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安进公司
安进公司主要从事人用创新药物的探索、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造
福患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释放生物学潜力。通过借助前沿人类遗传学等
工具，安进公司力求揭示疾病的复杂性，为理解人类生物学原理奠定基
础。
安进深信，创新、精准的药物在治疗重大疾病方面能提供巨大的临床优
势，不仅惠及患者，同时也能缓解疾病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负担，而这
正是安进战略核心的立足之本。

安进使命
服务患者
安进速览
总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城
员工
全球约 20,000 名
股票挂牌
纳斯达克股票代码：AMGN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Robert A. Bradway

安进公司专注于有巨大未满足医疗需求的领域，利用其生物制药的先进
经验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做出贡献。自从 1980 年创始以来，安进公司
已经成长为全球领先的独立生物技术公司之一，为全球数百万患者提供
创新药物，同时拥有一批极具潜力的在研药物。

2017 年财务摘要
总收入：228 亿美元
产品销售额：218 亿美元
研发投入：36 亿美元

创新药物

地址/电话
安进中心大道 1 号
千橡城, 加利福尼亚州 91320-1799
总机：(805) 447-1000
投资者请洽：(805) 447-1060

安进业务遍布全球逾 100 个国家及地区，为数百万重大疾病患者提供治疗。我们
专注于六大疾病领域，包括心血管疾病、肿瘤、骨骼健康、神经科学、肾病和
炎症。我们为缺少有效疗法的疾病提供药物，或提供比现有疗法更优的治疗选
择。

研发变革
理解人类生物学原理是安进公司科研工作最本质的特征——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
拥有强大在研药物管线的保证。安进公司采用“生物学研究先行”的原则，使其科
学家能够先探索疾病的分子路径，然后在此基础上优化药物形态，确保药物的
疗效和安全性。人类遗传学的发展进一步揭示出疾病的分子学原理。凭借子公
司 deCODE Genetics 在该领域的领先技术，安进公司识别和确认人类疾病标靶的能
力得以极大提升，从而具备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世界级的生产水平
安全可靠的生物药品生产确保了全球数百万重病患者的治疗，无论给药方式是
注射还是静脉。作为生物制剂生产的全球领军企业，安进拥有为患者可靠地提
供高质量药物的杰出业绩。要保证每一批药物的质量，需要大量专业技能、经
验积累、严谨的态度和敬业精神。在安进公司，严格的质量控制和为患者提供
可靠的药物供应与科学创新一样重要。

产品
Aimovig® （erenumab-aooe）
Aranesp® （darbepoetin alfa，达依泊汀 α）
BLINCYTO® （blinatumomab）
Corlanor® （ivabradine，伊伐布雷定）
Enbrel® （etanercept，依那西普）
EPOGEN® （epoetin alfa，阿法依泊汀)
IMLYGIC® （talimogene laherparepvec）
KYPROLIS® （carfilzomib，卡非佐米）
Neulasta® （pegfilgrastim，聚乙二醇非格司亭）
NEUPOGEN® （filgrastim，非格司亭）
Nplate® （romiplostim，罗米司亭）
Parsabiv® （etelcalcetide）
Prolia® （denosumab，地舒单抗）
瑞百安® （evolocumab，依洛尤单抗）
Sensipar® / Mimpara® （cinacalcet，西那卡塞）
Vectibix® （panitumumab，帕妥木单抗）
XGEVA® （denosumab，地舒单抗）
Aimovig® 为安进与诺华共同开发
有关我们在研产品和疗法的信息，请访问
www.amg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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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管理团队
Robert A. Bradway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Victoria H. Blatter
美国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

Judy Gawlik Brown
公司事务高级副总裁

Raymond Deshaies

我们的传承
凭借在重组 DNA 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先进经验，安进公司已成为生物技术领域最早
的开拓者之一。自 1980 年成立以来，安进公司始终致力于为重病患者研发创新药
物。我们的科学家通过发现疾病生物学路径中的关键特征，研发出世界一流的创新
生物疗法，同时帮助科学界加深了对某些特定疾病过程的理解。我们也制造出了新
的药物平台。自创立伊始，安进公司就明确了以科学和创新为公司的立身之本，近
四十载坚持如一，才成就了如今安进在全球生物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地位。

新药研发高级副总裁

Paul R. Eisenberg
美国医学高级副总裁

Steven K.Galson
全球药政事务及药物安全高级副总裁

Jonathan Graham
法律总顾问及高级副总裁

Murdo Gordon
全球商业运营执行副总裁

Sean E. Harper
执行副总裁

安进基金会
安进基金会 (The Amgen Foundation) 旨在促进科学教育、激发年轻一代的创新精神、
加强对安进员工生活工作所在社区的建设。迄今为止，基金会向地方、区域和国家
级非营利机构捐款近 3 亿美元，以创新的方式回报社会。安进通过若干科学教育项
目来激励和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包括“安进学者” (Amgen Scholars)，“安进教师计划”
(Amgen Teach) 和“安进生物技术体验” (Amgen Biotech Experience) 等。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mgenInspires.com。

Anthony C. Hooper
执行副总裁

Lori Johnston

造福全球患者

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

安进药物帮助世界各地的患者。公司在下列地点有工厂或子公司：

Raymond C. Jordan

美国境内

高级副总裁

Corinne M. Le Goff
全球产品战略和商业创新高级副总裁

Elliott M.Levy
全球开发高级副总裁

Robert Maroney
生产制造高级副总裁

Gilles Marrache
高级副总裁、区域总经理

Brian M. McNamee
人才发展执行副总裁

David W.Meline
执行副总裁及首席财务官

Liam Murphy
质量管理高级副总裁

Jerry Murry
流程开发高级副总裁

Mike Nohaile
战略、商业化及创新高级副总裁

Joshua J. Ofman
全球价值、政府事务及市场准入高级副总裁

Joe Peter
财务高级副总裁

Cynthia M. Patton
高级副总裁及首席合规官

David A. Piacquad

加利福尼亚州（南旧金山，千橡城）
弗罗里达（坦帕）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沃本）
波多黎各（洪科斯）
罗得岛州（西格林尼治）
华盛顿特区
美国境外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埃及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中国香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爱尔兰
意大利
以色列
日本
约旦

韩国
拉脱维亚
黎巴嫩
立陶宛
卢森堡
墨西哥
摩洛哥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南非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中国台湾
泰国
土耳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

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

Annalisa Pizzarello
绩效优化办公室高级副总裁

投资者信息

David M. Reese

本事实列表汇总摘要了安进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备的文件及其新闻稿中所披露的详细内容。本事实列表包含涉及

研发执行副总裁

重 大 风 险 和 不 确 定 因 素 的 前 瞻 性 陈 述 ， 相 关 讨 论 可 在 安 进 最 新 的 10-K 、 10-Q 及 8-K 表 格 中 及 网 页
http://investors.amgen.com 上查询。本事实列表中的信息截至日期列于页末，安进无任何义务更新本文件中的任何信息。

Esteban Santos
生产执行副总裁

Darryl Sleep
全球医学高级副总裁及首席医疗官

Ian Thompson
高级副总裁、区域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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