12:00 午餐

13:10 BioCon惊喜大抽奖 11:50 午餐

13:10 BioCon惊喜大抽奖

15:00 BioCon惊喜大抽奖

15:00 BioCon惊喜大抽奖

14:20

14:00

智能雾化技术平台及改良新药研发

选择性Axl激酶抑制剂FC084的研发

下一代一类创新药研发技术及新药分子设计平台

具有穿透血脑屏障能力的小分子靶向药物

施雄伟，宁波合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王成球，上海今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创始人

mRNA+免疫细胞——创新型细胞药物开发平台
丁平，四川康德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范恩柯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40 酶类与微生物类的口服生物新药
武汉康复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10 蛋白质修饰组学的临床应用与技术服务
凤凰智药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威尚（上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BD与投融资/项目路演 7月21-22日       展区会场三

10:20 圆桌讨论：如何提高成功率？创新药license-in及合作项目评估
与风控策略

09:50 创新药企BD交易模式、 常见误区及重点条款解析

11:30

iPSC来源工程化免疫细胞治疗肿瘤项目
北京呈诺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1:10

医药BD与合作

13:20

13:40

葛永彬，中伦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

09:20 Biotech自研+合作：商业模式的选择与考量

主持人：夏明德，英诺湖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倪彬晖，齐鲁制药集团首席投资官、商务官 
王翀，再鼎医药首席业务官
戴晗，维亚集团首席创新官和投资负责人
边峰，百时美施贵宝全球药物研发执行总监/中国综合科学团
队负责人

联合策划人：夏明德，英诺湖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项目路演Road Show

11:30 圆桌讨论：1.全球市场 vs 单一市场，医药投融资布局机遇
与挑战 2. 全球疫情下生物医药投资逻辑的变化与思考
·投资逻辑、布局  ·产品组合策略

主持人：杨中旭，《财经》杂志主笔、《财健道》主编
董增军，鲲鹏医疗投资合伙人，上海健垣科技CEO
柳丹，鼎晖投资高级合伙人
王培俊，东方富海医疗健康合伙人
金祺，凯泰资本管理合伙人，鲸奇生物联合创始人
赵炜文，蓝色彩虹生命科学加速器执行总裁、奇迹之光创
投基金管理合伙人

09:50

09:20

创新药投后管理策略与生命周期管理实践

资本寒冬下一二级市场医药投资变化与趋势

医药投融资

郑玉芬，约印医疗基金创始人、董事长

毛化，弗若斯特沙利文大中华区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杨红飞，产业大数据专家，火石创造创始人、CEO
09:50 生物医药产业投融资趋势

11:00 生物医药早期项目转化的难点
李婧，科学桥科技转化中心创始人、董事长

10:20 BioCon惊喜大抽奖

联合策划人：毛化，弗若斯特沙利文大中华区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开幕式高层论坛

亮点与人群

往期回顾

核酸药物

大会背景

抗体蛋白药物工艺

抗体蛋白药物质量
研发与控制

细胞免疫治疗药物

AAV/基因编辑/其他
载体基因治疗药物

生物药BLA与生产

新型疫苗

溶瘤病毒

BD与投融资/
项目路演



“BioCon Awards”是BioCon China Expo 2022组委会全新打造的权威生物医药奖项，与BioCon 

China Expo 2022第九届国际生物药大会暨展览会同期举行。得益于BioCon品牌多年的行业积累，

“BioCon Awards”将召集业内权威专家评审团，从多个维度，公平、公正、公开地评选出来自生物医

药赛道的优秀企业/人物。“BioCon Awards”旨在鼓励生物药企不断开拓创新，积极研发以临床价值为

导向的生物药，各奖项最终评选结果将在7月20日晚盛大的颁奖晚宴上揭晓，让我们拭目以待！

奖
项
一

最具影响力生物技术企业-榜单联合发布：沙利文 

多个平行赛道，表彰在2021年拥有重大突破，引领

生物药行业风险的领头企业 

年度生物技术行业卓越创始人

表彰在2021年带领企业/团队在生

物技术行业有突出进展的Biotech

企业创始人。例如：带领公司成功

融资、成功上市、收并购成功案

例、实现产业化合作等

1   抗体/蛋白药物

2   细胞基因药物

3   核酸药物

4   疫苗制品

5   血制品/多肽药物/细胞

     因子药物

优秀服务企业

多个平行赛道，表彰来自全行业的不同类型优秀供应商

① 优质CRO服务企业奖

② 优质CDMO服务企业奖

③ 生物工艺创新解决方案奖

④ 优质试剂原料奖

⑤ 实验室解决方案优质

     供应商奖

⑥ 国产替代最优解决方

     案奖

奖
项
二

年度生物产业园未来之星

以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为目标，主导生物医药产

业而建立的产业园区，包

括产业园、产业基地、产

业新城等

奖
项
四

奖
项
三

大赛日程
即日起-6.15

参赛企业按要求提交作品

相关材料

6.16-6.19

主办方对报名参赛的资料

进行初审

6.20-6.26

各奖项的角逐者，由专业评审进行

打分，同时开启大众投票通道

7.20

颁奖典礼揭晓

各大奖项

颁奖 暨商图十周年庆典典礼
主办方：

战略合作伙伴：

13



奖项评审专家
14

邓子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生

物分子遗传学家

陈志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细胞

生物学和生物技术药物
专家

谭蔚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基础医学与肿瘤研究所(中科

院医学所)所长，湖南大学教授

宋尔卫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院长

卢洪洲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美国
微生物学院院士

潘宏铭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主任医
生、教授、博士导师、浙江省卫健
委肿瘤靶向治疗技术指导中心

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生
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

饶子和

薛  轶
毅达资本高级合伙人

曹师越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研究发展部总经理

李  渤
国新国控（杭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首席投资官

赵博文
黄浦江资本创始合伙人

王  昊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医疗健康投资部总经理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
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学院

肿瘤研究所所长

周彩存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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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国际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2022年7月20-22日

大会暨展览会药生物

展示硬科技   升级软实力

生物医药新世界
展示硬科技   升级软实力

生物医药新世界
展示硬科技   升级软实力

生物医药新世界

主办方

关注微信平台，获取最新资讯 合作咨询，请扫码添加好友

联系我们：

+86 180 1793 9885

biocon@bmapglobal.com

www.bmapglobal.com/bioconexpo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