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保荐机构”）作为上

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迪西”、“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负责美迪西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并出具本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2020 年度，广发证券对美迪西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

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

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已制定了相应的

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

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

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美迪西签订《保荐协

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

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已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

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

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对美

迪西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

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0 年度，美迪西未发生按有关规

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

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

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2020 年度，美迪西无违法违规或违

背承诺的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保荐机构督导美迪西及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

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导美迪西依照相关规

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

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

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

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

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督导美迪西严格执行内

部控制制度。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

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导美迪西严格执行信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

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

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

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

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

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

补充的，应及时向上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0 年度，保荐机构对美迪西的信

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

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

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 

2020 年度，美迪西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未发生前述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0 年度，美迪西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

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

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

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

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

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0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不存

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督促上市公

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

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

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

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

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

保荐人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

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0 年度，美迪西未发生前述情

形。 

15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知道或

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

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

为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

（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

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上

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2020 年度，美迪西不存在前述情

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资质或认证失效带来的经营风险 

2009 年普亚医药通过国际实验动物评估和认可委员会（AAALAC）认证，

2011 年正式取得 GLP 认证，并逐步达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 GLP



标准。公司取得了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

具备开展动物实验的资质。公司持有 GLP、AAALAC 认证、实验动物使用许可

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等相关证书或认证期间，NMPA、FDA、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林业局等监管机构将会对其进行定期检查、不定

期检查和有因检查。如果未来因质量体系要求变化或公司自身原因等导致公司不

能持续满足 NMPA 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无法通过 GLP 等证书的后续认证或

现场检查，相关资质或认证失效，将对公司的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 

2、药物研发技术发展带来的技术升级、设备更新风险 

CRO 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具有技术更新快的特点。药物研发技术会

随着新技术、新方法以及新设备等因素的出现而更新迭代。随着技术研发投入加

大以及检测分析等技术的升级，CRO 企业可能面临着技术落后的挑战。如果公

司不能保持实验设备更新换代以及维护投入，不能持续加强技术研发和技术人才

队伍的建设，将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进而将影响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和持续发展能力。 

（二）经营风险 

1、人力成本上升及人才流失的风险 

作为临床前研究 CRO 企业，公司主要从事医药研发服务，所处行业为知识

密集型、人才密集型行业。人才是公司提供经营服务的关键生产要素，公司需要

配置充足的 CRO 专业技术人才，才能保证在行业竞争中维持优势。公司现已拥

有大量相关专业背景的 CRO 专业人才。如果未来公司不能合理科学有效地控制

人员成本以匹配公司的业务增长需要，则人员成本未来大幅增长将可能对公司的

盈利水平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程度影响。 

随着行业内 CRO 企业间对人才的需求愈发旺盛，企业间的人才竞争亦将愈

发明显，导致该行业人员流失率较高。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随着企业资产

和业务规模的扩张，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将大幅增加，为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

势，公司必须不断提升运营和管理能力以吸引和保留管理、科研和技术人才。若

不能培养或引进高素质人才以满足公司规模扩张的需要，或者人才流动率过高，

将直接影响到公司的长期经营和发展。此外，作为行业内较为知名的企业，公司



面临较大的人才竞争；在医药行业及 CRO 行业持续良好发展的背景下，公司面

临较大的外部挖掘人才压力，公司面临人才流失，甚至高端人才流失的风险。如

果核心人才流失，将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 

2、市场竞争的风险 

随着新药研发环境改善、药审药评加速、医药行业研发资金投入持续增长，

国内医药企业对医药研发需求的逐步释放，以及一致性评价带来的增量研发需求，

国内 CRO 市场持续快速发展。 

由于国内医药审批时间缩短，医药市场需求增加，跨国 CRO 公司如艾昆纬

（IQVIA）以及科文斯（Covance）等已陆续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加快开拓国内

市场，公司将在国内市场与跨国 CRO 公司展开医药研发业务的竞争，且未来随

着公司境外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公司亦将在国外市场上与跨国 CRO 公司直接展

开竞争。另外，近年来国内 CRO 行业发展迅速亦带动国内 CRO 企业快速成长，

如药明康德、康龙化成、昭衍新药等国内 CRO 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并积极布局等，

进一步加剧了国内 CRO 行业的竞争，这对公司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研究服务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除与其他 CRO 公司竞争外，公司还需与医药企业内

部的自有研究部门以及医学院校等展开竞争。 

从业务领域来看，公司在药物发现与药学研究领域，与国际 CRO 企业及药

明康德、康龙化成等国内 CRO 龙头相比，公司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在临床前研

究领域内，与药明康德、昭衍新药等国内龙头企业在业务规模存在差距。由于新

药研发成功率较低，出于谨慎考虑，药物研发企业倾向与规模化大型 CRO 企业

进行合作，未来龙头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如果不能有效保持自身

的竞争优势，及时提高技术水平与服务能力，公司的竞争地位、市场份额和利润

水平将会因市场竞争受到不利的影响。 

3、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 

上市后，公司资产规模与营业收入进一步扩大与提升，公司的管理体系、业

务程序将更加严格，将在人才管理、技术进步、生产效率、市场开拓、财务管理、

资本运作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亦将对公司管理层的管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如果公司管理层的管理能力及风险意识不能适应经营规模迅速扩大的需要，公司



的管理体系及配套措施未能较好地调整及完善，均可能给公司的经营活动带来潜

在的管理风险，导致公司管理效率下降，经营成本上升，进而削弱公司的市场竞

争力。 

4、原材料供应和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实验动物、试剂和实验耗材等。公司经营规模不断增长，

公司对实验动物等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如果未来相关供应商无法满足公司快

速增长的原材料需求，可能导致公司无法获取稳定的供应来源，从而对公司的业

务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如果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亦将

对公司的盈利情况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5、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 

2020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15,049.93 万元，占期末流动资产的比

例为 21.52%。如公司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不能有效控制好应收账款的回收或客户

信用情况出现恶化，则可能导致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回或无法收回，从而对公司

的经营活动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行业风险 

1、医药行业研发投入下降的风险 

CRO 企业主要依靠承接医药企业的新药研发合同以及研发咨询服务实现盈

利。由于国内药品市场主要以仿制药为主，国内医药企业对新药的研发动力不足，

国内 CRO 行业起步较晚，发展较慢。2015 年以来《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关于鼓励药品创新试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

等系列药审政策文件的密集出台，推动药审药评逐步加速，国内医药企业逐步意

识到新药研发的重要性而加大研发投入，国内医药行业对 CRO 的需求在近年加

速释放。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下的医药和生物技术企业对创新药物研发投入

以及跨国药企研发需求向中国的转移，公司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未来如果医药企

业研发投入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医药产业政策变动等不利变化影响而出现下降，

将导致 CRO 行业需求下降，进而影响公司承接的研究服务规模及经营业绩。 

（四）宏观环境风险 



1、汇率变动风险 

2020 年公司存在境外业务收入，公司与境外客户的交易主要通过美元进行

结算，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改革的加速，未来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受到国内

外政治、中美贸易摩擦、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如果公

司未来不能合理控制汇率变动风险，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影响。 

2、行业监管政策风险 

CRO 企业受国内外医药研发政策影响较大。NMPA 新药审批要求、新药审

批的节奏变化或相关监管政策，会影响医药企业的研发投入及药品注册申报进度，

进而对 CRO 企业的经营业绩构成影响。近年来，我国新药审评制度不断完善，

医药研发行业新政策较多，国家对新药注册上市的监管更加严格，部分内部管理

不完善或操作不规范的 CRO 企业将被迫调整发展战略，甚至退出市场。若存在

医药研发试验数据不真实、不完整等情况，有可能导致 NMPA 对注册申请不予

批准、甚至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行政处罚、吊销相关业务资质或采取其他监管

措施的风险。同时，境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医药研发服务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较

为丰富完善，若公司不能持续满足相关国家或地区医药研发服务行业相关法律法

规的监管要求，公司的经营活动可能会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3、税收优惠变化及政府补助减少的风险 

自 2006 年起，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分别于 2008 年、2011 年、

2014 年、2017 年、2020 年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2015 年 1 月 14 日，普亚

医药被认定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2015 年 10 月 30 日，普亚医药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并于 2018 年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2020 年度，公司及普

亚医药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未来如果因政策等原因导致高新技术企

业资质失效，或者公司未来不能持续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者国家税收优惠

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不再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进而公司的整

体税负成本将增加，公司的盈利能力与股东回报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如果公司未来不能获得政府补助或者获得的政府补助显著降低，将对公司当

期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4、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给全球宏观经济的发展带来

较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对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0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0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0 年 2019 年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665,955,931.75 449,392,825.85 4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386,307.58 66,573,120.12 9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478,266.11 58,411,632.24 11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770,893.19 58,299,144.52 256.39 

主要会计数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3,309,577.95 993,047,150.37 13.12 

总资产 1,364,323,129.19 1,128,319,614.99 20.92 

2020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 2019 年 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9 1.36 53.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9 1.36 53.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1.99 1.19 67.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3 13.94 减少1.7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1.67 12.23 减少0.56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7.05 6.27 增加0.78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6,595.59 万元，全年同比增长 48.19%，主

要系 CRO 行业景气度持续向好，公司竞争优势和品牌效应逐步显现，客户开拓



能力和订单承接能力同步提升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分别为 94.35%、111.39%，主要系本期公司订单结构和业务

结构持续优化，产能利用率和人员效率进一步提升，规模化效应逐步体现所致。 

3、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0,777.09 万元，同比增长

256.39%，主要系各业务板块实现良好增长所致。 

4、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同

比分别增长 53.68%、53.68%以及 67.23%，主要系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增长幅度较大所致。 

综上，公司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具有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业的生物医药临床前综合研发服务 CRO，可以为医药企业和

其他新药研发机构的新药研发提供包括药物探索与发现、药学研究及临床前研究

全方位服务，协助客户快速、高效地完成新药研发临床前研究各个阶段。 

自设立以来，公司致力于为医药企业和其他新药研发机构提供全方位的新药

研发服务。作为国内较早进入生物医药研发服务领域的企业之一，公司凭借丰富

的行业经验、突出的技术实力和人才优势，逐步建立了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的行

业地位。2020 年度，公司持续深耕生物医药研发服务领域，通过进一步扩充建设

实验室，扩招培养人才团队，加大自主研发投入等方式，持续提升公司研发服务

能力，持续保持原有竞争优势。 

综上，2020 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公司注重培养研发队伍，提升公司自主研发能力，持续投入较多研发支出。

2020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为 4,696.45 万元，较 2019 年的研发支出增长 66.61%；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7.05%，相比 2019 年研发费用率提升了 0.78 个百

分点，公司为提高研发服务能力和业务承接能力，加大自主研发项目投入。 



2020 年度，公司主要在研项目均进展顺利。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99,969,922.08 元，其

中 2019 年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99,187,133.28 元，2020 年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00,782,788.80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287,376,576.33 元（包含利息收入 12,445,914.17 元，扣除手续费 2,541.78 元）。 

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美迪西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万股） 

陈金章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972.2588 

CHUN-LIN CHEN 董事、总经理、实际控制人 203.2352 

陈建煌 董事、实际控制人 614.2576 

王国林 董事、董事会秘书 284.5597 

陈国兴 董事 330.8752 

林长青 董事 372.1252 

易八贤 独立董事 - 

吴晓明 独立董事 - 

许金叶 独立董事 - 

曾宪成 监事会主席 - 



金伟春 监事 - 

俞凯岷 监事 - 

王显连 监事 - 

周南梅 监事 - 

刘彬彬 财务总监 - 

截至 2020 年末，美迪西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不含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获配的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间接持股数量 

（万股） 
备注 

CHUN-LIN 

CHEN 

董事、总经理、实

际控制人 
180.6552 通过美国美迪西间接持股 

王国林 董事、董事会秘书 129.2868 
通过美熹投资、美斓投资、美劭

投资、美甫投资间接持股 

曾宪成 监事会主席 1.8023 通过美劭投资间接持股 

金伟春 监事 14.6707 
通过人合厚丰、人合厚信、人合

安瑞间接持股 

王显连 监事 2.3993 通过美斓投资间接持股 

周南梅 监事 1.8400 通过美熹投资间接持股 

注 1：2020 年 9 月公司股东美熹投资出资结构发生变化，泽娴投资将其所持有的 28.5045 万

元出资额转让给王国林，因此王国林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间接持股数量由 127.7033 万

股增至 129.2868 万股。 

注 2：根据 2021 年 4 月 14 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金伟春出资的新余人合安

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人合厚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人合厚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减持 32,200 股、75,700 股、166,700 股，截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金伟春间接持股数量由 14.6707 万股减至 13.4803 万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美迪西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易志强                李映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