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厦门

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宝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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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

修订）》等相关规定，负责特宝生物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2022年半年

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 持续督导跟踪情况 

序

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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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建立并有效执行了

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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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与特宝生物签订

《持续督导协议》，该协议明确

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走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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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特宝生物业务情况，对

特宝生物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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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上半年，特宝生物在持

续督导期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

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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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包

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

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 

2022年上半年，特宝生物在持续

督导期间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

背承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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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

特宝生物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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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切实履行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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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督促特宝生物依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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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投资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特宝生物内控制度

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

核查，特宝生物的内控制度符

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

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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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督促特宝生物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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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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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特宝生物的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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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上半年，特宝生物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

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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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上半年，特宝生物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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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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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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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上市公司作出说明并限

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

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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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上半年，特宝生物未发

生前述情况 



序

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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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

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

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

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

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

相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

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当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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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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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上半年，特宝生物未发

生前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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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技术升级迭代风险 

生命科学和药物研究领域日新月异，若在重组蛋白质药物长效化修饰、蛋白

质药物合成以及药物筛选和优化领域或其他与公司核心技术相关领域出现革命

性的重大技术发现，有可能促使疗效和安全性显著优于现有上市药品的创新药物

诞生，且若上述药物在较短周期内获批上市，实现技术升级和药品迭代，将对现

有上市药品或其他不具竞争优势的在研药物造成重大冲击。 

（二）技术专利许可或授权不具排他性 

技术专利许可或授权对于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的可持续经营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自成立以来，公司十分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针对技术专利许可

和授权相关事项。若相关技术专利许可或授权的专利技术被认定为无效，或因申

请专利时技术条件限制、认知局限等原因导致公司技术专利不再具有足够的排他

性，将无法对现有核心技术、上市产品及将来可能上市的药品形成有效保护，可

能将严重影响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研发风险 

医药研发行业具有明显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长周期的特点，尽管公司在聚乙

二醇重组蛋白质修饰平台技术、蛋白质药物生产平台技术和药物筛选及优化平台

技术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但在研发过程中仍可能因关键技术难点未能解决、临床

研究失败、药品注册审评制度变动或相关标准提高等因素导致药物研发和审批结

果不及预期，有较高的研发失败风险。 

（四）技术成果无法有效转化风险 

创新药物的上市需要经过严格审批，上市后通常还需要面临能否入围各省

（市）招投标目录和医保目录以及能否较快得到临床医生的认可等一系列难点。

如果未来公司不能及时地将研发成果成功转化为上市品种，或相关上市品种不能

跨越相关的准入门槛并得到临床医生的认可，将极大影响公司前期研发投入的回

报水平。 

（五）行业风险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随着

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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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竞争日

趋激烈，若公司未能在研发能力、产品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保持竞争优势，则

可能对持续盈利能力产生影响。 

（六）药品未能中标及中标价格下降风险 

现行药品招标采购与配送管理主要实行以政府主导、以省（自治区、直辖市）

为单位的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模式。公司的药品均参与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药品集中采购招标，并主要通过医药经销商配送至终端医疗机构。若未来

公司药品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采购招投标中落标或中标价格下降，将

可能导致公司的销售收入及净利润出现下降。 

（七）原材料供应风险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包括蛋白胨、酵母粉、填料、聚乙二醇衍生物等原辅料及

预灌装注射器、西林瓶等内包材。如发生特殊原因导致供应商无法按时、足额、

保质地提供合格原材料，需要花费一定的资源进行重新选择，对公司的业务将产

生一定的影响。 

（八）药品质量控制的风险 



质量是药品的核心属性，药品的生产规范及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身体健

康，其风险控制尤为重要。由于公司产品的生产工艺复杂，产品质量受较多因素

影响，如果在原辅料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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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影响公司的正常生

产和经营。 

四、 重大违规事项 

2022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 主要财务指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2年上半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元） 714,867,789.45 469,238,54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3,654,117.58 72,104,65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0,937,683.00 91,358,617.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1,858,545.13 100,731,036.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4,234,527.87 1,161,260,410.29 

总资产（元） 1,534,305,058.10 1,424,174,930.07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7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4 6.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36 8.8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1.93 14.77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35%，主要原因是：随着慢性乙肝临

床治愈科学证据的不断积累和认知水平的提升，公司产品派格宾市场渗透率不断

上升，销售收入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2、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85.36%，主要原因

是：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持续提升管理质效，总体费用率呈下降趋势，带



动利润的增加。 

3、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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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1%，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营利润增加的同时，公益捐赠、收到的政府补助

较去年同期都有所增加。 

4、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50.76%，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增长，货款回笼及时，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

加。 

5、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83.3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68.18%，主要原因是公司净利润增长。 

六、 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公司专注于重组蛋白质及其长效化修饰药物开发领域20多年，已打造并拥有

多方面的核心优势。 

（一）研发优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在重组蛋白质药物研发和生产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重组蛋白质药物研发和生产体系。公司是国家创新型企业和国

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建有国家级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国家联合地方工程研

究中心，拥有一支专业的治疗性重组蛋白质及其长效修饰创新药物研发创新团队，

并入选国家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第2013RA4020号），具备较强的研发

能力。“十一五”以来，该团队共计承担了9项“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主要发明专利覆盖中国、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数十个国家和

地区，形成有效的专利保护地域网。 

公司在研产品管线丰富，在核心技术上不断深入挖掘，扩展自主研发新药的

临床应用范围和价值，保障未来可持续发展。 

（二）产品优势 

公司核心产品派格宾是国内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40kD聚乙二醇长效干扰素

α-2b注射液，为生物制品国家1类新药，于2016年底获批上市后，迅速得到医生和

患者的认可，在较短的时间内确立了市场地位。派格宾上市后，公司相继开展和

支持了一系列以派格宾为基础，旨在提升慢性乙肝临床治愈水平的研究活动。通

过不断探索和积累，以派格宾为基础的治疗方案在慢性乙肝临床治愈领域已拥有

一定的先发优势。 



公司的特尔立、特尔津和特尔康三个造血生长因子产品在肿瘤市场领域均已

上市销售超过10年，深得终端客户的认可，同时公司正积极推进多个在研项目，

未来将进一步丰富公司在重组蛋白质药物领域的产品线，而且可以组成长短效产

品组合，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 

（三）管理优势 

公司持续深化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组织架构升级调整，构建了以项目管理为

基础的矩阵式组织架构管理模式，核心团队人员稳定，具备较高管理水平，能够

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发展策略，保障公司快速发展。 

（四）市场优势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化的营销团队，坚持学术推广模式，构建了遍及全国的学

术推广网络，能够及时跟踪市场变化并制定有效策略，有力保障了公司在肿瘤、

病毒性肝炎等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的业务拓展，为公司产业布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七、 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规模 本期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1 

Y型聚乙二醇重组人

粒 细 胞 刺 激 因 子

（YPEG-G-CSF） 

120,000,000.00 10,149,171.34 116,826,937.85 

2 
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

愈研究项目 
60,000,000.00 5,045,671.40 46,951,214.90 

3 
Y型聚乙二醇重组人

生长激素（YPEG-GH） 
110,000,000.00 16,179,911.03 87,140,412.70 

4 
Y型聚乙二醇重组人

促红素（YPEG-EPO） 
160,000,000.00 7,822,686.74 70,051,530.29 

5 ACT50 50,000,000.00 2,013,211.62 32,347,255.79 

6 ACT60 11,000,000.00 757,655.13 5,730,084.92 

7 AK0706 90,000,000.00 7,724,939.08 35,757,367.59 

8 其他研发项目 75,000,000.00 35,619,633.31 47,832,051.14 

合计 676,000,000.00 85,312,879.65 442,636,855.18 

（二）研发进展 

序号 项目名称 进展或阶段性成果 

1 
Y 型聚乙二醇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

（YPEG-G-CSF） 

已完成III期临床研究，正申报药品注

册 



2 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研究项目 
开展确证性临床研究（已完成受试者

招募，正开展临床研究工作） 

3 Y型聚乙二醇重组人生长激素（YPEG-GH） 
开展Ⅱ/Ⅲ期临床研究（已完成受试者

招募，正开展临床研究工作） 

4 Y型聚乙二醇重组人促红素（YPEG-EPO） 已完成II期临床研究 

5 ACT50 
开展药学和临床前研究（开展临床前

毒理研究） 

6 ACT60 开展药学和临床前研究 

7 AK0706 开展药学和临床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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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828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1号”批准，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4,65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8.24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316.00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5,271.37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33,044.6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1月13日全部到账，由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

验字〔2020〕361Z0003号）。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9,229.46万元（其中募投项

目使用金额23,958.09万元，支付发行费用5,271.37万元），利息收入1,067.40万元，

支付手续费用0.58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10,153.36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 

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

户账号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万元） 

厦门特

宝生物

工程股

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镇海支行 

59290262711

0508 

蛋白质药物生产改

扩建和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3,260.5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海沧支行 

35150198110

100002502 
新药研发项目 6,610.2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海沧支行 

12994010010

0357161 

慢性乙型肝炎临床

治愈研究项目 
282.53 

合计 10,153.36 

公司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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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

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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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

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孙黎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32,539,237 8.00% 

杨英 董事 138,077,266 33.94% 

兰春 董事 1,558,134 0.38% 

赖力平 董事、副总经理 1,335,567 0.33% 

刘军 监事会主席 151,738 0.04% 

孙志里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556,746 0.38% 

陈方和 副总经理 1,549,899 0.38% 

郑杰华 副总经理 628,077 0.15% 

周卫东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1,102,534 0.27% 

张林忠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1,466,228 0.36% 

杨美花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1,272,586 0.31% 

杨毅玲 财务总监 50,000 0.01% 

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股份

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和减持的情形。 

十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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