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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25                            证券简称：药石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8 

债券代码：123145                            债券简称：药石转债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药石科技 股票代码 3007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娟娟 陆晋 

电话 025-86918230 025-86918230 

办公地址 南京江北新区华盛路 81 号 南京江北新区华盛路 81 号 

电子信箱 PB-Securities@PharmaBlock.com PB-Securities@PharmaBlock.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4,643,378.46 621,349,416.99 1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3,095,324.58 381,238,213.47 -5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51,143,957.88 145,119,567.72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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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546,816.33 190,401,654.04 -78.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 1.93 -6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 1.91 -59.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0% 18.18% -12.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512,267,242.42 3,506,922,491.19 2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47,318,139.54 2,427,424,730.19 0.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24,1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杨民民 
境内自

然人 
20.69% 41,307,019 30,980,264 质押 14,650,000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中欧

医疗健

康混合

型证券

投资基

金 

其他 4.51% 9,002,537    

南京诺

维科思

创业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91% 7,803,341    

北京恒

通博远

投资管

理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17% 6,328,677  质押 2,900,000 

周全 
境内自

然人 
2.93% 5,849,090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富国

精准医

疗灵活

其他 1.62% 3,23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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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混

合型证

券投资

基金 

基本养

老保险

基金一

二零六

组合 

其他 1.00% 1,986,888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南方

医药保

健灵活

配置混

合型证

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96% 1,919,034    

香港中

央结算

有限公

司 

境外法

人 
0.88% 1,766,618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农银

汇理医

疗保健

主题股

票型证

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4% 1,681,9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杨民民先生为南京诺维科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所以杨民民先生

与南京诺维科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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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南京药石可转

换公司债权 
药石转债 123145 

2022 年 04 月

20 日 

2028 年 04 月

19 日 
115,000 

第一年为

0.3%、第二年

为 0.5%、第三

年为 1.0%、第

四年为 1.5%、

第五年为

1.8%、第六年

为 2.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5.76% 25.07% 

流动比率 2.66 2.29 

速动比率 1.67 1.5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5.50 127.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114.4 14,511.96 

三、重要事项 

公司围绕从“分子砌块到中间体、原料药及制剂的开发、生产服务”的一体化战略，持续巩固分子砌块业务技术优势，

进一步夯实 CDMO 业务布局，完善药物发现技术服务平台，不断加强各个业务模块和技术平台能力建设，搭建有特色和

差异化的 CMC 服务平台。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5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8.23%；剔除某大客户商业化项目

交付周期阶段性影响，收入同比增长 29.00%。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公司加大研发平台和生产能力建设，持续为全球创新药客户赋能。报告期内，因固定

资产增加及晖石合并产生的差异，折旧金额 3,651.82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666.83 万元，增幅 83.97%；公司强化人才

储备，提升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报告期内人员规模和薪资待遇均有显著增长，人力资源相关支出 23,529 万元，较去

年同期增加 10,612 万元，增幅 82.16%；公司加大新颖分子砌块、化学新工艺新技术、新药发现技术等核心技术研发投

入，报告期内研发费用 7,182.2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101.55 万元，增幅 41.36%，研发费用率 9.78%，继续在行业内

保持较高水平。同时，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业务布局，打造高水准的一站式生物医药 CDMO 服务平台，提升客户服务能

力，报告期内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浙江晖石少数股权收购、技改扩产项目等，产生了利息支出 775.68

万元。虽然公司在产能、人员及研发投入上的快速扩张增加了公司当期成本费用，对短期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压力，但有

利于完善公司业务布局，及为后续业务扩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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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持续的工艺创新、生产效率及运营效率提升，有效控制了公司及客户的成本，毛利率为 47.74%，

与去年同期毛利率 49.64%相比，基本稳定；因去年同期公司完成对浙江晖石的控股，原持有股权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

2.22 亿元的非经常性损益，故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至 1.53 亿元，同比下降 59.84%，实现归属母公

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1 亿元，同比增长 4.15%。 

报告期内，公司 CDMO 收入 5.55 亿元，同比增长 9.96%，剔除某大客户商业化项目交付周期阶段性影响，同比增长

21.14%，由于公司新增产能尚处于试运行及产能爬升阶段，对公司 CDMO 业务的推动作用将在后续逐步体现；分子砌

块收入 1.73 亿元，同比增长 50.15%；其他收入 646.11 万元，同比增长 341.91%。 

（一）持续拓展全球商务合作广度与深度，项目管线日趋丰富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技术为驱动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原则，持续深化与客户在 CDMO 业务的合作，与很多知名

客户建立了长期、多项目以及覆盖新药研发全周期直至商业化阶段的全面合作。2022 年上半年，公司承接的项目中有

890 个处在临床前至临床 II 期，38 个处在临床 III 期至商业化阶段，形成可持续增长的项目管线。 

 

公司持续扩大服务客户群体，加大有潜力的中小 biotech 公司的市场开拓力度，强化客户池积累，充分利用分子砌块

业务积累的客户资源，激活 CMC 项目合作；同时，积极巩固 CMC 一体化专家形象，快速切入 CMC 合作，逐步形成了

CMC 与分子砌块业务双向引流的业务发展新格局：目前公司承接的 API、制剂 CMC 项目中，有 26%的客户基于和公司

长期合作建立的信任关系，向 CMC 合作引流；有 34%的客户原先有一定分子砌块目录业务合作基础或零星中间体定制

业务，通过一体化 CMC 合作打开局面；有 40%的客户直接从 CMC 项目切入，与公司建立的业务合作。 

 

公司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及服务理念，按照区域细分 BD 团队，重点充实了欧美 BD 人员数量，围绕重点客户搭

建稳固的服务团队，以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最大程度提升客户满意度和信任。2022 年上半年，公司公斤级以上终端客户

（仅包含国内外制药公司及中小型创新药公司）数 166 家，同比增长 58%；销售额 500 万以上客户数 35 家，同比增长

30%。 

（二）巩固分子砌块技术优势，提高药物化学领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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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特色砌块专注于药物化学领域，具有新颖性、高成药性、高合成壁垒和高效率特征，在小分子药物研发的早

期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不断积累，目前已设计超过 16 万种化合物。公司分子设计团队具有深厚的药物

化学背景，通过对药物化学相关文献和专利持续分析，把握国际新药研发前沿动态，报告期内设计分子式超过 1 万种，

覆盖所有热门分子、热门靶点所需分子砌块片段。 

报告期内，为更好地满足药物化学家需求，设计团队设计出具有独特的药效团如 SF5、含磷基团、含多氟的基团

（如-CF2CF3）等；以此同时，加大对优势系列桥环、螺环、并环、哌啶等脂肪环系列的设计研究，帮助药物化学家更

好地探索新药开发过程的构效关系。设计团队利用药物化学设计过程中的骨架跃迁策略，设计出多种全新的骨架结构，

为药物化学家设计全新的母核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对于已有的芳香环系列如：芳香并环、哒嗪环、吡啶环、萘环、

含氮萘环、吡嗪环等继续强化研究和设计。 

设计团队加大 CADD、AI 等新技术的运用，通过对 cLogP,HD,HA,FSP3 等参数的模拟计算使得分子设计更合理，成

药性更高，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分子砌块库的质量。  

公司持续加强订单交付效率，报告期内完成公斤级以下订单 3,000 余个，公斤级以上项目 200 余个，完成近 1.5 万种

化合物的出库，项目的成功率超过 90%，较好地帮助客户推进其的新药研发项目。公司继续加强手性化合物的研究、氟

化学的研究等特殊能力的建设，持续提升在该领域的竞争力。 

（三）拓展 CDMO 管线合作，快速拉通 CMC 一体化服务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夯实 CDMO 业务布局，从能力、产能、体系、团队上进行优化升级，拉通有特色和差异化的

CMC 一体化平台，覆盖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的开发和生产服务，以及注册申报支持，为客户提供从临床前到商业化的

全流程解决方案。 

（1）CMC 一体化项目承接情况 

随着过去一年 CMC 项目的陆续顺利交付，公司 CDMO 业务能力及声誉不断攀升，承接的 CMC 一体化项目在 2022

上半年持续增长。报告期内承接 API 项目 55 个，其中 5 个进入 III 期、注册验证及商业化阶段；成功进行了 1 个中国

IND 注册申报工作；所承接 API 项目中有 26 个项目来自欧美客户。在 API 业务基础上，公司还在快速拉通原料药-制剂

一体化业务，报告期内承接了 4 个原料药-制剂一体化项目，其中 1 个进入了 III 期及商业化阶段。 

2020 年起至今，公司累计承接 70 个 API（以分子计算）项目，29 个来自国外客户,13 个进入 III 期及商业化阶段； 

累计承接 11 个制剂项目，其中 8 个为原料药-制剂一体化项目，3 个进入 III 期至商业化阶段。公司一体化 CMC 服务能

力越来越多获得客户的认可并和一些合作伙伴达成战略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制剂 CDMO 业务取得重大进展，共为 7 个客户 10 个化合物提供制剂 CDMO 服务，订单金额超过

2,800 万元，项目涵盖了创新药物的临床前制剂、临床 I/II/III 期制剂以及仿制药的控释药物研发。针对目前创新药分子普

遍难溶问题，制剂开发平台通过固体分散技术显著增强了活性成分的溶解度，有效提高了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帮助客户

提高了新药开发的成功率，报告期内 4 个制剂项目采用喷雾干燥技术、1 个制剂项目采用热熔挤出完成了工艺开发；通

过固体分散制剂技术已为多个 PROTAC 分子提供生物利用度增强 4-8 倍方案，口服固体制剂生物利用度可达有机溶液的

80%左右，并成功制备了 GMP 临床供试片剂产品。制剂技术团队对骨架型及膜控型缓控释片剂、多颗粒制剂、渗透泵制

剂亦具有丰富研发经验，报告期内完成了 1 个渗透泵类仿制药实验室研究，已进入工艺验证阶段。 

（2）能力建设 

高质量交付 CMC 一体化项目对服务商在新药开发和商业化的各个能力板块以及全流程项目管理方面有着极高的要

求。在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在 CMC 各个环节上的能力建设，在持续巩固前端工艺化学研究优势的基础上，更加着

重加强结晶、处方前研究和制剂研发能力，使团队在早期就参与到客户药物开发项目中，以促进一体化项目推进效率，

降低风险。 

公司不断优化 CMC 一体化项目管理体系，以速度、成本和风险控制为关键指标，精准有效地把握不同开发阶段的

关键点，平衡资源、时间投入和法规的要求，从而将开发效率最大化，在合规及合理控制新药开发风险的前提下，以最

快的速度及最低的成本高效有序地完成项目执行和交付，为客户成功申报提供了保障。 

（3）团队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加强了 CDMO 团队建设和组织优化。公司任命了顾震天博士为质量及注册高级副总裁，并引进

了陈迥博士、钱全生博士等在 CMC 一体化开发、生产、质量控制等方面具备深厚经验的优秀人才，在他们的带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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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团队通过一系列高质量的培训以及实战，其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4）场地和产能建设 

报告期内，浙江晖石工厂 501 多功能 GMP 自动化车间于 2022 年 3 月正式启用。502 车间将于 2022 年 8 月下旬启用，

该车间反应釜体积为 94.3 立方米，配备 3 条洁净区生产线及连续流功能区域，自动化水平相较于 501 车间实现了大幅提

升，能实现自动化进料、压力控制、温度控制、搅拌控制出料控制等，增加了相应安全联锁控制，提升了整体的安全水

平；通过对溶剂、真空、工艺管线的 manifold（集合管）设计，提升了整体生产效率和车间多功能灵活性。连续流功能

区域配置多台连续化装置，可以实现低温反应、高温高压反应、硝化反应、氧化反应、柯提斯重排反应等多种反应类型，

满足合作伙伴在大规模连续化生产方面的需求。503 车间计划于 2023 年上半年启用。上述产能的建成将消除公司生产瓶

颈，为承接国内外客户从临床到商业化、从原料到 GMP 中间体、API 一体化生产提供产能保障。 

报告期内，山东药石口服固体制剂车间通过了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核，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该车间拥有

业界领先的关键设备，满足微粉化、热熔挤出、喷雾干燥、干法制粒、湿法制粒、压片、包衣、胶囊填充等多种工艺需

求，可提供从百克至百公斤批量的制剂生产，满足不同临床阶段直至商业化生产的 CDMO 制剂服务需求。 

（5）生产效能提升 

报告期内，由于 501 车间的启用，公司产能紧张的得到有效缓解。公司运用精益化管理理念，对业务全流程进行价

值流分析改进，优化管理流程；技术转移部门推动项目从前端技术研发到后端生产落地流程标准化和技术标准化，缩短

了项目交付周期；针对现阶段公司 CDMO 项目仍以临床早期项目居多，订单量级小、交付周期短、工艺还不够完善的情

况，生产计划部门加强计划管理，将计划统筹前置到销售订单确认和立项阶段，提高了计划工作的主动性；强化设备运

转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加强数据分析及设备资源的匹配利用，提高了排产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在各车间推行精

细化管理，通过提升清洗效率，简化流程、标准化操作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2022 年上半年，生产运营效率有效提升，

设备利用率和覆盖率均提升约 30%，产能与运营效率的提升使生产批次大幅增加，满足了全球客户的业务需求。  

（6）报告期内代表性项目 

①一体化 CMC 项目：该项目从 API 合成路线开发、工艺优化、GMP 生产，再到制剂开发生产，直至最后注册资料

申报全流程均由公司完成。项目通过合成路线优化，将其中一个关键片段的生产由 7 步缩短为 2 步，使该片段生产成本

降低 50%；在另外一个 RSM 工艺开发中，运用了连续流和微填充床氢化的工艺，生产效率较原工艺提升 30%；通过大

量手性碱的筛选，成功开发了手性拆分获得光学纯分子的工艺。在服务该项目过程中，公司一体化服务平台高效协作，

全方位加速客户新药研发进程，为客户 IND 尽早申报赢得了时间。  

     ②国外重点客户 API 项目：该项目原工艺路线长，总收率低，手性 API 通过低效的 SFC 来实现，为后续的放大生产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技术团队通过杂质控制、成盐拆分、复杂晶型获得与控制、异构体消旋化拆分以及提升收率等方面

的优化，顺利实现 GMP 生产，并赢得了客户后续追加订单。公司 API 开发能力获得该海外重点客户的高度认可，促进

了后续多个 API 项目继续合作。 

③国内客户工艺优化项目：该项目是国内已经获批上市创新药的起始物料，在该创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终端产品大

幅降价的背景下，客户迫切需要控制 API 的生产成本，而降低该起始物料的价格是其重要途径之一。项目需要根据客户

要求，结合《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的规定，将起始物料的变更保持在中等及以下变更，故可以优化的空间十分有限。

技术团队迅速响应客户需求，在原有路线不做大的改动的前提下，仅用时 2 个多月，通过多步连投工艺及原料、溶剂回

收套用等创新突破，把该物料的成本降至原来的 3/5，生产周期缩短 1/4，同时应用连续流技术进行氧气氧化，保障生产

过程中的本质安全。该项目印证了公司快速解决商业化项目技术难题的能力，为此类业务拓展带来了示范效应。 

④国外客户工艺优化项目：该客户的一款新药原料，其原工艺合成路线成本高，客户希望在工艺上取得突破，设计

出的新路线应能较大幅度降低成本，但关键的一步控制性部分氢化无法突破。公司的微填充床团队、金属催化团队、创

新设备团队通力合作，快速打通和优化连续加氢工艺路线，并实现公斤级放大验证，不但将催化剂贵金属消耗量大大降

低，EE 值提升，产率提高，而且为设备关键材质提出解决方案，为客户的项目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四）依托分子砌块资源，拓展新型小分子业务 

公司依托在化学小分子领域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与独特资源，延伸服务链条，布局新兴业务领域，在寡核苷酸、

PROTAC(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ADC（抗体偶联药物）等领域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1）寡核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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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核苷酸和 mRNA 产业链是公司重点布局的新方向，其中的基础原料是各类非天然核苷以及对应的核苷酸和亚磷酰

胺，都属于小分子有机化合物。针对该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组建了专门的研发团队，结合以往分子砌块产品的成功经验，

对海量的非天然核苷根据结构特点进行了梳理，针对各个类型的结构进行集中攻关，目前已经完成近 600 种相关砌块的

设计，公司后续将继续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建立起公司非天然核苷的化合物库，为下游生物制药企业提供快速优质的原

料供应。 

（2）PROTAC 

PROTAC 因独特作用机制所带来的突破性优势，尤其是针对传统难以成药甚至不可成药的靶点，受到业界广泛关注，

被认为是突破当前小分子药物研发瓶颈最有希望的新技术之一。而其独特的三元复合物结构对于常规药物化学设计合成

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仍以经验为主。基于公司核心技术优势的分子砌块系列产品，针对 PROTAC 三个功能模块进行模

块化设计合成，将极大提高 PROTAC 的研发效率和成功率。其中刚性 linker（连接子）对于解决 PROTAC 最关键的成药

性问题的独特作用，已经被业界广为接受和验证。因此螺环，桥环、哌啶等刚性环结构分子砌块，在 linker 的设计过程

中已经占到主流，公司在此类分子砌块上具有绝对的优势，结合先进的化学合成技术，在 PROTAC 分子功能模块库的设

计和构建上取得了一定进展。目前该领域的分子库覆盖 40 种以上的 E3 ligands（E3 泛素连接酶配体）和近 1,000 种各类

linker（酸、叠氮、卤素、氨基、羟基、炔基、羟基等），个别产品规模已达百公斤以上。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 1 个

PROTAC API 项目的工艺开发和 GMP 生产，满足了客户的 IND 申报及临床研究要求，此外还有多个 PROTAC API 及 E3 

ligands 项目处于开发阶段。 

（3）ADC 

ADC 药物是目前新药研发领域热点，而其由抗体、特定需求 linker 以及高活 payload 组成的独特三元结构，技术难

度高，工艺复杂，给成熟产品开发以及新产品研发都带来新的挑战，亟需 CDMO 服务平台赋能以加快研发进程。报告期

内，研发团队依托公司分子砌块独特资源，推出了近百条的 linker-payload 目录以及近千条的 linker 目录，部分 linker 产

品已完成交付。公司承接了国外某大型制药公司的 ADC 项目，负责高难度 payload 工艺开发，该化合物毒性大，技术门

槛高，技术团队通过专业的设备和完善的制度，保证了整个研发、检测过程中的安全性；完成了关键中间体线性路线 17

步的工艺优化，较原有路线收率翻倍，并实现了一定规模的生产，这一关键环节的优化，为大幅度降低整体 ADC 开发

成本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浙江晖石正在加快建设高活公斤级实验室（OEB-5），为后续承接包括 ADC 在内高活性

API 项目提供产能保障。 

（五）绿色化学与低碳技术驱动创新发展 

公司不断探索生物医药领域绿色、安全和智能化的先进制造模式，搭建前沿技术平台，拓展新技术在各类反应和规

模化生产中的应用，帮助客户解决工艺难题和技术挑战，实现本质安全、低碳可持续、高效高质的药物研制。报告期内，

各项技术的转化运用取得了新的进展： 

（1）连续流技术：技术团队完成 63 个连续流工艺的开发及应用，包含多个百公斤级项目和两个吨位级项目，其中

一个吨位级投产项目不仅在反应阶段采用自主设计的撬装设备实现了连续化，同时实现了后续的连续萃取和分液操作，

朝反应全连续模式的又一步迈进。 

（2）膜技术：膜技术平台筹建工作取得进展，电渗透膜设备、分子筛气体分离膜设备陆续到位，该平台将与其他

化学新技术配合，探索该技术在分离、浓缩、除盐、萃取及溶剂回收方面的运用。 

（3）微填充床技术： 完成了 61 个公斤级至百公斤级项目的开发与交付，技术团队持续深化加氢反应类型创新，将

攻关的重点集中在难以用传统方法实现简单官能团的高效转化，基于对反应机理及催化剂性质的剖析，实现了氰基选择

性地加氢还原成胺或醛基，并在生产项目中得到成功应用，进一步丰富了加氢反应类型。技术团队同时持续加深对微填

充床技术在非氢化反应方面的创新，开拓微填充床技术在其它类型反应的应用，报告期内已有几项技术的突破，目前正

在深入研究及申请专利。此外也实现了多项连续化固载反应技术的开发，并实现与连续加氢连投反应，增强技术耦合创

新能力，推动绿色低碳生产。 

（4）酶催化：技术团队完成 100 多个酶催化新项目的开发与交付，包括多个百公斤级的项目。公司酶库数量在持续

增长，应用于生产的酶的种类包括亚胺还原酶和酰胺水解酶等亦在持续增加。技术团队开展了广泛的酶进化研究，针对

重点项目用酶，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大幅提升了酶的活性和选择性。发酵产能也提升至 500L 水平，实现了工程酶的稳

定生产，满足了内部项目的使用要求，进一步强化了供应链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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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均相金属催化：非均相金属催化剂的开发为连续加氢提供了大力支持，通过对催化剂的开发，使以前无法

或很难通过传统加氢进行的反应得以成功实现。技术团队同时也在攻关廉价金属加氢催化剂以取代传统贵金属催化剂，

帮助客户进一步降低成本，减少贵金属资源的耗用。催化剂的生产能力也随着业务的增长需求而增加，目前形成单批次

处理 10kg 加氢催化剂的稳定生产能力。 

（6）药物晶体工程：作为公司重要的技术平台，该部门在上半年取得了长足进步，逐渐形成自身规模和特色。团

队在晶体工程、粒子工程和工业过程各环节积极拓展能力，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各项技术能力与 CDMO 业务形成了良

好的协同效应，为 CDMO 提供全流程晶体工程服务项目超过 20 项；完成 PPQ 项目、百公斤级以上项目及新业务项目超

过去年全年总量；总计完成各类项目 118 项，接近去年全年总量；与多个国内外知名药企实现了业务拓展上的突破，半

年内有 15 个客户实现了复单，客户满意度和合作粘性进一步提升。 

（六）深耕新药筛选核心技术平台创新，提升源头创新合作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人才团队，加大研发投入，继续加强对国际药物研发动态、全新药物发现技术，尤其是

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以及基础科研和转化研究进展的实时跟踪。持续优化提高前期已搭建的基于公司

独有药物分子砌块的三大核心小分子化合物库：结构多样化碎片分子库 (Fragment Library)、DNA编码化合物库 (DEL)、

超大容量特色虚拟化合物库 (Mega-Virtual Library)。从在库容化合物的结构多样性、新颖性、成药性三个关键要素着手，

开展了具有针对性的优化，特别是针对受到业界越来越多关注的创新及高难度靶点的适用性。进一步夯实了和目前主流

商业化合物库的核心差异化优势，确保筛选所获得的苗头分子能够作为药物早期研发的优质起点。在此基础上，充分利

用公司持续更新扩展的分子砌块结构资源，面对目前人工智能药物发现领域大量缺乏可解释性的黑匣子分子生成模型所

陷的困境，重点开发建设了独特的基于超大成药化学空间的人工智能药物发现技术平台。同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提升

了公司分子砌块的数量和质量，促进公司药物分子砌块业务的发展。 

报告期内, 在已有超大容量虚拟化合物库的基础上，开发了独有的基于分子砌块和化学反应的动态化合物库算法，从

根本上突破了限制超大化合物库构建的算力、存储和管理瓶颈，已经建成库容超过 700 亿，同时具有优越成药性的超大

虚拟动态化合物库。区别于绝大部分商业库，公司所开发的新颖正合成算法切实保证了库容分子的可合成性，结合最新

发布的全新开源蛋白质结构预测 AlphaFold2 算法模型，具备了针对绝大部分创新靶点的人工智能筛选能力。与此同时，

对已有的碎片分子库以及所包含的业界独特中等分子量化合物库、共价结合、三维结构特色碎片化合物库、特色 DEL 库，

进行了结构多样性及理化性质优化，着重提高高成药性苗头化合物发现的成功率。DEL 技术平台上，进一步扩大了 DEL

库所包含分子数量，其中对于筛选成功率更为关键的子库数目增加至 300 个以上，此外进一步开发了多个全新的 DNA

兼容的化学反应，结合公司在报告期内研发的新型分子砌块，进一步拓展了库设计的能力和可能性以及库容化合物的结

构多样性。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完善了包括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细胞表型、膜蛋白功能筛选在内多种主流筛选

技术的筛选平台，以及原核大肠杆菌、昆虫病毒、酵母、哺乳动物细胞等目前四种主要靶点蛋白表达能力的技术平台。 

结合所构建的多种化合物库，以及进一步提高的多种筛选技术能力，公司在早期苗头化合物发现的能力以及所涉及

的疾病领域靶点蛋白领域得到了进一步快速增长，尤其是创新靶点和创新结构两个方面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完成包括

全新 First-in-class 靶点在内的多个新靶点的筛选，涵盖肿瘤、自身免疫、抗感染和神经类疾病领域的靶点，同时和客户

及外部专家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 

（七）扩充人才团队，提升运营效率 

公司持续引进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不断提升公司管理团队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在行业的竞争

力和引领力，以人才为根本，推进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共引进海内外博士、高级技术及管理人才 26 名；

公司大力加强海内外校园招聘的工作，持续加强与南京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国内外重点高校的

校企人才合作；采用空中宣讲会形式直播带岗，最高场次观看人数超过 3,000 人，同时还拍摄了体现公司办公环境和工

作场景的视频《药石人的一天》和《药石研发人的一天》，观看人数超过 1.7 万，在社会和学校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2022 年 6、7 月份共有 400 多名本、硕、博应届毕业生加入公司，为公司发展注入新生力量。 

公司优化完善新员工培养机制，于年初起开设面向新入职研发人员的新锐训练营，帮助新入职员工缩短适岗周期，

提高了备库产能和交付品质。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公司员工总人数 2,159 人，与 2021 年末相比增加 424 人，增长

24.44%，新增员工主要来自与业务发展紧密相关的研发事业部、 CDMO 事业部、化学工程技术中心及子公司浙江晖石。 

公司全面推行集团化管理，以客户为中心，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全面提升集团层面的资源协调和赋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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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一步提升项目运营效率，提高交付能力，提升客户价值。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七大支持服务模块的集团化管理

进程，同时邀请知名咨询团队为公司的顶层设计和管理升级提供专业指导，旨在全面提升集团层面的管理水平和运营效

率，持续优化 CDMO 业务的内部运转流程，敏捷、高效、专业地致力于 CDMO 的客户服务，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公

司持续推进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建设，报告期内全面启动各子公司人事系统上线，极大提升集团内人才资源的流动管

理和人效数据的实时跟进，助力业务的快速发展，也为全面实现集团化管理做好基础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 206 名中高层管理人员、技术骨干授予了限制性股票 98.11

万股。本次股权激励是公司 2014 年建立员工持股平台、2019 年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后的新一期股权激励，进一步

提高公司员工，特别是近年来新入职的优秀员工股权激励覆盖面。公司将根据中长期规划，持续优化激励模式，实现股

权激励长期化、常态化，激励现有员工更加高效地工作、创造出更好的绩效，同时也吸引更优秀的公司紧缺的关键人才

加入，共同助力公司业务的持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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