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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及其保荐代表

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

严格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出具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真实、

准确、完整。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相关用语具有与《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中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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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证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英文名称 Sinocelltech Group Limited 

注册资本 38,533.5714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谢良志 

成立日期 2007 年 4 月 23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日期 2019 年 3 月 19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 31 号院 5 号楼 307 

主要生产经营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 31 号院 

控股股东 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谢良志 

邮政编码 100176 

电话 010-58628288 

传真 010-58628299 

互联网地址 www.sinocelltech.com 

电子邮箱 ir@sinocelltech.com 

经营范围 

生物医药制品、疫苗的研发；物业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行业分类 生物药品制品制造（C276） 

在其他交易场所（申请）挂牌或

上市的情况 
无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

部门 
证券部 

部门负责人 唐黎明 

 

（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发行人是一家致力于研发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生物药的创新型生物制药研发企业，

专注于单克隆抗体、重组蛋白等生物药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自 2002 年神州细胞工程创立以来，发行人一直致力于通过生命科学和工程技术创

新，建立具有领先技术水平和成本优势的生物药研发和生产技术平台，解决新药研发和

生产中的技术断点和瓶颈，为全球患者提供高质量并在经济成本方面可被大众承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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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药，以提高我国和发展中国家患者对高端生物药的可及性。同时发行人致力于通过研

发在临床上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同类最佳（Best-in-Class）或“Me-better”创新生物

药产品，以实现我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生物药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惠及全球患者、

树立领先生物制药国际品牌的目标。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发行人积累了十七年的生物制药研发经验，自主建立了

先进的技术平台，具备独立研发并实现创新生物药产业化的技术体系和能力，自主研发

了丰富并且具有特色的生物药产品管线，在人才储备、技术能力、品种开发和行业经验

积累方面为发行人未来参与全球创新生物药市场竞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拥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 

（三）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与研发水平 

1、核心技术情况 

发行人拥有完整的技术平台体系，该等技术平台体系由发行人自主研发，覆盖创新

中和抗体候选药物发现、生物药生产工艺、生物药质量控制、生物药成药性评价、规模

化生产和管理等多方面技术内容。 

发行人的创新中和抗体候选药物发现技术体系包含生物药靶点抗原设计和优化技

术、多种属动物免疫技术、抗体亲和力成熟和结构优化技术等多项技术。通过运用该等

技术，发行人在研发过程中可提高抗原的免疫原性、呈递方式和密集度、提高中和抗体

的效价、多样性和亲和力等。 

发行人的生物药生产工艺技术体系包含 CHO 细胞、SF9 细胞、Hi5 细胞和 CAR-T

细胞无血清培养基配方研制和优化技术、高效表达病毒样颗粒（VLP）的生产工艺技术、

重组蛋白药物化学修饰技术等多项技术。通过运用该等技术，发行人在生产过程中可有

效保障大宗关键原料自足供应、降低成本、提高病毒样颗粒纯度、热稳定性和免疫原性、

提高产品的体内药代动力学等。 

发行人的生物药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包含大分子生物药结构确证技术、生物药质量分

析技术等技术。通过运用该等技术，发行人在研发过程中可实现对蛋白质和抗体药物一

级结构、高级结构的确证研究等。 

发行人的生物药成药性评价技术体系包含体外药效评价技术、体内药效功能评价技

术平台等技术。通过运用该等技术，发行人在研发过程中可实现对重组蛋白药物、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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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抗体药物、CAR-T 细胞治疗产品的细胞生物学药效评价。 

发行人的规模化生产和管理技术体系包含原液生产线工艺设计技术、灌装生产线设

计技术、冻干生产工艺技术等技术。通过运用该等技术，发行人在生产过程中可自主设

计动物细胞培养规模化生产线工艺、生物药灌装生产线工艺、生物药大规模冻干工艺等。 

2、研发实力 

发行人拥有很强的核心技术科研实力，在支持企业自身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的同时，

也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的重大科研攻关任务，为我国科技创新和应对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

的应急防控技术储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发行人依托其核心技术承担的重大科研项目、

发表的核心学术期刊论文及获取的重要奖项情况如下： 

（1）重大科研项目承担情况 

发行人依托于其核心技术独立或牵头承担了多项与发行人创新药研发技术或业务

相关的重大科研项目，具体承担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类别 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 起止年限 

1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全人源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单抗的临床前研究 
2009 年至 2010 年 

2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制备抗体和融合蛋白药物的动

物细胞大规模高密度流加培养

关键技术 

2009 年至 2010 年 

3  
北京生物医药产

业基地建设 

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型

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管

理委员会 

抗体药物开发和规模化生产关

键技术研究 II 
2010 年至 2012 年 

4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单克隆抗体创新药物孵化基地

建设 
2011 年至 2013 年 

5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子课题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课题名称：生物药专利药的技术

再创新 

子课题名称：CHO 细胞表达重

组人凝血因子 VIII 的产业化研

究 

2011 年至 2013 年 

6 

国家高科技研究

发展计划（863

计划）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

心 
抗体药物质量控制关键技术 2012 年至 2015 年 

7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子课题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课题名称：生物药专利到期药物

大品种技术再创新 

子课题名称：重组全人源抗

TNF-α 单克隆抗体的产业化研

究 

2012 年至 2015 年 

8 北京市科技计划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 

重组全人源抗 TNF-α 单克隆抗

体的产业化研究 
2012 年至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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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 起止年限 

9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子课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

制中心 

课题名称：预防性艾滋病疫苗研

究； 

子课题名称：HIV-1 Gp140 蛋白

三聚体生产 

2012 年至 2015 年 

10 

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计划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财政局、经信委、卫

生局 

GMP 中试生产及产业化转化公

共服务平台 
2013 年至 2016 年 

11 北京市科技计划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 

哺乳动物细胞表达重组人神经

生长因子的临床前研究 
2013 年至 2015 年 

12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应急抗体药物研发技术平台 2013 年至 2016 年 

13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蛋白和抗体创新研发和技术服

务平台（包含 CD20 抗体和

EGFR 抗体的临床研究等科研

任务） 

2013 年至 2017 年 

14 北京市科技计划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 

蛋白和抗体创新研发和技术服

务平台 
2013 年至 2017 年 

15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子课题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课题名称：流感中和抗体和创新

疫苗研发； 

子课题名称：15 个抗体和疫苗

的开发和产业化 

2014 年至 2016 年 

16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子课题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课题名称：流感中和抗体和创新

疫苗研发； 

子课题名称：10 个抗体中试及

战略储备 GMP 生产 

2014 年至 2016 年 

17 

国家高科技研究

发展计划（863

计划）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

心 

课题名称：体细胞治疗制品临床

级细胞分离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名称：细胞分选用人源化单

克隆抗体的构建、大规模制备、

纯化工艺及质量控制研究 

2014 年至 2016 年 

18 

国家高科技研究

发展计划（863

计划）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

心 

课题名称：蛋白质组定量用标记

多肽的制备； 

任务名称：重组蛋白及重组抗体

标准品研发和产业化 

2014 年至 2016 年 

19 北京市科技计划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 

2015 年度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专项配套项目-抗埃博拉病毒抗

体 Zmapp 的研发和规模化制备

研究 

2015 年至 2019 年 6

月 

20 
北京市科技计划

课题任务书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 

十四价人乳头瘤病毒宫颈癌疫

苗临床 I 期研究 
2019 年至 2021 年 

21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

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

心 

重组八因子临床研究和长效人

NGF/长效 β-干扰素的临床前研

究 

2017 年至 2020 年 

22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

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

心 

CD20,VEGF 和 TNF-α 单克隆抗

体的临床研究和产业化 
2018 年至 2020 年 

23 

重大新药创制科

技重大专项子课

题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 

课题名称：创新生物技术药评价

及标准化关键技术研究； 

子课题名称：昆虫细胞表达系统

2018 年至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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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 起止年限 

HPV 疫苗参考品原料研究 

24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创新抗病毒重组蛋白和病毒样

颗粒（VLP）疫苗孵化基地建设 
2011 年至 2014 年 

25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课题名称：生物药专利药的技术

再创新； 

子课题名称：CHO 细胞表达高

比活重组人 β-干扰素的产业化

研究 

2011 年至 2014 年 

26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子课题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课题名称：生物药专利到期药物

大品种技术再创新； 

子课题名称：人源化抗 VEGF

单抗 SCT510 的产业化开发 

2012 年至 2015 年 

27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子课题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课题名称：抗埃博拉病毒抗体

ZMapp 的研发和规模化制备研

究； 

子课题名称：埃博拉-ADCC 功

能优化的 Zmapp 抗体开发及战

略储备 

2015 年至 2018 年 

28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子课题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课题名称：应急医学药物新品种

研发及其关键创新技术体系； 

任务名称：假病毒体系的产业化 

2018 年至 2020 年 

29 
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子课题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课题名称：应急医学药物新品种

研发及其关键创新技术体系； 

任务名称：重要病毒抗原蛋白和

寨卡、登革热中和抗体研发 

2018 年至 2020 年 

 

（2）核心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情况 

序号 发表年度 论文名称 发表期刊 论文作者 

1 2011 

Intranasal immunization with 

recombinant HA and mast cell activator 

C48/80 elicits protective immunity 

against 2009 pandemic H1N1 influenza 

in mice 

PLoS ONE 

Shu Meng, Zhonghua Liu, 

Lili Xu, Li Li, Shan Mei, 

Linlin Bao, Wei Deng, Lina 

Li, Rongyue Lei, Liangzhi 

Xie, Chuan Qin, and Linqi 

Zhang 

2 2011 
重组人骨形态发生蛋白-2 原核表达及

单克隆抗体制备 

中国医学科学

院学报 

王婧；张杰；张颖；马宁

宁；谢良志 

3 2012 
重组人血小板 CD36 基因真核表达载

体的构建及蛋白表达 
中国输血杂志 

付丽辉；张杰；孙春昀；

陈麟凤；冯倩 

4 2013 
重组人白细胞介素-35 的真核表达及生

物活性 

中国医学科学

院学报 
马娟；谢良志 

5 2013 
鼠抗人血小板 CD36 分子单克隆抗体

的制备及活性分析 

中国实验血液

学杂志 

陈麟凤；张杰；杨嘉慧；

罗圆圆；庄远；李卉；冯

倩；汪德清 

6 2015 

Site-selective in situ growth of 

fluorescent polymer-antibody conjugates 

with enhanced antigen detection by 

signal amplification. 

Biomaterials 

Zhang L, Zhao W, Liu X, 

Wang G, Wang Y, Li D, Xie 

L, Gao Y, Deng H, Gao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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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表年度 论文名称 发表期刊 论文作者 

7 2016 

Evidences of Changes in Surface 

Electrostatic Charge Distribution during 

Stabilization of HPV16 Virus-Like 

Particles 

PLoS ONE 

JuanF.Vega, 

ErnestoVicente-Alique, 

RafaelNúñez-Ramírez, 

YangWang,  

JavierMartínez-Salazar 

8 2016 
抗人白介素-17RA 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及活性检测 

中国医学科学

院学报 
徐真真；孙春昀；谢良志 

9 2016 
H10N8 禽流感病毒血凝素中和抗体的

结合位点鉴定 

中国医学科学

院学报 

胡金芳；孙春昀；饶木顶；

谢良志 

10 2017 

Antibody-dependent-cellular-cytotoxicit

y-inducing antibodie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ost-exposure treatment of Ebola 

virus infection 

Scientific 

Reports 

Qiang Liu, Changfa Fan, 

Qianqian Li, Shuya Zhou, 

Weijin Huang, Lan Wang, 

Chunyun Sun, Meng Wang, 

Xi Wu, Jian Ma, Baowen 

Li, Liangzhi Xie, Youchun 

Wang 

11 2017 

Molecular and hydrodynamic properties 

of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HER2 extracellular domain and 

its homodimer: Experiments and 

multi-scale simulations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Vega JF, Ramos J, Cruz 

VL, Vicente-Alique E, 

Sánchez-Sánchez E, 

Sánchez-Fernández A, 

Wang Y, Hu P, Cortés J, 

Martínez-Salazar J 

12 2017 
重组人源化抗人 HGF 单克隆抗体鉴定

及其抗肿瘤活性研究 
免疫学杂志 

姚志伟；李丹；马保瑞；

张杰；孙春昀；谢良志；

盖文琳；盛望 

13 2017 
药物毒性研究中应激导致的多器官组

织病理学变化的探讨 
中国新药杂志 

林志；李伟；李珊珊；吕

建军；屈哲；霍桂桃；张

頔；杨艳伟；盖文琳；王

雪；李波 

 

（3）重要奖项获取情况 

发行人在业务经营过程中，通过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开展创新药研发业务，获得了多

项与其核心技术、创新药研发业务、技术研发人才团队相关的认证、荣誉或奖项，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授予时间 相关项目 授予单位 

1 北京科技研究开发机构 2018.6 /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 企业创新中心 2011.12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3 
真核细胞重组蛋白制备

平台 
2011.12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4 

北京市蛋白和抗体研发

及制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2012.5 /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5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新技术新产品（服

务）证书 

2012.7 

高通量、大批量

高速表达、纯化

重组蛋白和抗体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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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授予时间 相关项目 授予单位 

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

区管理委员会 

6 

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跨越

发展工程（G20 工程）

企业 

2010.10 /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关村科

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投资

促进局 

7 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 2013.9 /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8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

奖 
2014.1 

重要靶点的蛋白

及抗体产品关键

技术研究 

北京市人民政府 

9 
第六届国家癌症中心学

术年会荣誉证书 
2018.10 /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 

 

3、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1）核心技术人员的学历背景、专业资质 

序号 姓名 学历 毕业院校 专业 职称/资质 

1 谢良志 博士 麻省理工学院 
生物化工 /

生物技术 

首批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北

京市海外高层次人才”，教授级高工，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 

YANG 

WANG 

（王阳） 

博士 俄勒冈大学 生物化学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北京

市海外高层次人才” 

3 盖文琳 博士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

学 

免疫病理

与免疫毒

理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外高层次人

才”，教授级高工 

4 潘范彬 本科 无锡轻工业大学 生物工程 

获得国家药监局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培训证书、医药行业专业技术人才

培训证书 

5 张延静 硕士 北京化工大学 生物化工 副研究员 

6 孙春昀 硕士 四川大学 植物学 副研究员 

7 罗春霞 硕士 西安交通大学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副研究员 

 

（2）核心技术人员的重要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 

1）谢良志博士：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首创化学计量控制的动物细

胞高密度流加工艺技术，1994 年将抗体产量从 50 毫克/升提高到 2,400 毫克/升的领先水

平，为抗体药物规模化生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2002 年回国后，承担了多项国家“863”

计划，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课题。带领团队建立了国际一流的生物药研发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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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平台，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克了重组凝血八因子、长效干扰素-β、14 价

HPV 疫苗等高难度生物药生产工艺；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一系列具有同类最佳

（Best-in-Class）或“Me-better”潜力的创新生物药；2013 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发表论文/专著 29 篇，系 11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 

2）YANG WANG（王阳）博士：作为主要负责人承担了 3 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重大科技专项，并指导发行人研发人员完成了多项国家、省市级和区级科研项目，累计

发表科技论文与论著 50 余篇，发表于《Biomaterials》等国际优质期刊。YANG WANG

（王阳）先生于 2008 年获得美国化学协会颁发的“工业生物技术奖”。 

3）盖文琳博士：作为主要负责人承担了 1 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项，

并指导发行人研发人员完成了多项国家、省市级和区级科研项目，累计发表科技论文与

论著 10 余篇。 

4）潘范彬先生：作为主要负责人参与多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研发工作，推进全人

源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单抗的临床前研究、全人源抗 TNF-α 单克隆抗体的产业化。潘

范彬先生系 1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 

5）张延静女士：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重组全人源抗

TNF-α 单克隆抗体的产业化研究，目前该品种处于临床阶段；作为项目经理承担两项国

家科技部“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课题，完成高密度流加培养关键技术攻关工作；作为

项目骨干参与完成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抗癌抗体药物全人源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单抗和抗 CD20 嵌合单抗的临床前研制，现两品种均处于临床研究阶段；作

为项目骨干承担北京市科委研究项目，完成抗体研制平台建设工作中的工艺放大和优化

技术建立工作。张延静女士已发表论文 3 篇，2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2012 年在

“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一线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中被评为一线创新人

才先进个人，2014 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6）孙春昀女士：作为临床前研究项目负责人之一，全面负责蛋白抗体类创新药品

种的药物研发工作，负责候选药物的临床前研究的项目管理工作，参与临床前候选药物

的工艺研究，药效学研究和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方面的研究。孙春昀女士目前已推动多个

创新药品种进入临床前研究，其中 2 个项目进入临床申报阶段，1 个项目进入 I 期临床，

已负责并完成多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课题，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近 10 篇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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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获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孙春昀女士于 2010 年获得“北京市科技新星”称号，2011

年评选为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2014 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2016 年获得“中

国药学会-赛诺菲青年生物药物奖”。 

7）罗春霞女士：前期作为项目负责人全面领导了 14 价 HPV 疫苗品种的研究和开

发，完成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人源化抗 VEGF 单抗 SCT510 的产业化开发》课题，作

为核心人员完成了多项蛋白、抗体及病毒类产品和技术相关国家重大新药创制课题。近

期作为中试车间及 GMP 生产线生产负责人完成了多个产品的临床样品生产。罗春霞女

士在国外重要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 3 篇，4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罗春霞女士于

2012 年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一线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中被评为

一线创新人才先进个人，2014 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3）核心技术人员对公司研发的具体贡献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谢良志负责审核批准公司研发项目的立项，对项目的节点目标完

成情况进行评估，并对项目的继续或终止做出决定，是公司研发工作的决策人员；其他

核心人员分别负责公司研发活动中不同环节的工作。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工作职责和研

发项目的贡献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核心技术人员认定依据及其研

发工作职责 
研发贡献 

1 谢良志 

新药品种研发负责人，工艺开

发负责人：制定新药品种研发

靶点、目标，评价指标和标准，

制定研发策略和路径，制定品

种工艺开发和优化策略，研发

方案设计，解决重大技术问题 

1.领导新技术平台的持续研发和优化，新技术体

系的建立；2.领导建立多个重大品种的领先生产

工艺开发，工艺放大，和产业化研究；3.领导研

发多个具有成为同类最佳（Best-in-Class）或

“Me-better”潜质的创新生物药品种。 

2 

YANG 

WANG 

（王阳） 

生产和质量负责人：负责品种

的质量分析和质量控制以及

GMP 生产线的管理工作 

1.领导建立了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分子生物药质量

分析和控制技术平台；2.领导建立了全部在研临

床产品的质量分析技术体系、质量控制标准和质

量管理体系；3. 推动临床品种的产业化。 

3 盖文琳 

临床医学和运营负责人：负责

临床品种的临床医学和临床运

营 

1.领导建立了一支高效的临床研究运营和管理团

队；2.领导多个临床品种的医学研究、临床运营

和临床试验管理。 

4 潘范彬 

GMP 生产线设计和建设带头

人：负责中试 GMP 生产线，

大规模 GMP 生产线的工艺设

计、车间建设，车间认证 

1.完成了 1 条中试生产线的概念设计、工艺设计，

推动临床品种的产业化转化；2.完成了 2 条原液

生产线、1 条制剂灌装和冻干生产线的工艺设计、

车间设备安装和调试，以及车间验证；3.推动在

研品种的产业化。 

5 张延静 

工艺开发责任人：负责在研品

种的细胞培养和纯化工艺开发

和优化 

1.带领团队建立了动物细胞培养和纯化生产工艺

平台技术体系；2.完成了多个生物药品种的生产

工艺开发和中试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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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核心技术人员认定依据及其研

发工作职责 
研发贡献 

6 孙春昀 
新药发现责任人：负责创新生

物药品种的上游研发 

带 领 团 队 成 功 获 得 多 个 具 有 同 类 最 佳 或

“Me-better”潜质的创新生物药。 

7 罗春霞 

生产责任人：负责生产车间的

生产工艺，生产规划，和生产

管理 

1.带领团队完成临床样品的中试 GMP 生产；2.带

领团队完成生产工艺技术转移；3.带领团队完成

产品上市前的工艺验证。 

 

4、发行人研发人员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共有员工 883 名，其中研发人员 657 名，占员工总

数 74.41%；研发人员中 36 人拥有博士学位。 

5、发行人在研项目情况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发行人在研产品管线整体进度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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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代码/描述 
疾病 

类型 
适应症 

单药/ 

联合 
临床前研究

① 
临床研究 上市 权益

②
 类别 I 期 II 期 III 期 申请 

生 
物 
类 
似 
药 

单 
克 
隆 
抗 
体 

SCT510/贝伐珠单抗 肿瘤 实体瘤 联合 

 

      全球
③

 

SCT630/阿达木单抗 自免 银屑病；类风湿关节炎等 单药 
 

      全球 

创 

新 

药 

疫 
苗 

SCT1000/14 价 HPV 
疫苗 

预防性 
疫苗 

预防 HPV 感染引起的 
宫颈癌等 

单药 
 

      全球 

重 

组 

蛋 

白 

 

SCT800/重组八因子 
甲型 

血友病 

按需治疗（≥12 岁） 单药 
 

     
 全球 

预防治疗（≥12 岁） 单药 
 

     
 全球 

预防治疗（＜12 岁） 单药 
 

     
 全球 

SCT300/长效 IFN- 

肿瘤 实体瘤 联合 
 

     
 全球 

自免 多发性硬化症 单药 
 

     
 全球 

SCT520FF/VEGF Fab 
眼科 
疾病 

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单药 

 

     
 全球 

 

 

 

 

 

 

 

 

 

 

 

 

 

 

 

 

 

 

单 

克 

隆 

抗 

体 

SCT400/CD20 单抗 肿瘤 非霍奇金淋巴瘤 联合 
 

     
 全球  

SCT200/EGFR 单抗 肿瘤 

结直肠癌
④

3L 单药 
 

     
 全球  

头颈鳞癌 2L 单药 
 

     
 全球 

头颈鳞癌 1L 联合 
 

     
 全球 

三阴乳腺癌 2L 单药 
 

     
 全球 

食管鳞癌 2L 单药 
 

     
 全球 

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3L 单药 
 

     
 全球 

实体瘤
⑤

2L 或以上 单药 
 

     
 全球 

SCT-I10A/PD-1 单抗 肿瘤 

实体瘤或淋巴瘤
⑥

2L 
或以上 

单药 
 

     
 全球 

头颈鳞癌 2L 单药 
 

     
 全球 

头颈鳞癌 1L 联合 
 

     
 全球 

食管鳞癌和结直肠癌 联合        全球 

胃腺癌 1L 单药        全球 

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联合        全球 

SCT510A/VEGF 单抗 
眼科 
疾病 

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单药 

 

     
 全球 

 

SCT640A/TNF-α单抗 自免 银屑病；类风湿关节炎等 单药 
 

     
 全球 

SCT650A/IL17 单抗 自免 银屑病；强直性脊柱炎等 单药 
 

     
 全球 

SCTB54/双特异抗体
⑦

 
肿瘤 实体瘤 联合 

 

     
 全球 

SCT520F/VEGF 单抗 肿瘤 实体瘤 联合 
 

     
 全球 

SCT720/ERBB2 单抗 肿瘤 HER2 阳性实体瘤 联合 
 

     
 全球 

SCT210/EGFR 单抗 肿瘤 实体瘤 联合 
 

     
 全球 

SCTC21/CD38 单抗 肿瘤 CD38 阳性血液肿瘤 单药 
 

     
 全球 

SCTB72/双特异抗体
⑧

 
肿瘤 HER2 阳性实体瘤 联合 

      
 全球 

SCTB07/双特异抗体
⑨

 
肿瘤 实体瘤 联合 

 

     
 全球 

SCTB03/双特异抗体
⑩

 
肿瘤 实体瘤 联合 

 

     
 全球 

SCTI04/4-1BB 单抗 肿瘤 实体瘤 联合 
 

     
 全球 

SCTI13/CD47 单抗 肿瘤 实体瘤；血液肿瘤 联合 
 

     
 全球 

CarT 
细胞 

SCTA12/双靶点 肿瘤 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 单用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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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红框内候选生物药为发行人的主要产品。 

2、自免指自身免疫性疾病。 

3、1L 指一线治疗；2L 指二线治疗；3L 指三线治疗。 

4、其他释义： 

①临床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候选药物阶段，成药性评价阶段及工艺开发临床前研究阶段；②指商

业化授权区域；③指除中国以外；④指 RAS 野生型；⑤实体瘤包括：包括胃癌/胃食管交界处癌、

肝细胞癌、胰腺癌、胆管/胆囊癌、肾细胞癌、卵巢癌等；⑥实体瘤或淋巴瘤：分为剂量探索阶段和

适应症扩大入组阶段。其中，剂量探索阶段不分瘤种，在晚期实体瘤或淋巴瘤受试者进行剂量递增；

适应症扩大入组阶段拟纳入 MSI-H 晚期实体瘤、晚期肝细胞癌、晚期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晚

期食管鳞癌、晚期结直肠癌和其他晚期实体瘤或淋巴瘤；⑦VEGFR2 单靶点双特异抗体；⑧ERBB2

单靶点双特异抗体；⑨PD-L1 和 TGF-β 双靶点双特异抗体；⑩CTLA4+OX40 双靶点双特异抗体。 

 

6、发行人已授权的专利情况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拥有 8 项已授权专利，除发行人子

公司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合作开发一项专利外，该等专利系发行人子公司在其开

展创新药技术研发或创新药研发业务过程中独立自主开发并申请，发行人已获授权专利

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类别 专利号 申请人 申请日 
授权 

公告日 

1 
一种抗 vWF 单克隆抗体

及其应用 
发明 ZL201010603667.2 

神州细胞

工程 
2010.12.24 2014.6.18 

2 
一种可用于外源基因表达

的载体及细胞株筛选方法 
发明 ZL201010603674.2 

神州细胞

工程 
2010.12.24 2014.10.29 

3 一种优化的单克隆抗体 发明 ZL200610012001.3 
神州细胞

工程 
2006.5.26 2009.6.3 

4 人源抗体及其表达 发明 ZL200610012002.8 
神州细胞

工程 
2006.5.26 2011.4.13 

5 

人肾母细胞瘤过度表达基

因编码蛋白酶联免疫试剂

盒 

发明 ZL201310736748.3 
神州细胞

工程 
2013.12.30 2016.9.28 

6 

抗甲型 H1N1 猪流感病毒

血凝素蛋白单克隆抗体及

双抗夹心 ELISA 试剂盒 

发明 ZL201310736750.0 
神州细胞

工程 
2013.12.30 2018.5.18 

7 

ELISA 方法定量测定人血

清 中 重 组 人 鼠 嵌 合 抗

CD20 单克隆抗体浓度 

发明 ZL201410640266.2 

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

瘤医院、

神州细胞

工程 

2014.11.13 2016.6.22 

8 

一种中和人感染 H7N9 甲

型流感病毒的抗体及其用

途 

发明 ZL201410081962.4 
神州细胞

工程 
2014.3.7 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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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项目 
2019 年 

9月 30日 

2018 年 

12月 31日 

2017 年 

12月 31日 

2016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万元） 84,015.08 53,975.86 48,693.88 42,167.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万元） 
20,790.55 -2,236.46 17,544.48 8,339.1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6.54% 31.98% 33.74% 55.92% 

资产负债率（合并） 75.67% 104.42% 65.53% 80.94% 

项目 2019 年 1-9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255.63 294.57 599.27 9,812.58 

净利润（万元） -60,333.97 -45,952.76 -14,587.44 -1,395.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万元） 
-60,040.62 -45,325.82 -14,127.96 -1,214.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45,689.46 -32,054.69 -20,556.61 -10,670.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5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1.5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0% -681% -156%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万元） 
-31,584.00 -8,801.93 -9,327.86 -4,027.93 

现金分红（万元） - - - -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五）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1、尚未盈利及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风险 

发行人的主要业务是单克隆抗体、重组蛋白和疫苗等生物药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且所有在研药品仍处于研发阶段。发行人从事上述业务需要大量的资本开支。基于发行

人将大部分资源用于研究和开发、在研药品目前尚未获批上市实现销售收入等原因，截

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2016 年、2017 年度、

2018 年度和 2019 年 1-9 月，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214.29 万元、

-14,127.96 万元、-45,325.82 万元和-60,040.6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0,670.39 万元、-20,556.61 万元、-32,054.69 万元及-45,689.46 万

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23,779.19 万元。根据发行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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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告审计基准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发行人预计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负

债总额将大于资产总额，净资产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将由正转负。 

发行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尚未盈利及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并将面临如下潜

在风险： 

（1）发行人的资金状况、研发投入、业务拓展、人才引进、团队稳定等方面可能

受到限制或影响 

在研药品产生销售收入之前，发行人需要完成临床开发、监管审批、市场推广等经

营活动。自成立以来，发行人的业务运营已耗费大量现金（详见上市保荐书之“一、本

次证券发行的基本情况”之“（五）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之“4、财务风险”之“（2）

发行人可能发生营运资金周转不足的风险”）。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发行人营运资

金依赖于外部融资，如经营发展所需开支超过可获得的外部融资，将会对发行人的资金

状况造成压力。 

发行人资金状况面临压力，一方面，可能导致发行人推迟研发、生产设施的建设及

更新，推迟现有在研药品的临床试验开展，放弃具有更大商业潜力的药品研发，影响在

研药品有关的销售及市场推广等商业化进程，甚至无法及时向供应商或合作伙伴履约，

从而对发行人业务前景、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可能影响发行人

员工薪酬的发放和增长，从而影响发行人未来人才引进和现有团队的稳定，阻碍发行人

研发及商业化目标的实现，损害发行人成功实施业务战略的能力。 

（2）发行人无法保证其产品获得市场认同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尚无产品获得药品注册批件，亦未实现任何药品

销售收入。即使发行人的在研药品取得监管部门的上市批准，该等拟推向市场的产品仍

有可能无法取得医生、患者、其他客户和医疗界其他人士的足够认可，医生、患者可能

更倾向于选择其他产品。例如，甲型血友病等慢性病患者可能仍习惯于既有产品或治疗

方案，不愿意尝试发行人的产品；医学界已有成熟的化疗和放射疗法等癌症治疗方法，

医生可能会继续采取该等疗法，而将发行人的在研药品排除在外。如果发行人的在研药

品未能达到足够的接受程度，或有较之于发行人产品更被市场所接受的新产品或技术问

世，且该等新产品或技术更具成本效益，则会对发行人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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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在未来一定期间可能无法盈利或无法进行利润分配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仍处于产品研发阶段，研发支出较大，发行人尚

无药品获得商业销售批准，亦无任何药品销售收入，因此，发行人未来一定期间无法盈

利或无法进行利润分配。发行人未来一定期间内亏损净额的多少将取决于发行人药品研

发项目的数量及范围、与该等项目有关的成本、获批产品进行商业化生产的成本、发行

人产生收入的能力等方面。如发行人在研药品未能完成临床试验或未能取得监管部门批

准，或未能获得市场认可及商业化，发行人可能将始终无法盈利；即使发行人未来能够

盈利，亦可能无法保持持续盈利。预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发行人短期内无法

现金分红，将对股东的投资收益造成一定程度不利影响。 

（4）发行人的收入可能无法按计划增长，发行人亏损可能持续扩大 

发行人存在的累计未弥补亏损及持续亏损情形可能导致发行人在资金状况、研发投

入等方面无法满足其产品研发、上市获批、生产、市场推广及销售等方面的需求，进而

对发行人未来销售收入的取得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其存在增长不及预期的风险。如

发行人在其产品商业化后未能按计划实现收入增长，则可能导致发行人亏损进一步增

加。 

（5）发行人上市后触及终止上市标准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1-9月的研发投入分

别为12,020.20万元、18,917.30万元、43,477.25万元及35,699.28万元。发行人未来仍可能

保持金额较大的研发支出，但无法确保研发成功，或者虽然研发成功，也可能无法实现

盈利。届时，发行人未盈利状态可能持续存在或累计未弥补亏损持续扩大，进而可能触

发《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四节财务类强制退市条款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将产生退市风

险；如发行人在上市后不能得到广大投资者的充分认可，发行人可能存在触发《上市规

则》第12.3.1条规定的交易性强制退市条件的风险；如发行人上市后发生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则可能因此被强制退市。 

（6）投资者可能面临投资亏损的风险 

创新药的研发过程中常伴随着较大的失败风险，可能导致研发失败或不能获得监管

部门的审批，发行人可能无法成功研发及推广所有在研药品，导致发行人无法顺利从药

物商业化过程中取得收入，造成公司持续亏损。公司持续亏损会降低公司价值，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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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未来上市后的股价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造成发行人触发《上市规则》规定的强

制退市条件的风险，并导致投资者损失全部或部分投资。 

2、技术风险 

（1）与新药研发相关的产品研发策略、临床研发进度及结果、在研药物的审评审

批、委托第三方合作等风险 

1）发行人无法保证执行其制定的产品研发策略可实现预期目标 

发行人结合自身研发能力、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了产品研发方向，制定

了产品研发策略。发行人在实施研发策略过程中可能出现研发能力不足、研发速度延缓、

相关产品的实际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竞争对手先于发行人推出同类竞品等情况，上述情

况可能导致发行人错失相关产品的最佳市场开发时机、产品研发失败、无法收回相关研

发投入等情形，发行人在执行相关产品研发策略过程中可能无法取得预期目标，发行人

的业务和财务状况可能因此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在相关产品的临床前研发工作中进行了较大的投入，发行人能否成功完

成临床前研发工作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 

为使产品在临床药效、生产工艺等方面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降低产品临床失败风

险，提高新药可及性，增强产品上市后的竞争力，发行人在相关产品的临床前研发工作

中进行了较大的投入。截至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和 2019 年 9 月末，发行

人的临床前研发人员分别为 181 人、188 人、303 人和 369 人，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 年度和 2019 年 1-9 月，发行人临床前研发费用投入分别为 7,416.53 万元、14,282.17

万元、14,189.01 万元和 9,764.61 万元。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现有产品管

线的平均临床前研发时间约为 5.7 年，发行人现有产品管线中尚有 15 个研发品种未进

入临床申报阶段。 

但发行人完成临床前研发工作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1）发行人对其产品制定了较

高的临床前研发目标，发行人可能需就此在人员、费用方面进行更多的投入，或发行人

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发行人亦可能最终无法获得符合该等研发目标的临床前研究

结果；（2）上述临床前研究阶段的产品存在因临床前研究结果不足以支持进行新药临床

试验申请（IND）或相关申请未能获得监管机构审批通过，从而无法获得临床试验批件

的风险。发行人的相关临床前产品可能无法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并最终上市，或虽进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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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研究阶段并上市，该等产品可能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不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或发行人

竞争对手的产品先于发行人开展临床试验或者相关领域出现突破性进展。如出现上述情

形，发行人可能无法收回临床前研发成本，发行人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可能因此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在研药物的临床试验进度可能不如预期，发行人对其在研药物的商业化

能力可能因此被削弱 

发行人于其在研药物取得上市批准前必须进行各种临床试验，以证明在研药物对于

人体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发行人在临床试验时可能遇到各种事件，导致其可能延迟或无

法获得监管批准或将候选药物商业化，包括但不限于：（1）政府机构或伦理委员会或临

床机构内部可能不同意发行人或研究者启动临床试验，或不同意发行人或研究者在试验

中心进行临床试验；（2）由于同一临床试验中不同的 CRO 及试验中心要求的条款可能

大不相同，发行人可能无法与 CRO 及试验中心达成协议；（3）发行人可能由于缺乏符

合资格的人员、设备、原材料或重要供应商，致使无法及时生产或提供足够并符合质量

标准的候选药物用于临床试验；（4）发行人候选药物的临床试验可能产生负面或无效结

果，发行人可能需补充、完善临床试验或放弃药物开发项目；（5）发行人对候选药物临

床试验所需要的受试者人数预计不足、临床试验招募的合格受试者少于预期、受试者的

退出率高于预期，进而导致临床研究终点指标无法达到统计学标准，临床研究进展缓慢，

临床研究提前终止等后果；（6）发行人的第三方合作机构（包括 CRO、研究者等）未

能遵守监管规定或未能及时履行对发行人的合同义务；（7）发行人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暂

停或终止候选药物的临床试验，包括发现临床治疗效果未及预期或其他未预期的特征或

发现受试者面临不可接受的健康风险；（8）政府机构或伦理委员会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要

求发行人或研究者暂停或终止临床研究或不支持临床研究的结果；（9）发行人候选药物

可能导致发生负面事件，监管机构可能因此要求或发行人可能因此主动中断、延迟、限

制或停止临床试验；（10）发行人候选药物的临床试验成本可能高于预期。 

临床试验的推迟可能导致发行人开发成本增加、候选药物的专有权期间缩短或发行

人的药品晚于竞争对手的药品上市。上述情况可能削弱发行人候选药物的商业化能力，

并对发行人的业务及经营结果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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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人在研药物的临床试验结果可能不如预期，发行人可能无法按照预期推出

产品，或者在推出未达预期药效的产品后无法取得预期的市场销售份额 

发行人能否在其开展临床试验过程中取得预期的临床试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初期

临床试验结果的良好未必预示后期临床试验的成功，临床试验的中期结果也不必然预示

最终结果。如发行人在研药物的临床试验结果不如预期，可能导致发行人取得候选药物

药品注册批件的时间延迟、取得的药品注册批件较预期的适应症范围窄，甚至无法取得

药品注册批件，或导致发行人取得药品注册批件后药物退市。发行人可能因此无法按照

预期推出产品，并对发行人的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发行人致力于开发同类最佳（Best-in-Class）或“Me-better”的产品，但因

为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或未知的科学风险，发行人的研发产品可能最终不能在临床研

究或临床应用中显现出同类最佳（Best-in-Class）或“Me-better”的效果。倘若发行人

的上市药品未能达到同类最佳或“Me-better”效果，则发行人产品的上市或销售可能因

此受到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发行人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5）发行人在研药品申请上市批准方面经验有限，可能无法完成在研药物的审评审

批流程，或在研药物的审评审批进度及结果可能不及预期，其在研药品的新药上市申

请可能无法按预期取得监管机构的批准 

在研药品涉及的审评审批流程复杂，药品上市许可的取得耗时长、成本高、不确定

性较大。任何候选药物获批上市前，发行人须在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中证明药品的安

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保证其生产设施、质量控制、生产流程符合 GMP 标准，

同时，发行人须接受监管机构的持续检查，例如，在发行人 SCT800 产品的首轮上市申

请和SCT400产品的上市申请获国家监督管理部门受理后，监管机构将进一步对SCT800

和 SCT400 进行现场核查，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正在进行有关上述现场核

查的准备工作。 

发行人尚无成功申请监管机构批准发行人在研药品的经验，并面临多种可能导致其

在研药品未获监管批准或者审批过程延迟等不可控情形的因素，该等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1）未获得监管机构批准而未能开始或完成临床试验；（2）未能证明在研药品安全有

效，或者临床结果不符合批准所需的统计显著性水平；（3）监管机构不同意发行人对临

床前研究或临床试验数据的诠释；（4）审评审批政策的变动导致发行人的临床前及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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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不足或要求发行人修订临床试验方案以获得批准；（5）发行人未能按照监管规定或

既定的临床试验方案进行临床试验；（6）临床试验场所、研究人员或发行人的临床试验

中的其他参与者偏离试验方案，未能按照规定进行试验或退出试验等；（7）同类领域申

报的临床研究较多，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审评速度放缓，以 PD-1/PD-L1 为例，随着进

入 PD-1/PD-L1 抗体研究领域的企业数目进一步增多，申报的临床研究和上市注册品种

可能不断增加从而降低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审评速度，进而影响发行人 SCT-I10A 的临

床和注册审批速度；（8）发行人未能满足 GMP 标准或其他药品生产方面的监管要求。 

若发生上述任何因素，发行人无法就其在研药品获得新药上市的批准，或该等批准

包含重大限制，则发行人在研药品的目标市场将可能减少、市场潜力将可能削弱，从而

对发行人的业务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6）发行人委托的第三方可能出现未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履行合同未达预期或未能

遵守监管规定的情形 

发行人和其委托的 CRO、研究者、试验中心在开展临床试验中须遵守 GCP，监管

部门也会视察该等主体执行相关 GCP 的情况。发行人不能确保其委托的第三方在试验

活动中的所有行为均遵守 GCP 并能通过监管机构的视察。如果第三方未能完整履行合

同义务、履行合同未达预期或未能遵守 GCP 规定，发行人获得的临床试验数据准确性、

合规性将受到影响，可能导致相关监管机构不接受发行人的临床数据、临床试验推迟甚

至终止、发行人的候选药物无法获得监管机构的审批或实现商业化，进而对发行人的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变更第三方亦可能导致发行人增加额外的成本及延迟，从而可能会影

响发行人预期的开发时间表。 

2、发行人的药物治疗领域可能出现突破性创新药物或技术升级迭代的情形 

创新药的开发及商业化竞争十分激烈，且可能受到快速及重大技术变革的影响。

发行人面临来自全球主要医药公司及生物技术公司的竞争，部分竞争对手有可能开发

出在疗效和安全性方面显著优于现有上市药品或发行人同类在研产品的创新药物，若

前述药物在较短周期内获批上市，实现药品迭代，将对发行人产品和经营造成重大冲

击。发行人需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跟踪和前沿研究，如果发行人在新技术和新产品

研发上不能持续投入并实现突破性进展，可能将导致发行人无法实现技术平台的升级

换代，从而丧失研发竞争优势并对发行人现有在研产品产生重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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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发行人知识产权无法得到充分保护或被侵害，则将对发行人药品商业化产生

不利影响 

发行人致力于新药的研发与生产，需通过提交专利申请以及结合使用商业秘密保护

等方法来保护在新药的研发与生产过程中对发行人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在研药品及技

术。如果发行人无法为发行人的候选药物取得及维持专利保护，或所取得的专利保护范

围不够广泛，第三方可能开发及商业化与发行人相似或相同的产品及技术，并直接与

发行人竞争，从而对发行人成功商业化相关产品或技术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发行人亦可能面临其他公司或个人伪造发行人产品或其他侵犯发行人知识产权的

情况。若对侵犯发行人知识产权的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制止，可能会对发行人的产品

竞争力、品牌形象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为打击侵权或未经授权的使用，发行人

未来可能需要通过诉讼来维护发行人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或确认发行人的自主知识产

权或他人的专有权利的有效性和范围。该等措施成本高、耗时久且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在侵权诉讼中，法院可能会判定发行人拥有的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属无效或无

法行使，或有可能拒绝禁止另一方使用有争议的技术，任何诉讼程序中的不利后果均有

可能导致发行人的专利以及专利申请失效、无法执行、无法获得授权或解释范围被缩小，

进而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4、如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则发行人可能无法保持技术竞争优势 

核心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是发行人持续创新、长期保持技术优势的重要

基础。发行人与其他制药和生物科技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人才方面存在激烈竞争。

如果发行人不能维持技术人员队伍的稳定，并不断吸引优秀技术人员加盟，发行人可能

无法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如果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发行人可能无法及时物色到适合的人

选来替代离职核心技术人员。对人才的激烈竞争可能会导致发行人的薪酬成本大幅增加，

并对发行人产品的开发以及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经营风险 

（1）发行人无法确保成功实现在研产品的商业化，或者商业化的效果可能不达预

期 

发行人的业务前景及盈利能力取决于在研产品的商业化能力。发行人无法确保在研

产品能够取得新药上市批准，即使发行人的在研产品未来获准上市，发行人在研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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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前景亦存在不确定性，可能面临无法取得预期商业化结果的情形。 

1）发行人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在研产品获得上市批准后可能无法达到销售预期 

药物研发成功后，需要经历市场开拓及学术推广等过程才能实现最终的产品上市销

售。若发行人获准上市的药物未能在医生、患者、医院或医学与医疗领域其他各方取得

市场认可，将对发行人成功实现商业化并获得经济效益造成不利影响。 

即使发行人在研药物未来获准上市并取得市场认可，因发行人所处的药品市场竞争

激烈，在任何时期均可能出现较公司在研药物更能为市场接受、更具成本效益优势的同

类产品，发行人的已上市产品可能因此滞销，无法达到销售预期。 

2）发行人营销团队正在组建中，如团队招募及发展不达预期，将影响公司未来对

产品的商业化能力 

发行人尚无市场推广和销售经验。随着发行人的研发及产品商业化进程的推进，发

行人需要组建营销团队以进行市场学术推广、销售服务支持等市场开拓活动。截至本上

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正在为 SCT800 和 SCT400 的商业化组建营销团队。如发行人

在营销团队的招募、培训等方面不达预期，或营销团队人员大量流失，发行人未来进行

商业化推广能力将因此受限，发行人的经营表现及财务状况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3）发行人相关产品销售可能因未进入或延迟进入医保目录受到不利影响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的产品均未实现上市销售，尚无确定的产品定价

信息，尚无法确定符合患者经济负担能力并获市场认可的产品销售价格水平。如未来发

行人未能制定合理的产品价格，发行人的产品可能因定价偏高导致其销量不及预期。 

为提高发行人产品在患者可支付能力等方面的竞争力，发行人在其产品上市后，将

寻求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但发行人的产品能否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或其进入医保目录的时

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发行人产品在进入医保目录前无法进行医保报销，其实现商业销售

依赖于患者自付费用，该等情形将影响公司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即使未来发行人产品进

入医保目录，政府部门亦可能限制销售价格或者限制报销比例，进而影响发行人的盈利

能力。 

4）发行人相关产品的销售可能因未进入国家集采目录受到不利影响 

《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中对药品品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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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国家组织集中采购和使用药品品种从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含按化学药

品新注册分类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遴选产生。扩大国家组织集中采

购和使用药品品种范围，重点选择竞争较为充分的品种。”2020 年 1 月公布的全国药

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中的品种均为临床需求量大且竞争充分的化学药。相比于化学药，

生物药目前临床需求量较小且同一通用名下竞品较少，短期内不会面临进入国家集采目

录的风险。如果未来生物类似药集中上市，并且生物药渗透率得到极大提高，不排除同

一通用名下竞争充分的生物药品种进入国家集采目录。此外，鉴于 2020 年 1 月武汉在

全国率先启动胰岛素带量采购议价谈判，不排除部分省市地区会加快推进生物药进入地

区集采目录。在上述情况下，如发行人相关产品的临床进展或审评审批进度落后于竞品，

将可能面临在发行人产品上市之前竞品已实施带量采购或者因为竞争激烈而无法进入

国家集采目录的情况，导致发行人相关产品无法进入集采目录而影响产品销售，并对发

行人的经营表现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 

5）发行人相关产品的利润率可能因同类竞争产品的降价情况受到不利影响 

发行人 SCT400、SCT510、SCT200、SCT630 以及 SCT-I10A 产品尚处于在研阶段，

但我国相关治疗市场已有与该等产品相竞争的上市产品（包括美罗华®、安维汀®、泰

欣生®、修美乐®以及信迪利单抗）。如下表所示，受医保谈判等因素影响，近年来该等

竞争产品均采取了降价策略，且其价格降幅相对较大： 

发行人产品 竞品名称 规格 年度 降价幅度 竞品及进入医保情况 

SCT400 

（利妥昔单

抗/CD20 单

抗） 

美罗华® 

（利妥昔

单抗） 

100mg 

2017 年 29.2% 

1、无美罗华®的竞品上市或进入国家医保； 

2、美罗华®通过谈判准入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医保

目录公布价格为 2,418 元/100mg，较进入医保前的

中位中标价格 3,416 元/100mg 下降 29.2%。 

2018 年 5.1% 

1、无美罗华®竞品上市或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2、美罗华®本年度中位中标价格为 2,294 元

/100mg，较 2017 年医保公布价格 2,418 元/100mg

下降 5.1%。 

2019 年 0% 

1、美罗华®的竞品汉利康®上市并进入国家医保； 

2、美罗华®通过常规准入续约国家医保目录，进

入国家医保目录后价格为 2,294 元/100mg，与 2018

年度中位中标价持平。 

SCT510 

（贝伐珠单

抗/VEGF 单

抗） 

安维汀® 

（贝伐珠

单抗） 

100mg 2017 年 61.4% 

1、无安维汀®的竞品上市或进入国家医保； 

2、安维汀®通过谈判首次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进

入目录后价格为 1,998 元/100mg，较进入医保前价

格 5,176 元/100mg 下降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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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产品 竞品名称 规格 年度 降价幅度 竞品及进入医保情况 

2018 年 3.2% 

1、无安维汀®竞品上市或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2、安维汀®本年度中位中标价格为 1,934/100mg，

较 2017 年医保价格 1,998 元/100mg 下降 3.2%。 

2019 年 未公布 

1、安维汀®的竞品安可达®上市； 

2、安维汀®通过常规准入续约国家医保目录，进入

目录后价格未公布。 

SCT200 

（尼妥珠单

抗/EGFR 单

抗） 

泰欣生® 

（尼妥珠

单抗） 

50mg 

2017 年 28.1% 

1、无泰欣生®的竞品上市或进入国家医保; 

2、泰欣生®通过谈判准入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进

入目录后价格为 1,700 元/50mg，较进入医保前价

格 2,366 元/50mg 下降 28.1%。 

2018 年 0% 

1、泰欣生®的竞品爱必妥®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2、竞品爱必妥®适应症和通用名与泰欣生®均不一

致。泰欣生®2018 年中位中标价与 2017 年持平。 

2019 年 未公布 
泰欣生®通过常规准入续约国家医保目录，进入目

录价格未公布。 

SCT630 

（阿达木单

抗） 

修美乐® 

（阿达木

单抗） 

40mg 

2017 年 / 修美乐®未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2018 年 / 

修美乐®未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也无竞品上市或进

入国家医保目录，其年度中位中标价格变动与上述

因素无关。 

2019 年 83.0% 

1、修美乐®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其竞品格乐立®

和安健宁®上市； 

2、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前，修美乐®价格从 7,593

元/40mg 降至 3,160 元/40mg，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后，价格进一步降至 1,290 元/40mg，以上降幅合

计 83.0%。 

SCT-I10A 

（PD-1 单

抗） 

信迪利单

抗 
100mg 

2017 年 / 信迪利单抗尚未上市。 

2018 年 / 

1、信迪利单抗尚未上市； 

2、信迪利单抗的竞品欧狄沃®（纳武利尤单抗）、

可瑞达®（帕博利珠单抗）、拓益®（特瑞普利单抗）

上市。 

2019 年 63.7% 

1、信迪利单抗的竞品艾瑞卡®（卡瑞利珠单抗）、

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上市； 

2、上述 5 种上市竞品均未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3、信迪利单抗上市后通过谈判准入进入国家医保

目录，进入目录后价格为 2,843 元/100mg，较 2019

年度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前的价格 7,838 元/100mg

下降 63.7%。 

注：“/”表示不适用；药品年度中位中标价格为当年该药品在各省中标价格的中位数。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网站及 Frost & Sullivan 分析 

 



3-1-3-25 

发行人上述产品上市后，其上述产品所处治疗市场的竞争态势预期更为激烈，而发

行人亦将寻求通过医保谈判的方式将上述产品纳入医保目录。根据公开信息，2017 年，

进入医保的新增药品共计 36 个，平均降价幅度为 44.0%；2018 年，进入医保的新增药

品共计 17 个，平均降价幅度为 56.7%；2019 年，进入医保的新增药品共计 70 个，平均

降价幅度为 60.7%；2019 年，进入医保目录的续约药物共计 27 个，平均降价幅度为 26.4%。

基于以上情况，发行人预计在其上述产品上市后亦需采取降价策略，其价格较竞品的价

格降幅在 10%~30%区间，发行人的销售收入、毛利率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并可能为加

强市场推广力度需支出更多的销售费用，影响发行人的营业利润。 

在上述情形下，如发行人未能采取有效商业化措施而在相关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或者发行人产品的定价较低而又未能有效控制相关产品的生产成本或市场推广成本，发

行人相关产品的利润率可能大幅降低，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可能不及预期，发行人的经营

表现及财务状况可能因此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在创新药市场面临多方面竞争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的主要产品尚未实现商业化，但其所处治疗市场

已拥有较多的已上市竞品或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竞品，部分已上市竞品亦已进入医保目

录。发行人相关产品在入组、未来的市场销售等方面面临激烈的竞争态势。如发行人未

能招募足够的受试者，发行人相关产品的商业化进程可能延迟；如发行人于其主要产品

实现商业化后未能在治疗效果、成本控制、定价等方面取得预期优势，发行人相关产品

可能因其在市场中不具竞争力无法取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发行人的业务经营可能因此受

到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各项主要产品主要面临如下竞争风险： 

1）SCT800 存在无法在既有治疗市场中取得一定份额、未能按预期开拓增量市场，

或被新一代治疗技术所替代的风险，发行人可能无法就 SCT800 获得预期的销售业绩 

SCT800 产品是发行人自主研发的重组凝血八因子蛋白产品，拟用于治疗甲型血友

病。SCT800 的同类上市品种和在研品种较多，尽管目前此类药物仍存在价格昂贵、供

应紧张的问题，未来市场竞争仍可能较为激烈，一方面，目前我国市场上有包括血源性

凝血八因子、重组凝血八因子、双特异抗体在内的多种类型的甲型血友病治疗药物，另

一方面，就重组凝血八因子药物而言，截至 2020 年 3 月 9 日，我国有 4 个重组八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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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 1 个双特异抗体产品已获批上市，4 个产品已提交上市申请，5 项正在开展的 III

期临床试验，1 项正在开展的 I 期临床试验。受限于甲型血友病为罕见病、产品供应、

价格和支付能力等多方面原因，国内 2018 年凝血八因子市场规模仅有约 12.4 亿元。

SCT800 上市后对增量市场的开拓情况亦可能因患者支付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如果未来我国双特异性抗体药物的价格大幅度下降，或 RNA 干扰产品、基

因治疗产品等新一代治疗技术获批上市并获得较高的市场接受度，亦可能对我国凝血八

因子市场产生冲击。发行人不能保证 SCT800 上市后获得预期的销售业绩。如销售业绩

未达预期，发行人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可能因此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2）SCT200 存在其临床疗效方面未能取得显著优势、未能获批新适应症或未能较快

进入医保目录的风险，SCT200 的市场规模可能不及预期 

SCT200 产品为发行人自主研发的全人源 EGFR 单抗（IgG1 亚型），正在开展 EGFR

高表达的结直肠癌、头颈鳞癌、三阴乳腺癌、食管癌、鳞状非小细胞肺癌等多种实体瘤

的临床研究。目前相同靶点的进口单克隆抗体产品西妥昔单抗及国产尼妥珠单抗已上市

销售并进入医保目录，且有多个西妥昔单抗生物类似药处于后期临床研究阶段。未来产

品上市时，如 SCT200 在其他同类抗体已获批的结直肠癌、头颈癌、鼻咽癌适应症方面

未能呈现显著的临床疗效优势，或在其与 PD-1 抗体的组合治疗临床研究中未能显示临

床疗效优势，或未能获批新适应症，或未能较快进入医保目录，则 SCT200 可能在一定

时期内面临定价和销售的压力，SCT200 的市场规模可能不及预期，进而影响其前期研

发投入的回收和经济效益的实现。 

3）SCT400 存在竞争对手先于发行人向市场推出同类产品或发行人未能采取有效措

施应对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态势的风险，SCT400 产品上市后市场推广可能受到不利影

响 

SCT400 产品为发行人参照进口品种利妥昔单抗（美罗华®）研制的人鼠嵌合抗 CD20

单克隆抗体新药，拟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受理 SCT400 产品的上市申请。SCT400 产品的竞品较多，截至 2020年 3月 9日，

我国有 2 个产品已获批上市，3 个产品已提交上市申请，5 项正在开展的 III 期临床试

验，1 项正在开展的 II 期临床试验，7 项正在开展的 I 期临床试验，其中，竞品美罗

华®已通过与国家医保局谈判并大幅降低价格的方式被纳入国家医保局公布的医保目

录，上述情况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态势；已提交上市申请的竞品 IBI-301 产品已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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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审评；已提交上市申请的竞品奥妥珠单抗为在第一代利妥昔单抗原研药基础上开发

的新一代抗 CD20 单抗药物，亦已纳入优先审评。如竞争对手先于发行人向市场推出同

类产品，发行人未能快速建立高效的市场推广和销售团队，未能制定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和销售策略，或未能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应对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态势，SCT400 产品上

市后市场推广可能受到不利影响，进而发行人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可能因此受到重大

不利影响。 

此外，SCT400 按新药获批上市，不能按同一通用名获得利妥昔单抗的其他适应症

或自动进入国家医保目录，SCT400 的市场推广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4）SCT-I10A 存在临床结果不及预期、竞争对手先于发行人向市场推出与 SCT-I10A

相同适应症的 PD-1 抗体产品等风险，SCT-I10A 产品的上市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SCT-I10A 为发行人研发的重组人源化抗 PD-1 IgG4 型单克隆抗体，拟用于治疗多

种实体瘤。SCT-I10A 产品的竞品较多，截至 2020 年 3月 9 日，我国有 6 个产品已获批

上市，1 个产品已提交上市申请，5 项正在开展的 III 期临床试验，4 项正在开展的 II

期临床试验，5 项正在开展的 I 期临床试验，其中，竞品信迪利单抗已于 2019 年 11 月

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如发行人 SCT-I10A 产品的最终临床结果未能达到发行

人所预期的临床药效，竞争对手先于发行人向市场推出与 SCT-I10A 相同适应症的 PD-1

抗体产品，或 SCT-I10A 与发行人其他管线抗肿瘤药物的组合治疗临床结果未能显示突

出优势，SCT-I10A 产品上市后的定价以及市场推广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发行人的经营

情况及财务状况可能因此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PD-1/PD-L1 是肿瘤研究的热门靶点，国内外的 PD-1/PD-L1 抗体品种数目众

多，发行人未来拟针对相关热门适应症开展的 SCT-I10A 临床研究患者入组进度亦可能

因与国内或国际企业同类靶点临床研究竞争受到不利影响。 

5）SCT510 存在入组情况不及预期等风险，SCT630 存在未能实现预期的商业化规

模和生产成本控制优势等风险，该等相关产品的市场化进程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SCT510 为发行人自主开发的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拟用于治疗多种实体瘤；

SCT630 为发行人自主开发的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拟用于治疗银屑病、类风湿关节

炎及强直性脊柱炎等免疫系统疾病。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SCT510 和 SCT630 尚

处于临床研究阶段，但国内现有在研或拟申报上市注册的同类生物类似药数量已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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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上市后将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例如，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已批准相关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和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上市，且阿达木单抗

和贝伐珠单抗均已通过大幅度降低价格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在发行人的 SCT510 或

SCT630 产品上市后，发行人可能面临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为扩大其产品的市场可及性

大幅降低产品价格的情形。届时，如发行人在 SCT510 或 SCT630 产品生产技术方面未

能实现预期的商业化规模和生产成本控制优势，发行人可能为应对上述市场竞争情形被

动降低自身产品价格，发行人可能无法覆盖已投入的研发成本，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可能

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此外，SCT510 的同类产品在患者入组方面竞争亦较为激烈，SCT510 的临床研究

患者入组进度可能因与同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同类产品的临床研究竞争受到影响。 

6）SCT1000 存在临床研究进展延迟、竞争对手先于发行人抢占市场份额的风险，

SCT1000 产品上市后的市场份额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SCT1000产品为发行人自主研发的重组14价人乳头瘤病毒（HPV）病毒样颗粒疫苗，

拟用于预防因HPV感染引起的宫颈癌、阴道癌、头颈癌等多种癌症和疾病。HPV疫苗竞

品相对较多，截至2020年3月9日，我国有4个HPV疫苗产品已获批上市，2项正在开展的

III期临床试验，5项正在开展的II期临床试验，6项正在开展的I期临床试验。但发行

人的SCT1000产品尚处于I/II期临床研究准备阶段。如SCT1000临床研究进展延迟，竞争

对手的2价~11价HPV疫苗产品获批上市后可能采用低价策略先于发行人抢占较高的市

场份额，SCT1000产品上市后的市场份额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发行人的经营情况及财务

状况可能因此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可能无法及时应对医药产业监管规则或政策的变化 

医药研发行业是一个受监管程度较高的行业，监管部门一般通过制订相关的政策法

规对医药研发行业实施监管。我国目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各项改革正在逐步深入。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医疗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监管部门可能

根据市场发展情况随时制订和调整各项法律法规或政策。此外，医药行业发生的负面事

件及媒体对医药行业相关事项进行的负面倾向性报道等均可能导致监管部门对医药行

业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发行人如不能及时调整自身经营战略来应对相关产业政策、

行业法规以及监管环境趋严的变化，将可能会对发行人的经营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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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目前国内尚未出台有关 SCT1000 产品的针对性政策指南，发行人拟参考《中

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以及与 CDE 的沟通情况，推进产品的临床试验。未来如果

相关产品新的政策指南出台，导致终点审查标准改变，或者对阳性对照设立新规则等，

将对相关产品的临床试验方案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导致发行人临床试验成本增高、获批

时间较预期延长的风险。 

（4）发行人可能无法有效开拓市场 

在市场开拓方面，发行人需根据内部研究和各种第三方来源（如科学文献、临床调

查、患者基础或市场研究）信息对目标患者群体某种疾病的发病率和流行率进行分析与

估计，并基于有关估计就发行人药品开发策略进行决策，以确定临床前或临床试验中发

行人有限资源的项目投向重点。有关分析与估计可能不准确或基于不精确的数据，而整

个潜在市场的机遇将取决于在研药物是否被接受、该药品是否容易被患者获得及药品定

价和报销等因素。此外，即使发行人的在研药物获得可观的市场份额，但可能会由于潜

在目标患者较少，而在研药物未取得监管批准用于治疗其他适应症，进而对发行人的盈

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发行人的市场营销能力尚未被市场验证，在研药品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发行人无

法保证未来针对拟上市药品的市场策略有效并符合市场实际需求。如发行人上市销售的

药品在定价、定位、临床使用时机或病人选择等市场策略上与临床医生或患者的实际需

求存在偏离，策略制定不当或实施效果未达预期，发行人产品的商业化前景将会受到较

大不利影响。 

（5）发行人可能无法保证未来能持续获取稳定的原材料、耗材供应 

发行人为一家创新生物药研发公司，其在开展研发、生产相关业务时需向供应商采

购原材料和研发、生产设备。如发行人所需采购的原材料、设备出现价格上涨，供应商

所提供的原材料、设备不满足发行人的要求，发行人未能与原材料、设备供应商建立稳

定的业务关系，发行人可能会出现原材料供应短缺、中断，或设备不能及时到货的情形，

进而对发行人业务经营及财务造成影响。另外，受国际贸易和汇率等因素影响，发行人

研发生产相关的进口原材料、设备价格可能会上升或者被限制出口，发行人的业务经营

及财务可能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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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行人可能因员工、合作伙伴及供应商的不当行为遭受不利影响 

发行人不能完全控制其员工或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潜在分销商、第三

方代理商及其他第三方）与医疗机构、医生及患者之间的交流互动，而该等主体在业务

运营中可能会试图以违反我国反商业贿赂及其他相关法律的手段提高公司产品的销量。

若发行人的员工或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不正当行为导致违反我国或其他司法辖区的

反商业贿赂法律的规定，发行人的声誉可能会受损. 

此外，发行人可能要对其员工或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所采取的行动承担责任，这可能

使公司面临遭受监管机构调查及处罚的风险，甚至公司可能因此承担刑事、民事责任或

其他制裁，从而可能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7）发行人可能发生药品质量事故 

药品质量是药品的核心属性，药品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的有

效性，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的有效性则受限于多项因素，例如，生产场所的生产工序、

所用设备的质量及可靠性，员工素质及其接受的培训课程，发行人确保员工遵守质量控

制及质量保证规范的能力等。 

发行人产品的生产工艺复杂，产品质量受较多因素影响。如在原辅料采购、生产控

制、药品存储运输等过程出现偶发性或设施设备故障、人为失误等因素，将可能导致质

量事故的发生，从而影响发行人的正常经营。若发生重大的质量安全事故，发行人将面

临主管部门的处罚并导致发行人声誉严重受损，并且可能危及发行人拥有的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体系及相关资质证照。上述情况均会对发行人的业务、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

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8）发行人无法保证其与第三方合作获得预期收益 

发行人可能寻求与第三方形成战略联盟，建立合作或合资企业，或订立进一步许可

安排，以补充或加强发行人对在研药品的研发及商业化能力。任何该等关系均可能要求

发行人承担非经常性及其他费用，增加发行人的近期及长期支出。发行人在寻求适当的

战略合作伙伴方面面临激烈竞争，可能无法成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或其他替代安排。

若发行人未能达成合作或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必要的开发及商业化活动，将对发行人

的业务前景、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在履行合作协议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合作方延迟临床试验、未为临床试验提供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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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或资源、未按照协议约定承担临床试验费用及其他费用、停止临床试验、放弃合

作项目、对合作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存在争议等情况，发行人与合作方之间可能因

此产生争议或纠纷，从而导致发行人对该合作研发项目的研究、开发或商业化进度发生

延迟甚至终止。 

发行人与合作方在相关合作协议中亦可能约定彼此为非唯一合作伙伴，合作方可能

与其他第三方进行同类药物合作开发，并可能在未来的商业化进程中与发行人产品直接

或间接构成竞争。若合作方在合作过程中未能依照保密及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条款妥善保

护发行人知识产权，发行人产品成功实现商业化的能力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9）发行人的业务前景可能因发生自然灾害、疫情等公共事件受到不利影响 

发行人的业务受制于我国整体经济及社会状况。自然灾害、疫情等公共事件均可能

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如我国发生该等严重的公共事件，发行

人的临床研究等业务可能受到进度被延迟或中断等不利影响。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我

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因各医院及研究者的工作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受到较

大影响，发行人相关产品的临床研究在项目立项、启动到受试者筛选入组、随访以及

后期数据整理核查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SCT800 产品的儿童预防性治疗

临床研究启动时间可能被推迟，发行人 SCT510 和 SCT630 产品临床研究的受试者入组

和随访进展、SCT200 产品临床研究的受试者随访进展以及 SCT-I10A 产品临床研究的启

动、受试者入组和随访进展均受到一定影响。上述情况可能进一步导致发行人的业务

及经营业绩受到不利影响。 

（10）发行人拓展国际业务受限于相关国家经营环境、法律政策等影响 

发行人致力于研发具有国际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创新生物药产品以及实现发行人自

主研发和生产的生物药进入国际市场。因此，发行人可能需要在境外开展药物研发、业

务拓展等业务。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营环境、法律政策及社会文化不同，如果该等

国家或地区的经营环境、法律政策发生不利变化，或未来发行人在该等国家或地区的业

务经营管理能力不足，或发行人未能在该等市场取得许可或与第三方达成合作协议，发

行人的经营因此会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尤其是中美贸易关系存在的极大不确定性，可

能导致我国与不同国家或地区对跨境技术转让、投资、贸易施加额外的关税或其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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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对发行人拓展国际业务及市场造成不利影响。 

4、财务风险 

（1）发行人可能无法获得持续性资金保障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的所有在研药品仍处于研发阶段。就发行人的在

研药品研发，发行人已耗费大量资金。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的在研产品

SCT510、SCT630 已进入Ⅲ期临床阶段，SCT-I10A 正在开展Ⅰ~Ⅲ期临床试验，SCT800

正在计划和筹备开展国际临床试验，随着研发进度的推进，其他产品管线亦将逐步进

入Ⅲ期临床阶段。Ⅲ期临床阶段需发生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根据现有研发计划，发

行人预计未来三年（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需发生研发投入 138,000 万元至 180,500

万元。发行人将在开发新产品、推动在研药品的临床开发及商业化等诸多方面继续投入

大量资金，需要通过进一步获得融资弥补该等资金需求。发行人的未来资金需求将取决

于多项因素，包括但不限于：（1）在研药品的数量及特征；（2）发行人临床试验的进度、

时机、范围及成本；（3）在研药品监管审批的结果、时机及成本；（4）在研药品经批准

上市销售之后有关的销售及市场推广成本；（5）有关商业化、特许经营或其他安排的协

议条款及时机；（6）发行人员工人数的增长及相关成本等。发行人需要持续获得融资为

发行人的研发和营运提供资金，如果发行人无法获得该等融资，发行人将被迫推迟、削

减或取消发行人的研发项目或未来的在研药品商业化进度，将对发行人业务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2）发行人可能发生营运资金周转不足的风险 

在发行人的在研药物产生销售收入前，发行人需要进行有关产品管线的研发、报批、

生产、市场推广等经营活动。自发行人成立以来，发行人的业务运营已耗费大量资金。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1-9月，发行人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分别为-4,027.93万元、-9,327.86万元、-8,801.93万元、-31,584.00万元。为实现发行人

发展，发行人将继续对其在研药物的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等投入大量

资金。在发行人成功上市前，发行人的营运资金主要依赖于外部融资，如发行人的经营

发展所需资金超过可获得的外部融资，发行人的资金状况可能因此承受压力。如发行人

无法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取得盈利或筹措到足够资金以维持其所需营运资金，发行人可能

无法正常开展现有在研药品的临床试验，并可能因此需推迟、削减或取消发行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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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部产品管线研发项目，进而发行人在研品种的商业化进度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对发

行人的业务前景和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的债务水平较高，存在无法清偿债务的风险 

为开展经营，发行人存在向商业银行或第三方进行债务融资的情况。报告期各期末，

发行人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 80.94%、65.53%、104.42%和 75.67%，债务水平较

高。2018 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100%。2019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长期借款（含一年

内到期部分）余额占负债总额的比重为 23.12%，借款比重较高；发行人未来可动用资

金余额无法完全覆盖一年以内需要偿还的负债余额，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由于发行人

研发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如发行人无法通过股权融资及商业化开发合作获得资金支

持，发行人未来仍可能出现负债总额超过资产总额的情形。如发行人的经营能力影响发

行人及时偿还借款或发行人被要求提前偿还，发行人将面临无法清偿债务的风险，发行

人的研发和生产经营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4）发行人存在因银行借款未能及时偿还导致其抵押资产被处置、进而影响其正

常经营的风险 

神州细胞工程于2019年12月9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签署了编号为04910164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约定因生物药品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包

含土建费用、设备采购、临床费用，其中不超过1.1558亿元用于偿还神州细胞借款）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借款3亿元。发行人将其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及地上已建成房屋（《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开不动产权第0003142号））

抵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作为担保；神州细胞、谢良志、

李翰园于2019年12月9日签署《保证合同》，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与神州细胞工程于2019年11月29日至2024年11月29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

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期间根据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

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权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此外，神州细胞工程于2019年9月17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签署0573768号《借款合同》，神州细胞工程因神州细胞生物药品生产基地项目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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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借款24,000万元，借款期限为首次提款日起60个

月。神州细胞、谢良志、李翰园于2019年9月17日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签署《保证合同》，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借款

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神州细胞工程于2019年9月17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署0573768-004号《抵押合同》，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路

东区B5M4地块的土地及在建工程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期限自2019年9月17

日至2024年9月17日。 

神州细胞工程于2020年2月21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署

0600316号《借款合同》，神州细胞工程为补充流动资金，支付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

的货款、支付人员工资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借款9,000万元，

借款期限为首次提款日起1年。神州细胞、谢良志、李翰园于2020年2月21日分别与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借款合同项下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的全部债权（包括本金、以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担保物保管/维护/维修的费用、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提

供担保，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神州细胞工程正在与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署抵押合同，拟将神州细胞工程名下位于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路东区B5M4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和该土地上的全部在建工程为前述借

款合同项下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的全部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在上述借款期限届满或者发生上述借款合同约定的银行宣布授信提前到期的情况

下，如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能如期偿还借款，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可能要求借款项下的抵押人承担

相应的担保责任，相关的土地及建筑物因此存在被处置的风险，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

的正常经营可能因此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5）发行人无法保证长期持续获得较大金额政府补助 

发行人的产品研发和经营过程中，政府部门给予发行人一定的政府补助以支持发行

人的发展。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9 月分

别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1,587.59 万元、5,204.39 万元、5,913.89 万元及 2,565.79

万元。如果未来国家相关部门对上述政府补助政策作出调整，发行人可能无法进一步获

得政府补助，发行人用以投入产品研发和经营的资金来源可能受限，发行人的经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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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6）发行人存在固定资产折旧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的风险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37,945.44 万元。根据发行人未

来可预见的重大资本性支出计划，新的生物药生产基地及生产线预计资金投入总额为

83,217 万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已投入 8,559 万元，预计未来还需投入 74,658 万元；

新的生物药生产基地及生产线预计将于 2023 年末完工。发行人的固定资产及完工后的

在建工程折旧对未来各期的业绩构成重大影响，假设后续不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预计 2019 年 10-12 月、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各期

折旧对各期利润总额的影响分别为-943.85万元、-4,063.27万元、-4,887.72万元、-5,926.24

万元、-7,223.73 万元、-8,721.16 万元。上述情况将影响发行人的净利润，发行人可能

面临固定资产折旧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的风险。 

（7）发行人存在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谢良志向员工授予股权进行员工激励。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已向员工授予尚在等待期的股份份额为 15,078,937 份额。上述情况对应的

股份支付费用对发行人的未来净利润构成重大影响，发行人可能面临股份支付费用影响

发行人经营业绩的风险。如不考虑发行人后续新增股权激励情况，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

台已授予的员工股权激励如按预期全部归属于员工，则对发行人 2019 年 10 月至 2036

年的经营业绩影响金额共计为-30,258.31 万元。其中，对发行人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的经营业绩影响金额预计为-15,098.99 万元；对发行人 2022 年至 2036 年的经营业绩

影响金额预计为-15,159.32 万元。 

5、法律风险 

（1）发行人可能无法根据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及时续展相关资质证书或维持其有

效性 

发行人所处的医药制造行业受到广泛的政府监管，包括批准、注册、生产、分销、

包装、标签、运输、许可及认证要求及程序、定期更新及重申程序、新药品注册及环保

等。发行人已取得或将取得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资质文件，可能存在有效期或

维持有效性等方面的要求，若发行人无法根据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及时续展相关资质证

书或维持其有效性，将导致无法进行相关研发活动、药品上市、生产及分销工作，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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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2）发行人可能因其经营不合规受到行政处罚 

近年来，发行人所处行业的法律、法规变化较快，发行人的运营规模亦在持续扩大，

对发行人的治理水平及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发行人不能及时应对上述情况，在经

营过程中未按照相关规定开展业务，发行人可能因此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3）发行人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存在发生安全事故的潜在风险 

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的日常监管，

因此，安全生产、环保相关制度的健全对发行人日常业务运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发

行人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存在发生安全事故的潜在风险，发行人可能因此被相关部门施以

处罚，并被要求整改、停业整顿等，进而对发行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同时，发行人为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费，该保险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金额以应对员

工因使用或接触有害物质而受伤的额外开支。此外，若日后安全生产及环保相关法律法

规变更或为满足更高的安全生产及环保要求标准，发行人须就遵守新的法律法规要求而

承担更高的合规成本 

（4）发行人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存在发生违反环保法规事件的潜在风险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涉及固体废物及试验废弃物的合理处置，在生产经营中存在“三

废”排放与综合治理的合规性要求，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的日常

监管。发行人的日常经营存在发生造成环境污染或其他违反环保法规事件的潜在风险，

可能因此被相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施以处罚，并被要求整改，进而对发行人的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为适应不断提高的环境保护要求，发行人亦将面临环保合规成本不断上升的

情形，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发行人的日常运营成本 

（5）发行人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可能发生职业卫生事故，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可能因

此受到不利影响 

发行人研发、生产过程中涉及大量的生物及化学制品，如发行人在职业卫生管理的

相关环节出现疏漏，或出现员工操作不当的情形，发行人可能发生职业卫生事故，发行

人的生产经营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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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行人面临产品责任或消费者保护责任的固有风险，发行人可能因此被起诉、

索赔或遭受行政处罚 

在发行人在研药品的临床试验中，以及发行人药品上市后，发行人均面临产品责任

或消费者保护责任的固有风险。由于发行人产品的生产工艺复杂，产品质量受较多因素

影响。如果发行人的药品导致或可能会造成伤害或在临床试验、生产或销售过程中被发

现存在质量或其他问题，发行人可能会被起诉、索赔或遭受行政处罚。任何此类产品责

任索赔可能包括对生产缺陷、设计缺陷、未能警告药物固有危险、疏忽、严格责任或违

反保证的指控。如果发行人无法成功对产品责任索赔进行抗辩或被判定承担产品责任或

人身损害责任，发行人将承担重大责任或被限制其在研药品的商业化。发行人的声誉亦

会受到损害，并花费相当的时间及费用来进行辩护。无论产品索赔、监管部门调查处罚

的结果如何，均会对发行人药品的商业化、财务及业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7）发行人所处创新药行业易涉及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及其他索赔及

法律程序，发行人可能存在被指控侵犯第三方专利权的风险 

发明专利申请于提交申请日起满 18 个月公布前一直保密，发行人无从知晓相关专

利申请信息。在此期间，相关的技术内容可能在亦可能不在科学刊物或文献（即非专利

文献）上发表，即使在非专利文献上发表，亦不能反映申请人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意愿和

动向。因此，即使通过发行人的合理调查，仍未必能确保任何第三方在发行人研发或生

产该产品期间便已递交了专利申请。此外，发行人的部分员工（包括部分核心技术人员）

曾在其他生物科技公司或医药研发公司任职，发行人无法确保该等员工的原任职单位不

会因此与该等员工或发行人产生与商业秘密、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相关的争议。在前述

情形下，发行人研发的技术（包括其核心技术）可能会被主张侵权，从而引起第三方诉

讼。若发行人产品及技术进一步被有权机关认定为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则可能导致发

行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且必须对原有产品或技术进行修改或调整，甚至可能导致发

行人产品下架，从而对发行人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即使发行人在诉讼或行政程序中

胜出，该等诉讼或行政程序造成的花费及消耗的时间会导致发行人分散大量的资源。上

述任何一项情况，均会对发行人的业务、财务及声誉造成不利影响。 

（8）发行人在其业务经营过程中存在发生其他诉讼或仲裁的风险 

如发行人提供的产品未能达到期望，发行人在业务操作中未能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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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业务操作流程，或者发行人未能按照法律、法规或发行人内部制度执行经营相关事

项，发行人将面临被员工、客户或其他第三方投诉甚至引发与员工、客户或其他第三方

产生诉讼、仲裁的风险，发行人的经营业绩和声誉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此外，发行

人子公司神州细胞工程于 2018 年 9 月与石药集团就 SCT400 达成《产品许可及商业化

协议》。由于石药集团未根据《产品许可及商业化协议》的约定按期向发行人（神州细

胞工程）支付第二期里程碑付款，上述事项构成《产品许可及商业化协议》项下的重大

违约行为，发行人已根据《产品许可及商业化协议》的约定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通知

石药集团终止该协议。《产品许可及商业化协议》的终止在对发行人 SCT400 的商业化

模式产生影响的同时，可能导致发行人（神州细胞工程）与石药集团和/或其关联方之

间产生争议。 

6、内控风险 

（1）发行人经营团队的决策水平、人才队伍的管理能力和组织结构的完善程度可

能不能适应发行人规模扩张的需要 

发行人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发行人业务和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商业竞争环

境持续规范，发行人的资源整合、技术开发、财务管理、市场开拓、管理体制、激励考

核等方面的能力也将面临新的挑战。如果发行人经营团队的决策水平、人才队伍的管理

能力和组织结构的完善程度不能适应发行人规模扩张的需要，将对发行人的团队稳定、

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2）发行人存在专有技术、工艺或其他商业秘密被泄露的风险 

除了发行人已发布的专利和待审批专利申请外，发行人依赖包括未申请专利的专有

技术、工艺和其他专有数据在内的商业秘密来维持发行人的竞争地位并保护发行人的在

研药品。发行人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与有权接触相关商业秘密的各方（例如发行人的员工、

合作方、合作人员、供应商和其他第三方）签署保密协议。然而，任何一方均有可能违

反此类协议并泄露发行人的商业秘密，并且发行人可能无法针对此类违规或违约行为获

得足够补偿。指控一方非法泄露或盗用商业秘密可能非常困难、成本高昂且耗费时间，

且其结果可能无法预测。如果发行人的任何商业秘密是由竞争对手合法取得或独立研发

的，发行人将无权阻止其使用该技术、工艺或数据与发行人竞争，从而导致发行人的竞

争地位受到损害。如发行人的专有技术、工艺或其他商业秘密被泄露，将对发行人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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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业务和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现有股份结构可能导致实际控制人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经营决策

施加重大影响、进而对发行人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造成损害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前，谢良志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发行人79.0248%的股份，为发行

人的实际控制人，同时，谢良志亦为发行人董事长及核心技术人员；本次发行完成后，

谢良志仍将保持对发行人的控股地位。因此，客观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存在实际控

制人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进而对发行人及其他中小股东利

益造成损害的风险。 

7、发行失败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发行人预计，若本次发

行时有效报价投资者或网下申购的投资者数量不足法律规定要求，或者发行时总市值未

能达到预计市值上市条件的，本次发行应当中止。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将受到证券市场

整体情况、投资者对发行人价值的判断、投资者对本次发行方案的认可程度等多种内、

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次发行存在认购不足或者发行后总市值未能达到预计市值而发行失

败的风险。 

8、募投项目风险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研发结果未达预期或研发失败的风险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发行人候选药物的研发。由于生物药

研发固有的成本高、时间长、风险高的特性，发行人既不能确保募投项目一定能如期顺

利完成，也不能确保募投项目涉及的研发品种一定能获批上市并形成收入和利润。如募

投项目研发失败，或募投项目涉及的研发品种上市后销售收入不及预期，则募投资金投

资回报将受到不利影响。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组织和管理能力不善可能导致募投项目未如期实施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拟投向多项候选药物的研发，为确保多条线候选

研发项目的有序推进以及募集资金的合理运用，发行人需制定合理的研发规划、妥善组

织人员有条理推进研发进程并对研发过程实施严格及有效管理。如发行人在研发过程中

组织和管理能力不足，候选药物研发项目可能无法如期实施或实现预期收益，募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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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报亦将受到不利影响。 

（3）新增研发费用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并对发行人的整体盈利能力形成一定的

负面影响 

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产品临床研究项目”实现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时

间，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的研发费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行人的净利润和

净资产收益率，对发行人的整体盈利能力形成一定负面影响。 

9、其他风险 

（1）发行人在上市保荐书中披露的前瞻性陈述可能不准确，投资者基于以上信息

做出的投资决定可能存在风险 

本上市保荐书列载有若干前瞻性或预测性陈述，涉及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发行人未

来发展规划、业务发展目标、盈利能力等方面的预期或相关讨论。发行人提醒投资者注

意，该等预期或讨论能否实现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涉及的风险亦存在不确定性，

基于以上信息做出的投资决定可能存在风险。 

（2）发行人可能遭受其他不可预测的风险，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可能因此受到不利

影响 

除本上市保荐书中描述的风险因素外，发行人可能遭受其他不可预测的风险（如遭

受不可抗力，或出现系统性风险，或其他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各种风险因素对发行人

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发行人存在发行上市当年财务指标严重下滑的风险。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 6,800 万股（含

6,800 万股，不含采用超额

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

量），本次发行可以采用

超额配售选择权，超额配

售部分不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15%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不低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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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发行新股数量 

不超过 6,800 万股（含

6,800 万股，不含采用超额

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

量），本次发行可以采用

超额配售选择权，超额配

售部分不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15%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不低于 10% 

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 不适用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不适用 

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45,333.5714 万股（不含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发行市盈率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发行前一年度经审计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元 发行前每股收益 【】元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 

发行市净率 【】（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拟全部采取发行新股的方式。本次发行拟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

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证

券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 

发行对象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账户的合格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禁止认购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拟公开发售股份股东名册 不适用 

发行费用的分摊原则 
公司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涉及的承销费、保荐费、

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发行手续费等发行费用均由发行人承担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产品临床研究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及保荐费用 【】万元 

审计及验资及评估费用 【】万元 

律师费用 【】万元 

信息披露费用、发行手续费用及其

他 
【】万元 

总计 【】万元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年【】月【】日 

开始询价推介日期 【】年【】月【】日 

刊登定价公告日期 【】年【】月【】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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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日期 【】年【】月【】日 

 

三、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项目保荐代表人、协办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情况 

（一）项目保荐代表人 

陈贻亮：于 2018 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

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谢晶欣：于 2014 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经担任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在

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二）项目协办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 

项目协办人：徐然，于 2016 年取得证券从业资格，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参与并完

成了工业富联 A 股 IPO、西菱动力 A 股 IPO、渣打银行中国 2016 年金融债发行等项目。 

项目组其他成员：李响、郭榕榕、王雨思、宋晓、李启玄。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明 

中金公司作为发行人的上市保荐机构，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 

1、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或者通过参与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中金公司第一大股东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汇金”或“上

级股东单位”），中央汇金直接持有中金公司约 44.32%的股份，同时，中央汇金的下属

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各持有中金公司约 0.02%的股份。中央汇金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央汇金根据国务院授权，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出资额为限代表国家

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

值。中央汇金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不干预其控股的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日

常经营活动。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公开信息资料显示，中金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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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

股份的情况。 

中金公司将安排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具体按照上交所相关规定执行。

中金公司及其相关子公司后续将按要求进一步明确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具体方案，

并按规定向上交所提交相关文件。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中金公司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中金公司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本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拥

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权益，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任职等情况； 

4、中金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中金公司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影响保荐人独立性的重大关联关系。 

中金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公正地履行保荐职责。 

 

五、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1、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人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

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 

保荐人同意推荐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相关结论具备相应的保荐工作底稿支持。 

2、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中金公司作出如

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证券发行上

市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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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

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

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

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本上市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上交所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上交所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

的监管措施。 

中金公司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上市

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中金公司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

定，接受上交所的自律管理。 

 

六、发行人就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发行人董事会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批准 

2019 年 4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

于稳定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价的预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

利润或累计未弥补亏损的分配或承担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就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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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相关事宜出具相关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议案，并提议召开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该等议案。 

2019 年 7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

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方案的议案》，并

提请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前述议案进行审议。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批准 

2019 年 5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

于稳定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价的预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

利润或累计未弥补亏损的分配或承担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就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相关事宜出具相关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议案。 

2019 年 8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方案的议案》。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就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履行了《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

会及上交所规定的决策程序。 

 

七、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符合科创板定位要求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的实施意见》《科创板首发办法》以及上交所颁布的《保荐办法》《科创板审核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发行人是否符合科创板的定位要

求进行核查分析。经核查分析，本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科创板的定位要求，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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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核查过程和依据 

保荐机构综合考虑科创板的定位与要求，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采用多种核查方

式交叉验证发行人的核心技术内容、研发创新能力、所获专利及荣誉情况、行业现状与

前景、行业地位与竞争优势、经营模式与成果等，以合理怀疑的态度执行各项核查实施

程序，获取相关核查资料和证据： 

1、查阅、复制、记录相关证明文件 

保荐机构查阅了相关行业研究报告、行业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文件，取得并核查专

利权等相关无形资产的证明文件，查阅公司的销售合同、采购合同在内的重大合同，查

阅发行人所获奖项及荣誉证书原件、与合作单位签署的合作协议等证明文件。其中，针

对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一方面，保荐机构取得并核查了相关核心技术所对应的专利或专

利申请等证明文件，另一方面，保荐机构取得并核查了发行人运用相关核心技术所形成

相关产品的研发文件（例如，有关发行人在研产品的研究者手册、临床方案、统计分析

报告等临床资料），同时，保荐机构亦取得并查阅核心技术人员简历、核心技术人员的

书面确认文件，检索知识产权网站公示信息，以确认发行人就其核心技术权属等事项不

涉及与第三方的争议和纠纷。 

2、访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保荐机构访谈了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等，归纳并分析发行人的核心

技术、研发体系、研发成果及正在研发项目的情况等，了解发行人的现有产品管线及未

来的业务发展规划。 

3、走访参与发行人相关主要产品临床研究的主要研究者 

保荐机构访谈了参与发行人相关主要产品临床研究的主要研究者。通过访谈，保荐

机构了解了发行人相关产品的临床研究情况及进展，并进一步了解发行人的主要产品竞

争力等情况。 

4、查阅行业报告并咨询行业顾问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业务相关的行业报告，并咨询了行业顾问，了解公司相关产品

的潜在市场空间、市场竞争格局以及公司相关技术的优势和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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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发行人掌握多项自主研发的相对领先的核心技术，并将其运用于发行人现有主

要产品品种中。公司通过申请专利、增强核心技术的内部控制、与核心技术人员签署《保

密、知识产权与不竞争协议》、对核心技术人员实施长期股权激励等措施对核心技术进

行保护与利用。 

2、发行人建立了高效的研发组织体系和完善的技术创新机制，拥有专业的技术人

才和研发团队。发行人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不断丰富研发项目储备，以应对市场的快

速发展及持续升级迭代，使发行人持续保持市场竞争力。 

3、发行人取得多项境内专利，获得多项业内荣誉，积极承担重大科研项目，并就

其多项研发产品品种取得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临床试验通知书。 

4、随着人口的增长、大量人均健康需求被释放，发行人所处的生物医药市场对创

新药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受益于技术等行业进入壁垒、发行人较强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

等因素，发行人在相关产品的生产工艺、相关产品的产品疗效、相关创新药物品种储备

等方面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5、发行人主要从事生物药研发和产业化业务，虽未开始生物药的正式生产和销售

业务，但已建立完善的研发、采购和生产体系，并拟针对发行人的业务特点建立相应的

销售体系，具备技术成果有效转化为经营成果的条件。同时，发行人积累了 17 年的生

物制药研发经验，自主研发了丰富的生物药产品管线，具备独立研发并实现创新生物药

产业化的技术体系和能力，具有较强的成长性。 

6、发行人所处行业生物制药/生物技术行业属于符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国

家重点鼓励和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发行人一直致力于通过生命科学和工程技术

创新、建立具有领先技术水平和成本优势的生物药研发和生产技术平台、解决新药研发

和生产中的技术断点和瓶颈、为全球患者提供高质量并在经济成本方面可被大众承担的

生物药以及提高我国和发展中国家患者对高端生物药的可及性，属于服务于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型企业。 

根据上述分析，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科创板定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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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件； 

（二）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的股份总数不超过 45,333.5714 万股，其中本次公开发行

的 A 股股份不超过 6,800 万股，公开发行股份占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0％； 

（四）市值指标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标准； 

（五）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根据《科创板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上市标准，发行人选

择的上市标准为“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40 亿元，主要业务或产品需经国家有关部门

批准，市场空间大，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医药行业企业需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

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他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需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并满足相应条

件”。 

自设立以来，发行人获得了多家专业投资机构的融资，部分投资机构聚焦于投资医

药行业。参照发行人最近一次融资后估值逾 110 亿元，结合可比公司在境内外市场的估

值等情况，基于对发行人市值的预先评估，发行人预计市值不低于 40 亿元；发行人主

要业务已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市场空间大，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本上市保荐

书出具日，发行人正在开展 7 项 III 期临床研究、5 项 II 期临床研究、6 项 I 期临床研究、

2 项临床研究准备工作以及 16 项临床前研究，SCT800 的首轮上市申请和 SCT400 的上

市申请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根据《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符合科创板定位要求的专项说明》，发行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颁布的相关规定中

关于科创板的定位要求，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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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

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

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

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

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

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等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履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

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

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在发行人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

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

等承诺事项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保证募集

资金的安全性和专用性； 

2、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储存、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3、如发行人拟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保荐机构要求发

行人通知或咨询保荐机构，并督导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

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制度，规范对外

担保行为； 

2、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3、如发行人拟为他人提供担保，保荐机构要求发行人通知或咨询保荐

机构，并督导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

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

他主要约定 

1、指派保荐代表人或其他保荐机构工作人员或保荐机构聘请的第三方

机构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对上述会议的召

开议程或会议议题发表独立的专业意见； 

2、指派保荐代表人或保荐机构其他工作人员或聘请的第三方机构定期

对发行人进行实地专项核查。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

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

的相关约定 

1、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全力支持、配合保荐机构做好持续督导

工作，及时、全面提供保荐机构开展保荐工作、发表独立意见所需的

文件和资料； 

2、发行人应聘请律师事务所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并督促其协助保荐机

构在持续督导期间做好保荐工作。 

（四）其他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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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保荐代表人：陈贻亮、谢晶欣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邮编：100004 

电话：（010）6505 1166 

传真：（010）6505 1156 

 

十一、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十二、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

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

人具备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同意推荐发行人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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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签名 

_______________ 

 沈如军 

年    月    日 

首席执行官签名 

_______________ 

 黄朝晖 

年    月    日 

保荐业务负责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 

 孙 男 

 

年    月    日 

 
内核负责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 

 杜祎清 

 

年    月    日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陈贻亮 谢晶欣 

 

年    月    日 

 
项目协办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 

 徐  然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公章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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