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三届中国IVD产业投资与并
购CEO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三届中国IVD产业投资与并购CEO论坛将于2016年06月在杭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7年第四届中国IVD产业投资与并购CEO论坛将于2017年6月9日在杭州举行，敬请期待！

 

 

医疗行业遍地黄金，体外诊断（IVD）更是2016年最有“钱”景的产业。2015年中国体外诊断市场500亿，整体增速
17%，预计未来3-5年保持15-20%增速。尽管体外诊断市场已成为所谓的红海，但产业仍处于整合阶段。体外诊断
全球竞争格局稳定且集中，全球排名TOP5的厂家罗氏、雅培、西门子、强生和贝克曼占据超过50%市场份额。未来
5-10年，发展中国家的IVD市场增速将是最快的，中国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新兴市场，成为了群雄逐鹿的目标，同
时也为国内公司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IVD CEO 论坛是由CHC医疗咨询于2014年创办的以聚焦IVD产业发展、投资、并购和商业合作的高峰论坛。一年一
届的会议已成为连接中国IVD产业与资本，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政府引导与市场竞争、创新与产业化密切融合的
交流平台。

本届论坛话题将涵盖IVD行业并购及商业合作、生化与免疫诊断、分子诊断及基因治疗、医疗服务、iPOCT、IVD新
秀路演六大板块，从产业现状、市场前景、行业整合及投资机遇等全面探讨中国IVD产业发展。

本届亮点：本届亮点：

-     跨国公司、上市企业、本土领军企业巅峰对话：国际本土合作不断升温，探寻IVD创新商业模式

-     生化免疫、分子诊断、第三方实验室、POCT各领域巨头预见未来竞争格局

-     新辟项目路演专场，挖掘及助力中国IVD新秀

谁将参加？谁将参加？

1.  全球IVD企业CEO及高层；
2.  全球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上市公司并购基金；
3.  医学专家/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学术负责人；
4.  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IVD产业并购及商业合作论坛 

新形势下的生化及免疫论坛
分子诊断及基因治疗论坛
医疗服务（独立医学实验室）论坛
iPOCT及移动医疗论坛
精选中国IVD新秀路演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6月月29日（周三）日（周三）

08:00--09:00 参会嘉宾签到及资料领取

09:00--09:10

欢迎致辞

 

尹  烨，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09:10--09:25
大会报告

中国体外诊断行业进展及前景展望

09:25--09:40
大会报告

跨国公司视角：新商业环境，新战略布局

09:40--09:55
大会报告

本土领军企业视角：如何做到行业领军？

09:55--10:10
大会报告

如何构建IVD产业服务生态圈？

10:10--10:30 茶歇交流

10:30--11:30 CEO圆桌论坛：产业并购及商业合作论坛：国际化+本土化强强联合

11:30--13:00 自助午餐交流

13:00--13:15 主题演讲

13:15--13:30 主题演讲

13:30--14:30 圆桌讨论：新形势下的生化及免疫论坛

14:30--15:30 圆桌讨论：精确诊断与治疗

15:30--15:50 茶歇交流

15:50--16:50 圆桌讨论：iPOCT及移动医疗论坛

16:50--17:50 圆桌讨论：医疗服务（独立医学实验室）论坛：未来新增200亿市场， IVD领域新蓝海

17:50--20:00 IVD企业高层交流酒会 （invitation only）

6月月30日（周四）日（周四）



CHC联合罗氏诊断、华大基因、高特佳投资集团、山蓝资本CHC联合罗氏诊断、华大基因、高特佳投资集团、山蓝资本

寻找寻找  IVD独角兽项目IVD独角兽项目

09:00--10:30 项目路演及导师点评

10:30--10:50 茶歇交流

10:50--12:00 项目路演及导师点评

12:00--13:30 自助午餐交流

13:30--16:00  IVD企业参访

16:00 会议闭幕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大会主席

    

尹烨 先生
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1979年生，籍贯山东烟台。2002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专业获学士学位， 2013年获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工
程（基因组学）工程硕士学位。2002年加入华大基因，先后从事体外诊断试剂研发、管理及基因组研究行业，在
Nature、Science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曾任华大科技总裁，华大集团首席运营官（COO），华大
医学总裁，现任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率领团队积极推动前沿生物技术和基因组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应
用，向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大学、药厂、育种公司等提供完整的基因组学解决方案，为临床行为提供
诊断、干预和治疗依据，为生命科学及医学创新提供技术和研究服务，致力于成为全球基因科技应用服务行业领导
者。

> 发言嘉宾

    

赵瑞林 博士
Illumina中国区总经理
Ruilin Zhao现在是Illumina（为基因分析提供解决方案）大中华区的总经理。加入Illumina 之前，他负责 Thermo

Fisher 中国区的市场部和商业运作部门。他还曾经在Orbusneich 担任过财务副总裁，以及在微创医疗担任商务发展
副总裁和大血管事业部的总经理。他还曾经是强生公司负责产品设计的工程师。他在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
院的健康科学与技术系获得医学工程学和医学物理的博士学位，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

    

高继全 博士
罗氏诊断亚太区战略和商务拓展副总监
高继全目前供职于罗氏诊断的全球战略和商务拓展部门、专注于中国地区，主要从事战略规划，评估潜在商业机会
以及寻求和拓展潜在的外部合作。与罗氏诊断的全球技术部门和生物标记物部门密切合作，他同时致力于发现和评



估来自科研机构和产业界、初创企业的创新体外诊断技术以及可用于疾病诊断的生物标记物机会。 高继全早于2000

年加入罗氏诊断中国，在生命科学和分子诊断领域从事销售，市场和产品管理的工作。他也曾服务于罗氏诊断美
国，从事于战略规划、市场和竞争情报，积极推动以市场数据为基础的商业决策。高继全之前曾担任过贝克曼库尔
特亚太地区的科学市场经理，主要负责规划和执行亚太地区的科学和医学市场策略，与学术专家合作，宣传和推广
创新体外诊断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医疗价值。 高继全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微生物学系，获得过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微生
物博士学位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朱耀毅 先生
复星医药副总裁兼诊断事业部董事长
于1999年加入复星集团，现任复星医药副总裁。加入复星集团前，朱耀毅先生于1991年2月至1999年4月期间担任
贝克曼库尔特商贸（中国）有限公司经理。朱耀毅先生分别于1984年7月及1987年7月获得上海机械学院（现称上海
理工大学）工程学士学位及工程硕士学位。

    

茅矛 博士
华大基因首席科学家
1996年毕业于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及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师从中国科学院陈竺院士。2001年曾在默克公司的分子分析
和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实验室任主任一职。曾与Rosetta和荷兰国立癌症研究所合作开发了世界上首个体外诊断多元指
数测试试剂盒（IVDMIA）MammaPrint，且在2007年通过美国FDA认证。2009年曾在辉瑞肿瘤学研究部负责生物标
记物和分子诊断工作。2013年曾担任药明康德（WuXi AppTec）转化科学和诊断部高级副总裁，致力于体外诊断试
剂盒的研开发和临床检测。 茅矛博士是第九个五年计划中两个国家863重点项目的主要研究者。先后在SCI期刊中发
表了80多篇学术论文，并参与了新版《医学遗传学》专著的编撰。曾获教育部杰出青年教师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
等奖、上海市银蛇奖、上海市卫生系统百人计划、上海市曙光学者等荣誉和奖项。茅矛博士是上海国家人类基因组
中心的创始成员之一，建立了中国首个高通量DNA测序设施，引领中国基因组学的研究。

    

杨星 博士
生物梅里埃 大中华区研发副总裁
杨星博士1998年于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他拥有20年的卫生医疗领域的经验，曾在美国成功运作和
创建了多家公司。他曾经担任过GeneOhm Sciences 的高级研发总监，该分子诊断公司2006年被BD 公司以2亿5千
万美元收购。之后他加入Helixis 担任研发副总裁，该公司在2010年被Illumina公司已1亿美元收购。后来他和其他合
伙人创建了Epic Sciences，主要专注癌症的诊断并承担公司的技术副总裁一职。2010年他加入BioNano Genomics

负责该公司的系统研发，其间成功开发了用于全基因组分析的Irys平台并使其上市。2014年杨博士归国定居上海并
加入生物梅里埃, 担任亚太区分子诊断总监和大中华区研发副总裁。他主要负责亚太地区的分子诊断事业，并领导大
中华区的所有科研活动

    

徐建新 先生
上海奥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同济大学生物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徐建新长期从事检验医学POCT即时检验快速诊断试剂与仪器的研究，倡导
打造“新概念国货”；他在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检验医学POCT试剂仪器产品的过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徐建新作为
奥普生物的创始人，负责制定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实现经营目标，具有非凡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极强的创新
能力。 在科研技术方面，徐建新自1990年起，以第一作者名义或与他人合作，在国家或省市医学专业杂志发表文章
数十篇，国家发明专利多项。在2007年出版国内第一部POCT学术专著《即时检验》，目前参与编写的重要专著
《实用诊断学》即将出版。并担任国家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SAC/TC136 委员，上海科技发展重点领域技术预见专
家、上海科学技术专家库专家、上海市优秀技术带头人；获得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两次被授予“上海市
科技领军人物称号”。 徐建新作为生物医药行业民族品牌的铸造者，体现了良好的专业水平与商业精神，带动POCT

行业的发展，为打造民族品牌做出了卓越贡献。

    

曾勇 博士
珀金埃尔默医学诊断事业部亚太区商务发展总监
曾博士曾任 GE通用电器医疗中国精确诊断部总经理。GE之前，任厦门艾德生物商务拓展副总经理。从2009年到
2011年，任美国雅培公司亚太区分子诊断市场和科学事务经理。 从2006年到2008年，任美国昂飞公司科学事务经
理， 是发展昂飞中国业务的主要创始和负责人之一。之前，曾博士作为资深生物信息学家在芝加哥西北大学癌症研
究中心工作。曾博士就读佛罗里达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密西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邹继华 先生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姜傥 博士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CTO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7-1999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副研究员。2008-2010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D Anderson 肿
瘤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检验系主任，教育部医学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临床
检验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CTO 历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医学部学
术带头人、首席科学家。广东省卫生厅“科技兴医五个一工程”学科带头人，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工程”省级学术带
头人，中国检验医师学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省检验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委员会常委、
中国生化、分子生物学会临床检验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临床检验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广东省医院
管理学会临床检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临床检验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华病毒学会全国委员，卫生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评审员，《中华肾脏病杂志》、《中华检验杂志》、《临床
检验杂志》等多家杂志的常务编委、编委。曾获得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优秀人才基金、广东省自然科
学基金多项资助。获得包括国家教委一等奖、广东省科研成果二等奖等科研成果十数项，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发表
论文百余篇，主编、参编教材、专著多部。

    

许明炎 博士
海普洛斯创始人& CEO

获得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生物医学博士学位。拥有近10年基因测序技术及测序仪器研发经验，发明了一系列国际领先
基因测序技术，参与多款二代测序仪器研发。许博士曾就职于美国Cambrian Genomics公司，担任二代测序科学
家，开发出全球首台能够回收DNA的测序仪。2014年在中国创立深圳市海普洛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肿瘤液
体活检和基因测序技术的研发及临床应用，用于肿瘤早期诊断，预后监测和药物评估，提供精准癌症诊疗方案。海
普洛斯成立短短一年多，许博士带领团队完成天使轮、A轮共计6000余万元融资，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近10项，获
得国家、省、市科研项目资助500余万元。

    

金鸽 女士
誉衡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欧EMBA，曾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部EMBA项目主任，后创立中弘科诺（北京）医药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历时6年，科诺医药发展为百川投资，旗下有一家全资的互联网医疗公司、一家处方药学术推广公司、一家器械公
司。2015年，创立誉衡基因，致力于为肿瘤患者提供最专业的精准检测服务、致力于肿瘤的早期诊断服务、致力于
肿瘤基因组大数据运营。

    

欧阳丹 女士
美国威尔逊•桑西尼•古奇•罗沙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欧阳丹律师主要从事股权资本市场、144A条款和S规则之下的债券发行、私募股权和并购交易。她曾代表过包括科
技、医疗和娱乐等行业的公司客户并领导过超过50个美国和香港IPO及后续发行项目。她的代表性客户包括爱康国
宾健康管理集团及中国康辉控股等。

    

胡旭波 先生
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
胡旭波专注于医疗和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投资。有超过13年医药相关产业投资、战略咨询和营运管理方面的工作经
验。胡旭波代表启明的投资包括：泰格医药股份 （创业板：300347）、康联药业（台湾主板：4144）、瑞尔齿
科、生工生物股份、 生泰尔生物科技、透景生命科学、仁度生物、君和堂中医连锁、国康健康管理、以及其他若干
家医疗器械及诊断试剂开发公司。胡旭波拥有上海医科大学的医学士及上海SIMBA。

    

宿骅 先生
艾美仕管理咨询业务中国区总监
宿骅先生目前是艾美仕管理咨询业务的中国区总监。他拥有超过10年的顶级咨询公司的工作经验，专精于制药与医
疗器械行业，他拥有为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战略、市场准入、治理和组织结构、设计服务等支持的经验，同时是市



场准入战略方面的专家，为多家医药企业和消费品企业提供过市场研究的相关支持。 在加入艾美仕咨询前，曾在麦
肯锡公司、摩立特集团、德勤咨询和普华永道咨询任职领导职位。他目前正在参与清华INSEAD双EMBA项目，同
时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韩国国立大学、西江大学的硕士学位，拥有上海交通大学三个学士学位。

    

黄璐 博士
晨兴集团董事总经理
黄女士于2003年加入晨兴集团，目前带领晨兴中国的医疗投资团队。具有十三年生物医药/医疗健康领域的风险投资
经验，先后在大中国地区和北美参与了三十余家生物医药/医疗健康公司的投资并任多家公司董事。晨兴医疗健康团
队在中国的投资涉及领域涵盖新药研发，生物技术，医疗设备，临床诊断，医疗服务，医疗信息化等各个领域。 在
加入晨兴前，黄女士在美国纽约Continuum Health Partners公共关系及市场部先后从事市场研究，市场营销及公共
关系等工作，该机构为纽约著名的医疗管理机构，为纽约大都会地区的综合性医院提供管理服务。 黄女士毕业于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大学附属医院完成妇产科住院医生训练，随后在纽约圣约翰大学获
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王海蛟 先生
深圳高特佳投资集团执行合伙人
复旦大学生物学硕士，MBA。曾任博阳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研发项目经理，市场学术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咨询顾问，苏州龙跃创投投资总监。拥有十年生物医疗行业的创业、企业管理及投资经
验。 投资案例有博奥赛斯（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安诺优达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鑫诺美迪基因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等。

    

李朝阳 先生
迈瑞集团IVD事业部总经理

    

许静波 先生
复星医药诊断事业部业务拓展及投资部总监

    

林苑 先生
强生中国OCD事业部总监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2016年6月10日前报名并付费 Early Bird Discount! 

 
2200元/人

 

2016年6月10日-6月28日报名并付费 （常规报名）

 

2500元/人

 

现场报名付费 （6月29日当天）

 

2800元/人

 

团体优惠（同一公司两人及以上报名） Group Discount! 2000元/人



 

※ 报名费用包含：论坛通行证、会议资料、自助午宴及茶歇，园区及企业参访，但不包含住宿。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