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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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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生物医药行业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公司在报告期内不断丰富产品管线，

持续探索药物的联合治疗，快速推进现有临床项目的开展和储备研发项目的开发，配合业务发展

储备扩充团队人数，同时授予限制性股票以激励和留住人才，导致公司研发费用持续增长。由于

营业收入尚不能覆盖不断增长的研发费用及其他开支，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尚未实现盈利。 

报告期内，公司在产品商业化、临床试验、管线扩张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现金流情况

良好，公司核心管理层及研发团队稳定，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加入。随着更多在研产品逐步实现

商业化，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更多适应症获批并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将不断

提升。 

公司致力于创新疗法的发现、开发和商业化。公司积极布局覆盖多项疾病治疗领域的在研产

品管线，未来仍将维持相应规模的研发投入用于在研产品的临床前研究、全球范围内的临床试验

以及新药上市前准备等药物开发工作。同时，公司新药上市申请等注册工作、上市后的市场推广

等方面亦将带来高额费用，均可能导致短期内公司亏损进一步扩大，从而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

状况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已在本报告详细阐述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敬请参阅“第三节 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相关内容。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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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报告期内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君实生物 688180 无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君实生物 1877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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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英格 王征宇 

电话 021-61058800-1153 021-61058800-1153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平家桥路100弄6号7

幢16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平家桥路100弄6

号7幢16层 

电子信箱 info@junshipharma.com info@junshipharma.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9,886,339,569.09 11,034,911,100.95 -1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128,935,853.59 7,945,095,398.41 -10.2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946,048,587.10 2,114,448,449.63 -5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2,405,010.11 9,346,950.67 -9,86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46,364,416.11 -113,330,618.87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8,226,892.00 45,616,436.03 -1,104.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4 0.16 减少12.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0 0.01 -10,11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0 0.01 -10,118.1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12.28 44.80 增加67.48个百分点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14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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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未知 24.08 219,291,230 0 0 未知 

  

熊俊 
境内自

然人 
9.64 87,754,018 87,252,968 87,252,968 无 0 

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8.41 76,590,000 0 0 无 0 

苏州瑞源盛本生物医药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79 43,584,000 43,584,000 43,584,000 无 0 

熊凤祥 
境内自

然人 
4.51 41,060,000 41,060,000 41,060,000 无 0 

周玉清 
境内自

然人 
2.38 21,680,800 21,680,800 21,680,800 无 0 

冯辉 
境内自

然人 
1.44 13,140,000 13,140,000 13,140,000 无 0 

张俊 
境内自

然人 
1.32 12,067,000 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27 11,593,365 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5 9,525,478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熊凤祥和熊俊为父子关系，是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熊俊、熊凤祥与瑞源盛本、周玉清为一致行动

关系；熊俊持有瑞源盛本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前海源本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 40%股权、周玉清持有瑞源盛本

5.1%的合伙份额、黄菲持有瑞源盛本 1.39%的合伙份额；张

俊和黄菲为夫妻关系。除上述说明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

客户持有。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