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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

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0 年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实施 2020 年度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29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25,740,000.00元，占

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04%；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上述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中现金分红的数额暂按目前公司总股本 60,000,000 股计

算，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总额将以 2020年度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计算为准。公司 2020年

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键凯科技 688356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斌 常逸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中关村东

升科技园北领地C1三层键凯科技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

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北领

地C1三层键凯科技 

电话 010-82893760 010-82893760 

电子信箱 ir@jenkem.com ir@jenke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7.1 主营业务 

键凯科技主要从事医用药用聚乙二醇及其活性衍生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同时，基于其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聚乙二醇合成及聚乙二醇化技术，向下游客户提供聚乙二醇医药应用创新技术

服务，并自主开发创新的聚乙二醇化药物和第三类医疗器械。报告期内，键凯科技营业收入主要

来自于聚乙二醇材料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上述自主开发的聚乙二醇修饰药物及第三类医疗器械

仍处于临床前研究或 I 期临床研究阶段，尚未取得收入。键凯科技在聚乙二醇及其活性衍生物研

发、生产、医药领域应用等技术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是国内外为数不多能进行高纯度和低分

散度的医用药用聚乙二醇及活性衍生物工业化生产的公司之一，填补了国内长期缺乏规模化生产

高质量的医用药用聚乙二醇及其衍生物这一空白，是全球市场的主要新兴参与者。 

7.2 主要产品或服务 

键凯科技主要从事医用药用聚乙二醇及其活性衍生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同时，基于其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聚乙二醇合成及聚乙二醇化技术，向下游客户提供聚乙二醇医药应用创新技术

服务，并自主开发创新的聚乙二醇化药物和第三类医疗器械。作为新材料研发及生产企业，公司

目前主要收入仍来自医用药用聚乙二醇及其衍生物材料。 

（1）主要产品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医用药用聚乙二醇及其活性衍生物。目前产品目录中有 600 余种常用细分

产品，并可以根据客户的特殊应用需求提供定制化开发和工业化生产。聚乙二醇（PEG，Polyethylene 

Glycol）的化学结构为 HO-(CH2CH2)n-OH，是相对分子质量在 200~8000 及 8000 以上的乙二醇高聚

物的总称。聚乙二醇是迄今为止已知聚合物中生物相容性最好的聚合物，对人体无毒无害无刺激，

常用于医药行业中与各种药物或医疗器械。从聚乙二醇出发，通过化学合成反应在其特定分子端

精确引入反应活性强的功能化基团，可制成聚乙二醇衍生物。由于可以引入多种基团，聚乙二醇

衍生物在继承聚乙二醇各种优良的性能的基础上，极大地扩大了其原有应用范围，如：可与各种

药物分子结合，既能保持药效，又能带来减缓药物衰减、降低毒性等优点。根据聚乙二醇衍生物

的分子量、空间构象、端基等的不同，可分为单分子聚乙二醇衍生物、甲氧基聚乙二醇衍生物、Y

型支链聚乙二醇衍生物、多臂聚乙二醇衍生物等不同类型。 

（2）主要技术服务 

键凯科技凭借对聚乙二醇及其活性衍生物的合成及应用的深刻理解，形成了一系列专利及非

专利技术，基于此向下游客户提供聚乙二醇医药应用创新技术服务，取得技术服务收入。即，发



行人通过自主研究与开发，取得相关专利、临床试验批件等知识产权后，将其授权许可或转让给

下游客户，下游客户在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完成工艺开发、临床研究、新药注册及规模化生产，并

向发行人支付专利授权许可使用费、里程碑收入、收益分成等。 

此外，公司凭借在聚乙二醇及其活性衍生物的合成及应用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积极向下

游应用领域延伸，自主研究开发聚乙二醇修饰药物及第三类医疗器械。目前，发行人已在肿瘤治

疗、局部止痛、生物免疫抑制及医疗美容等领域研发了聚乙二醇伊立替康、JK-1214R、JK-1208R、

JK-1221H、JK-1219I 等数个在研产品。上述自主开发的聚乙二醇修饰药物及第三类医疗器械仍处于

临床前研究或 I 期临床研究阶段，其中仅一款药物聚乙二醇伊立替康进入 I 期临床试验，报告期内

尚未取得收入。 

键凯科技虽然从事聚乙二醇修饰药物及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研发工作，但公司未来不准备完成

上述药物和器械的全部研发工作并上市销售，而是预计在研发工作取得一定进展时寻求对外转让

或授权，以进一步挖掘聚乙二醇材料和聚乙二醇化技术的商业价值。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生产及质量控制要求，考察和评价供应商经营资质、质量体系、供货稳定性、售后

服务和价格，编制《合格供应商名录》，确保供应物料能够满足公司质量体系的规定要求。生产物

料的采购按照《供应商质量审计管理程序》、《采购合同管理规程》等相关制度文件，由相关使用

部门在当月根据需求及预算提出下个月的采购计划，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提交至综合管理部安排

进行采购。采购品到货后，先由质量部进行检验，仓库人员清点接收入库，再由财务部门负责结

算。 

（2）生产模式 

键凯科技的生产主要包括医用药用聚乙二醇原料的生产和医用药用聚乙二醇衍生物的生产两

部分，辽宁键凯负责生产医用药用聚乙二醇原料，并提供给天津键凯生产医用药用聚乙二醇衍生

物。针对标准化产品，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安排生产并保证一定产品储备；针对定制化产品，

公司合成研究部门及生产部门根据客户需求及产品特性开发合成路线，经验证试生产成功后组织

放大生产。公司质量部门全程参与生产过程：质量保证部门（QA）主要负责对质量体系管理的运

行、监督、合规性的确认及改善；质量控制部门（QC）负责生产物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的检测与

放行。公司的质量保证部门与质量控制部门共同确保生产工艺流程按计划实施，并保证产品质量

符合对外销售要求。公司已制定了一整套生产相关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并获得了 ISO9001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ISO13485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国内外质量体系认证。 

（3）销售模式 

键凯科技采用直销模式开展境内外销售，客户包括国内外知名医药企业及各大科研院校。自

设立以来，键凯科技积极开拓境外客户，通过对境外医疗器械或药品生产企业客户在前期研发阶

段提供聚乙二醇分子结构设计、生产工艺验证、分析方法确定、药理毒理评价等服务切入客户业

务，最终通过向客户销售其指定的聚乙二醇衍生物实现产品销售收入。由于公司在行业内具有知

名度，科研机构、制药企业、医疗器械企业等下游客户在有医用药用聚乙二醇活性衍生物采购需

求时，会主动与公司联系，取得最新产品目录并进行订货；如果产品目录中尚无其所需产品或存

在个性化的产品需求，公司可以基于研发能力为客户提供高度定制化的聚乙二醇活性衍生物。此

外，公司也通过参加展会等多种方式提升公司知名度及主动了解潜在客户需求，并针对性地开展

企业及其产品的推介。 

在销售聚乙二醇衍生物前，键凯科技可为客户提供的定制开发服务包括：①分子结构设计：

根据客户的特定医药功能需求，设计聚乙二醇衍生物结构，开发合成路线及工艺，并制定质量标

准；②合成路线开发：根据客户特定的聚乙二醇衍生物结构要求，开发合成路线及工艺，并制定



质量标准。 

原则上，公司不就前述前期筛选及定制开发业务收取费用，而是通过后续产品销售取得销售

收入。由于公司提供的定制开发工作的难度和稀缺性，既可以换取较高的销售毛利率或客户采购

承诺等权利、获得更大的收益，也是拓展主营业务与保护核心技术的需要。键凯科技未来将继续

以现有销售模式为主要的销售模式。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键凯科技生产和销售的医用药用聚乙二醇及其聚乙二醇衍生物属于精细化学品，根据《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

所处行业为“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精细化工行业企业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其行业监

管体制为国家宏观指导下的市场调节管理体制，政府职能部门进行产业宏观调控，行业协会进行

自律规范。发行人的医用药用聚乙二醇及其衍生物应用领域为制药行业及医疗器械制造业，对产

品质量要求高。因此，发行人在法律法规的标准要求外，主动参照医药行业的相关标准进行管理，

确保产品质量满足客户生产要求。 

聚乙二醇是迄今为止已知聚合物中被蛋白和细胞吸收水平最低的聚合物，常温下聚乙二醇易

溶于水、乙醇以及大多数常见溶剂，并且对人体无毒无害无刺激，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润滑

性、保湿性，聚乙二醇在各行业中均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 

虽然聚乙二醇应用广泛，但生产出可供医药工业使用的高纯度聚乙二醇原料却十分困难。医

用药用聚乙二醇衍生物是下游原料药及聚乙二醇凝胶类医疗器械产品生产制备中的重要材料，除

分子量较高外，对纯度、多分散性和杂质含量等都有较高的标准。2020 年，国家药典委员会发布

了“人用聚乙二醇化重组蛋白及多肽制品总论”，其中对聚乙二醇作了明确的要求：“应选用适宜的

聚乙二醇进行修饰，并明确活性基团种类、拟成键的键型、分子形态、分子量范围等质量属性，

以确保批间一致性。”作为聚乙二醇修饰药物的制备基础，聚乙二醇原料的纯度也直接影响最终药

品的质量。长期以来，国内生产的聚乙二醇原料难以达到注射用药品原料的标准。过去，国内高

端医用药用聚乙二醇原料长期依赖于国外进口，而发行人填补了国内长期缺乏规模化生产高质量

的聚乙二醇衍生物这一空白，其生产的聚乙二醇原料及其活性衍生物纯度可达 99%，并具有优良

的批间稳定性。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键凯科技拥有全面的聚乙二醇相关产品库，常用的聚乙二醇活性衍生物已超过 600 余种，并

持续通过自身研发不断扩大产品规模。保证公司能够持续稳定生产高质量聚乙二醇衍生物的基础

之一是拥有来源稳定的高纯度、低分散度的聚乙二醇原料。目前，公司是国内外少数的能够自主

规模化生产高纯度、低分散性聚乙二醇原料的企业。公司拥有参照 ICH-Q7 标准管理的 cGMP 独立

厂房，专门用于聚乙二醇原料的生产和纯化，提纯后聚乙二醇原料纯度可达 99%以上，达到了国

际先进水平。公司除了在聚乙二醇活性衍生物的产品质量和稳定性等方面可以满足下游医药企业

客户较为严苛的要求之外，还基于对聚乙二醇药物修饰技术的深刻理解，为客户提供技术创新服

务，通过定制的聚乙二醇衍生物与药物组合研究，与客户形成深入的合作研发关系，有效提升客

户合作粘性。 

公司在聚乙二醇及其衍生物的精细化工领域深耕细作多年，得到客户的信赖与支持并建立了

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在聚乙二醇及其衍生物领域里积累了大量的产品，技术储备充足，已

经成为国内市场的龙头企业及国际竞争中的主要新兴参与者。在国内聚乙二醇衍生物医药应用领

域，公司处于领导地位，公司已支持 4 个聚乙二醇修饰药物在国内上市，占国内全部上市产品的



三分之二；公司共有 21 家客户的聚乙二醇修饰药物在国内申报临床试验，占国内全部已申报临床

试验聚乙二醇修饰药物研发企业的约三分之二；在国际聚乙二醇衍生物医药应用领域，公司已作

为主要新兴参与者深度参与国际主流市场竞争。公司支持波士顿科学、康德乐、美敦力等国际医

疗器械领先企业已在境外上市的产品，并支持近 10 个境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品种。在国际医药研

发领域，公司的产品亦参与了数十家生物类似药与生物创新制药公司在聚乙二醇化多肽、蛋白、

寡核苷酸等药物领域的研发。发行人已经成为国际上能够提供规模化 cGMP 生产医用药用聚乙二

醇活性衍生物的知名企业，并将随着下游产品的陆续上市销售而保持持续增长。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聚乙二醇修饰技术的基础是聚乙二醇化学。国内外的多篇学术论文大多将聚乙二醇修饰技术

分为第一代及第二代技术，第一代 PEG 衍生物主要针对氨基进行随机修饰的低分子量 mPEG（相

对分子质量<20kDa），蛋白表面的赖氨酸残基较多，存在含有二醇杂质、仅局限于低分子量 mPEG、

连接键不稳定、副反应多、选择性差等问题。第二代聚乙二醇衍生物中，如醛、酯、酰胺等更有

效的官能团也可作为反应活性基团，也不再局限于低分子量的聚乙二醇衍生物（可大于 20kDa），

故第二代聚乙二醇衍生物开始着眼于特异性、功能性的化学修饰，能使修饰后的蛋白药物具有更

高的稳定性、更长的半衰期和更低的免疫原性。 

2018 年 7 月 25 日在《药学实践杂志》刊登的中国药科大学张羽等人的论文《聚乙二醇衍生

物及其蛋白药物修饰研究进展》中，除了上述的第一代及第二代聚乙二醇化修饰技术外，还提出

了第三代的概念，即具有分支结构的聚乙二醇衍生物（包括树形 PEG、Y 型 PEG 以及梳型 PEG 等），

其被证明比线性结构的聚乙二醇衍生物表现出更优越的特性。 

键凯科技在聚乙二醇活性衍生物领域拥有多年的技术积累，已全面掌握第一代、第二代及第

三代聚乙二醇衍生物修饰技术。发行人的常规产品目录涵盖全部三代产品，以二代、三代产品为

主要销售品种，如 PEG-琥珀酰亚胺碳酸酯等部分第一代产品也仍在广泛应用中。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900,611,434.81 268,453,730.83 235.48 216,354,800.67 

营业收入 186,622,625.68 134,319,622.35 38.94 101,268,93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5,678,928.62 61,543,677.14 39.22 36,269,71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2,834,678.71 54,595,049.80 51.73 35,586,37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56,243,364.98 220,353,746.75 288.58 168,698,455.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8,220,725.99 51,003,777.40 53.36 33,676,681.7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71 1.37 24.82 0.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71 1.37 24.82 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19.20 31.51 减少12.31个百分 23.43 



益率（%） 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4.09 15.41 减少1.32个百分点 12.9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7,019,555.82 38,558,804.92 60,240,821.24 60,803,44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922,899.96 16,880,932.04 28,326,018.29 29,549,07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0,225,724.72 15,151,112.40 28,223,807.34 29,234,034.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82,630.90 36,581,419.66 2,572,750.05 41,149,187.1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

数(户) 

3,9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XUAN ZHAO 0 14,866,610 24.78 14,866,610 14,866,610 

无 

  境 外

自 然

人 



吴凯庭 0 9,145,847 15.24 9,145,847 9,145,847 

无 

  境 外

自 然

人 

刘慧民 0 8,921,381 14.87 8,921,381 8,921,381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朱飞鸿 0 2,976,171 4.96 2,976,171 2,976,171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北京键业腾飞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0 2,250,000 3.75 2,250,000 2,250,00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曼路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2,222,992 3.70 2,222,992 2,222,992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北京天逸希慧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0 1,881,001 3.14 1,881,001 1,881,001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北京键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未确

认持有人证券专

用账户 

0 1,881,001 3.14 1,881,001 1,881,001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国泰君安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上

海国君创投证鋆

三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854,997 1.42 854,997 854,997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汇添富

医疗服务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769,850 769,850 1.28 0 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 XUAN ZHAO、吴凯庭为一致行动人以外，上述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总体经营情况 

2020 年度，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662.26万元，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8.9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67.89万元，较 2019 年同期增加 39.22%。在报告期内，公司注重产品质

量与服务，国内客户新药上市销售放量带来的订单增加、技术服务收入的增加以及持续的海外市

场维护与开发，为公司经营业绩带来显著增长。同时，公司报告期内通过加强内控管理和成本管

理，营业总成本同比增长 24.23%，增幅低于收入增长幅度，公司利润持续增长。 

2020 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85.97%，同比增长 1.66 个百分点，主要为外销产品结构变化和对应

销售单价的提高、技术服务收入的增加以及订单量增加带来的生产成本规模效应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长 235.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较期初增长 288.58%，

主要为 2020 年 8 月公司首发上市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55,228.48 万元以及营业利润增

长导致的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2）研发费用与研发人员 

公司为科技型公司，重视技术升级、研发创新与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

用为 2,629.83万元，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7.03%，占收入比重为 14.09%。研发费用的增长主要

为研发项目按计划进展导致研发投入相应增长所致。 

2020 年末研发人员人数为 28 人，较 2019 年期末研发人员数量增加 2 人。年度平均研发人员

占比下降 0.4%，主要由于公司为应对日益增长订单需求，扩充生产人员队伍，导致总人数增加速

度快于研发人员增长速度所致。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具体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的变更”。 

4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