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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位“海归”女博士，
怀抱着为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做贡献、提
升中国药品高质量发展的初心，
带领着团队回国创业。
2013 年，
叶英带着 3 人的创业团队来到厦门海沧，在 300 平方米
的实验室里开启创业之旅。
如今，力品药业已发展到 300 多人。叶英带领团队一直致力于儿
童及老年等精神领域药物的开发，筹集资金助力创新制剂产业化和
国际化。
在叶英的名片上，拥有一系列的头衔：力品药业（厦门）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日本大阪大学药物科学博士、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在
这一系列头衔背后，
“铿锵玫瑰”叶英说她只想在自己岗位上脚踏实
地、不忘初心，带领力品团队为中国医药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3 年，
叶英在 300 平方米的实验室开启创业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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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力品药业（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英
乐定缓释片顺利通过美国 FDA
的现场检查，该药物于 2017 年
11 月获得美 国 FDA 批 准，2018
年 3 月 23 日 发 往 美 国 市 场 销
售。这是力品药业在中国自主研
发生产的首个出口美国的缓释
制剂，标志着力品药业在国际化
发展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力
品药业也因此成为福建省唯一
一家通过美国 FDA 检查的高端
制剂生产企业。
2018 年，创新制剂、癌症化
疗止吐新 药——
—盐酸 帕洛诺司
琼口颊膜获得美国 FDA 新药临
床批准，成为国内目前唯一获得
美国 FDA 新药临床批准的口膜
产品。
为了加快力品现有高 端 制
剂 产 品 的 产 业 化 步 伐 ，2017 年

底，力品药业完成 2 亿元 B 轮融
资，全资收购了厦门福满药业有
限公司，现更名为：厦门力卓药
业有限公司。
力卓药业 作为力品药 业的
国际化产业基地，有产业化基地
6 万平米，总建筑面积 23500 平
米，拥有获得中国新版 GMP 认
证的口服制剂生产线及冻干微
球注射剂生产线，为力品药业快
速进军国际市场做好规模化生
产的准备。力卓药业按国际质量
标准建立的生产体系可提供达
到国际 GMP 标准的药品生产及
MAH 代加工服务。
除了抓好自身团队建设与核
心产品开发之外，力品药业也十
分重视企业的对外宣传并积极投
身于社会公益与服务。力品药业

是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
团队被国务院侨办评
定为“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
。
力品药业在厦门大学设立了“力
品育人基金”
，每年捐赠 30 万元
奖励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
此外，力品药业还承担厦门
市化学创新药研发平台对外服
务的技术支持工作，辅导帮助中
国药企，努力为提升中国药企的
技术水平作出贡献。
在 2020 年开始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叶英带领着
一批素质过硬、勇于创新、敢于
担当的力品干将积极开展抗病
毒新药研究，向全国 14 个省 32
个地级市捐赠防疫药品玉屏风
丸，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

厦门
“双百计划”
感召海归博士回厦创业
叶英博士祖籍江西南昌，在
南昌一中（原南昌六中）就读中
学。1997 年，已有 9 年药品行业
制药经验的叶博士赴日本大阪
大学深造，获应用药学科学博士
学位。
回中国前，叶英在美国加州
大学尔湾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
在 美 国 Portola、CooperVision 和
IMPAX 三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
从事创新药、505b(2)新药，以及
缓控释给药系统的开发。
2012 年是叶英出国深造的
第 16 个年头，那时的叶英已经
拥有 20 多年国内外药物研究经
验和 23 项专利。同年，叶英入选
厦门市“双百计划”领军型创业
人才。
怀抱着推动中国 药品高质
量发展、为中国医药健康事业做
贡献的初心，她放弃了美国的高
收入和稳定的工作，带着她在制
药行业有着 20 多年研发和管理
经验的团队，来到海沧，创办了
力品药业。
力品药业创建时，厦门市政
府人才引进奖励了 600 万元，这
给了叶英博士很大的信心，她用

这资金组建了自己的团队，购买
了先进的仪器设备，开始企业的
国际化征程。
“来到厦门，最吸引我的 地
方是因为厦门有一个比较集中
的厦门生物医药港，同行之间有
比较好的交流机会。落地之后，
我也深刻感受到政府对人才企
业的关心和支持，种种的创业扶
持让我感受到祖国对高层次人
才的渴求。”叶英说。
这张老照片是叶英 2013 年
创业初期在实验室里拍摄的。当
时，她带着 3 人的创业团队来到
陌生的海沧。经过多年发展，力
品药业已从成立时的 3 人发展
到现在的 300 多人。6 个创新制
剂及高端制剂产品入选国家十
三五重大专项，多个产品填补国
内空白。
叶英博士 也是国家 级特 聘
专家、福建省以及厦门市的领军
型创业人才、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专项课题负责人、厦门大学兼职
教授、厦门市创业人才导师，并
荣获第七届中国侨界贡献奖二
等奖及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厦门
创业精英等荣誉。

购买国际领先生产设备
助力高端制剂规模化生产
叶英带领团队一直致力于
儿童及老年等精神领域药物的
开发。她直接从国外引进 7 名高
端人才，创建了具有全球自主知
识产权的创新口腔膜剂技术平
台及复杂缓控释制剂技术平台。

2017 年，在她的直接带领
下，6 项高端制剂国际化产品入
选国家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
专项。
2017 年 3 月，力品药业首个
治疗儿童多动症的药品盐酸可

2019 年 3 月，
叶英和她的团队在新收购的公司大门口拍了张合照

完成 C 轮增资
进入上市冲刺阶段
2020 年 8 月 18 日，力品药
个已获批生产，
3 个即将获批生
业（厦门）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
产，11 个产品正在开展或准备开
成了 5 亿元人民币的 C 轮增资。 展临床实验。力品药业将借助本
本轮融资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轮融资，加速推进创新制剂新产
领投，中金资本旗下中金传化基
品的开发，提升临床用药的安全
金、龙磐投资、福建创新投、兴业
有效性，为中国的改良型新药走
银行、硅谷火炬、深创投、乾道基
出自己的创新之路。”
金、德屹资本等投资机构共同出
作为领投方，红杉资本中国
资完成。
基金董事总经理杨云霞表示：
叶英博士表示:“真诚感谢本 “力 品 药 业 拥 有 独 特 的 技 术 平
轮融资能够获得众多一流的专
台、优质的研发管线和一支高素
业投资机构的认可和信任。力品
质、严谨求实的人才队伍，从创
药业以创新制剂技术为研发和
业至今深耕于创新制剂的研发，
生产驱动，依托可产业化的高技
充分把握了国内改良型新药市
术壁垒制剂开发平台，在 16 个
场中的发展机遇。希望本轮融资
创新制剂及复杂制剂产品中，2
能助力企业未来研发、临床和产

业化，期待力品药业成为国内外
领先的创新制剂企业。”目前，力
品药业已完成股改，正进行 IPO
上市辅导。
3 月 23 日，又一则好消息传
来，力品药业取得创新制剂国际
化总部海沧区 H2021G06-G 地
块。该总部项目用地获批，将助
推力品药业公司创新制剂产业
化和国际化的步伐。
叶英表示，感谢厦门市政府、
海沧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公司将秉承“力炼精华，品质
卓越”
的精神，
加快总部项目建设
进度，
推动项目尽快落地投产，
为
患者提供高质量的用药选择，为
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作出贡献。
（综合厦门市妇联、
《厦门日
报》等报道）

链 接
力品药业（厦门）股份有限公
司由国家特聘专家叶英博士带领
的领军型海归博士团队创建，是
一家致力于创新制剂及高难度复
杂制剂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老年痴呆、
帕金森症、抑郁症、多动症等精神
领域药品的国际化开发。
力品药业以创新制剂研发生
产能力为核心竞争力，依托可产
业化的高技术壁垒制剂开发平台

研发具有竞争力的品种。公司拥
有国际一流的药物制剂技术领头
人，严格按照 cGMP 规范化要求
引进并培养了一支国际化、年轻
化、专业化的技术团队。建立了全
球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口腔膜剂
技术平台、复杂缓控释制剂技术
平台、创新微球制剂技术平台、增
溶制剂技术平台四大核心制剂技

术平台，目前已有 3 个高端制剂
产品上市、6 个创新产品入 选国
家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25 个已获批及已申报品种，超 30
项在研产品。公司生产和质量管
理体系与国际接轨，已多次顺利
通过美国 cGMP 和中国 GMP 现
场检查。公司借助资本市场，
吸收
风投资金 7 亿元，将开始建设海

沧总部，公司已经完成了股改，正
在进行 IPO 上市辅导。
近年来，公司研发机构被认
定为福建省新型研发机构、厦门
市重大新型研发机构 （厦门生物
医药行业唯一）。公司凭借创新发
展还获得多项荣誉与社会认可,
荣获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
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厦门市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厦门市最具成
长性中小微企业、厦门市未来产
业骨干企业等荣誉称号。
未来，力品药业将秉承“力炼
精华，品质卓越”的精神，不断完
善新药研发、生产及商业化的全
产业链布局，提升公司在国内外
生物医药行业的市场地位和国际
竞争力，努力发展成为具有国际
水平、国内领先的创新制剂龙头
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