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生国健”、“公司”或“发行人”）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负

责三生国健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项目 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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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根据公司的

具体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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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署了保荐协

议，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

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已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2022 年上半

年度，未发生对协议内容做出修

改或终止协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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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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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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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发生

需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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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及相关

当事人未出现需报告的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 



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

机构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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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持续督促、指导公司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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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核查了公司治理制度建

立与执行情况，公司章程、三会

议事规则等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

求，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有

效执行了相关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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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核查了公司内控制度建

立与执行情况，公司内控制度符

合相关法规要求，2022 年上半

年度，公司有效执行了相关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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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其他相关文件，详见“二、保荐

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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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 

详见“二、保荐机构对公司信息

披露审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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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度，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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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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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及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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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应及时督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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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出现

该等事项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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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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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及相关

主体未出现该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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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

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

日起 15 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

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

违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

查的其他事项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出现

该等需要现场检查的事项 

二、保荐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华泰联合证券持续督导人员对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度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

事先或事后审阅，包括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董事会会议决议及公告、监事

会会议决议及公告、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相关报告和其他临时公告等文件，对

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三生国健严格按照证券监督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

息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四、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创新药研发面临不确定性以及较大市场竞争的风险 

创新药研发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率低的特点，从立项到

新药获批上市要经过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新药注册上市和售后监督等诸多复

杂环节，每一环节都有可能面临失败风险。另外，考虑到药物研发风险以及未来

产品上市面临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若公司无法有效利用自身的研发技术经验、

规模化生产优势或终端销售覆盖能力，则可能导致在研产品无法在同靶点产品中

抢先获批上市，相关产品将面临竞争更加激烈的市场环境，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的成长性与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未来，公司需持续进行创新药研发，以保证公司不断有新产品推向临床进而

推向市场。但公司无法保证可以持续地找到有商业价值的适应症，公司筛选出的

潜在产品有可能因为有效性不足等原因而没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若公司无法持

续的研发有商业潜力的新产品，可能会对公司业务带来不利影响。 

（二）市场竞争加剧，产品进入集采，导致产品价格降低、市场份额下降的

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益赛普在创新药和生物类似药市场面临多方面的竞争，同时也

面临集采的风险。截至目前，获批上市的 TNF-α 抑制剂药物已经超过 10 个，而

且在研产品的竞争也较为激烈。若公司无法持续保持产品的不断改进，或者无法

投入更多的财务、人力资源进行销售、营销，将导致益赛普市场份额与竞争力下

降，进而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前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抗 HER-2阳性生物药领域竞争加剧，产品降价的风险 

截至目前，中国一共有 4 款已上市的抗 HER2 单抗以及超过 10 款临床在研

竞品。若公司未来无法在销售推广与覆盖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抢占曲妥珠单抗等

已有用于 HER2 过度表达的转移性乳腺癌的生物药产品市场份额，则赛普汀的商

业化表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外，随着曲妥珠单抗生物类药上市产品的增多，

曲妥珠单抗面临集采降价的风险，从而对赛普汀构成价格压力，因此赛普汀不排

除将面临进一步降价的风险。 

（四）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他关键岗位员工流失风险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对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起着重要

作用，招募及稳定科研、临床、生产、销售及市场推广人员对公司的成功亦至关

重要。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其他关键岗位员工的流失可能对公

司研发及商业化目标的实现造成不利影响，并对公司业务战略的持续成功实施造

成损害。公司在被三生制药收购后的人员整合过程中，包括研发人员等关键岗位

员工存在被淘汰或离职的情况。若相关人员继续流失，或公司无法维持该等关键

岗位人员队伍的稳定并不断吸引优秀人才的加盟，则公司可能无法在人才的激烈

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五）技术迭代风险 

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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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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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命科学和药物研究领域日新月异，若在公司药物

治疗领域内诞生更具竞争优势的创新药物，将会带来技术升级迭代风险，对公司

现有核心产品产生重大冲击。 

（六）行业政策以及药品招标风险 

医药行业一直受到国家的强监管，随着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行业政策



不断调整，国内医药行业政策频出，包括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医保目

录动态调整、辅助用药目录等。如果公司不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来适应医药市场

规则和监管政策的变化，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七）纠纷诉讼的风险 

公司所处生物医药行业，生产经营受到国家严格监管，产业链长，涉及诸多

第三方服务方，且公司业务中含有 CDMO 业务，因此公司在对外提供服务或接

受第三方服务时可能会涉及法律诉讼、仲裁等，均有可能对公司的业务、经营、

财务及声誉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包括抗辩费用、败诉风险及或有赔偿义务等。 

五、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六、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340,598,466.82 478,724,674.65 -2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89,365.95 22,423,120.44 -13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058,399.49 6,953,866.90 -517.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578,905.71 -171,832,696.17 /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增减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46,872,536.82 4,541,562,204.33 0.12% 

总资产 4,923,034,223.55 4,888,832,110.27 0.70%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增减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1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125.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05 0.01 -6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0.50 减少 0.66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0.64 0.15 减少 0.79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43.43 45.88 减少 2.45 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8.85%，主要由于疫情反复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的

影响，公司核心产品益赛普销量相比上年同期降幅较大，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

下降。 

2、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718.94 万元，主要受营业收入及

运营费用下降的共同影响。 

3、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体现为净流入 1.1 亿元，主要系报告

期内销售回款相比上年同期增加导致。 

4、公司基本每股收益相比上年同期转为亏损，主要由于期内净利润亏损所

致。 

七、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覆盖全流程的抗体药物平台 

公司经过了 20 年的持续研发，形成了覆盖抗体药物发现、开发、注册、临

床、生产、商业化全流程的抗体药物平台，其中包括杂交瘤技术平台、抗体及蛋

白工程综合平台、原液的中试工艺开发及临床用药 GMP 生产平台、生物大分子

药物制剂开发平台、蛋白质表征分析平台、关键生产原材料技术平台等多项核心

技术平台。公司拥有独立进行从靶点验证开始到产品商业化的全周期抗体研发能

力。 

公司拥有抗体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并累计获得 8 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重大科技专项、4 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3 项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1 项国家自主创新与高技术产业化专项、1 项国家高

技术产业发展项目计划、1 项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等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的支持。 

目前，公司拥有 16 个处于不同开发阶段、涵盖肿瘤、自身免疫性及眼科等

疾病领域的在研抗体药物，其中大部分在研药物为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部分在

研药物为中美双报。 

（二）满足国际标准、国内领先的产业化基地 

公司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欧盟及中国的质量管理要求。

公司拥有丰富的抗体产业化规模的生产经验，自 2005 年第一个治疗性抗体类药

物益赛普上市至今，公司已积累了 17 年的抗体生产经验，生产核心团队稳定。

同时，公司也是一家拥有三款已上市治疗性抗体类药物的国内药企，具备不同类

型抗体的商业化生产能力。 

公司在上海拥有已建成生物反应器合计规模超 40,000 升的抗体药物商业化

生产基地，公司生产线实现全过程自动化、信息化，有效保障全生产过程数据传

输的及时性以及数据采集的完整性。同时，公司根据自身在研产品的申报进展，

正在苏州筹建一个新的抗体药物产业化基地，进一步扩充现有产能，以满足在研

产品未来的商业化生产需求。 

（三）拥有覆盖国内的商业化能力，具备进军全球的潜力 

公司拥有由 400 余名经验丰富的销售专业人士组成的营销团队，多数销售人

员拥有药学等医学专业背景，且大区经理级别及以上的核心销售骨干平均医药行

业从业经验超过 10 年。2022 年上半年公司销售覆盖超过 3,600 家医疗机构，其

中三级医院超过 1,700 家。同时，公司与国内知名医院及医疗专家已建立并维持

着稳固的合作关系，该等渠道积累亦为公司后续产品的增长和未来逐步推出新产

品的上市奠定了基础。 

（四）经验丰富的专业管理团队 

公司拥有一支具备国际化视野的专业管理团队，主要团队成员平均拥有超过

20 年的制药行业经验，拥有涵盖包括新药发现、开发、生产、营销等整个药品生

命周期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专业技能。 



公司董事长 LOU JING 先生系三生制药联合创始人，拥有 20 余年生物制药

领域的专业经验，牵头研发了包括特比澳在内的多款国家一类新药。在其带领下

三生制药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领先、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集团。其具有统揽全局的

战略性思维和国际化视野，前瞻性地制定了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整体运营管理方

案。公司总经理肖卫红先生拥有多年丰富的商务资源与运营管理经验，在其带领

下，公司产品销售团队进一步壮大，国内营销网络的覆盖能力不断增强。 

综上所述，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八、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研发投入总额为 14,792.58 万元，相比 2021 年上半

年度同比下降 32.65%，其中 2022 年上半年度研发费用支出 14,655.58 万元，较

2021 年上半年度研发费用支出下降 31.48%。主要原因系：①公司优化研发资金

使用效率，更加聚焦自免领域的研发投入，其他领域支出相应减少；②公司于

2022 上半年受疫情封控影响，部分实验室研发活动未如期开展，导致研发费用

相比上年同期降幅较大。 

（二）研发进展 

截至目前，公司拥有 16 个处于不同开发阶段、涵盖肿瘤、自身免疫性及眼

科等疾病领域的在研抗体药物，其中大部分在研药物为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部

分在研药物为中美双报。 

公司高度重视自身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体系的搭建，于 2015 年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由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拥有有效专利权合计 65 项。 

公司 2022 上半年度新增专利申请 29 项，获得专利 5 项，累计有效申请数量

（已扣除专利到期的数量）达到 203 项，累计获得专利 65 项，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类型 
本期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29 5 199 61 

实用新型专利 - - 4 4 

外观设计专利 - - - - 

软件著作权 - - - - 

其他 - - - - 

合计 29 5 203 65 

九、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十、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三生国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6 月 23 日《关于同意三生国健

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17

号）注册同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1,621,142 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736,483,781.56 元，扣除保荐及承销等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02,055,593.9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 1,634,428,187.64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全部到位，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0）验字第 60468439_B01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51,598.56 万元，其中

2022 年上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914.79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73,646.10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子公司的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三生国健药业(苏州)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浦东软件园支行 
1001072429007000680 464,180,536.26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张江支行 
121907932010420 125,283,395.80 



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张江支行 
121907932010221 83,836,701.65 

上海晟国医药发展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大华锦绣支行 
8110201014101212713 55,361,558.82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张江支行 
121907932010923 197.35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大华锦绣支行 
8110201014401212707 7,798,628.58 

合计   736,461,018.46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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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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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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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富健药业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2,151.8988 万股，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质押

或冻结。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LOU JING，富健药业、兴生药业、沈阳三生、香港达

佳、浦东田羽、Grand Path、上海翃熵七名股东均受 LOU JING 实际控制。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质押或冻结。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质

押或冻结。 

综上所述，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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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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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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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