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半年度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君实生物

保荐代表人姓名：崔浩、杨柳

被保荐公司代码：688180

重大事项提示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604.86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5.26%；
实现归母净利润-91,240.50 万元，去年同期为 934.70 万元；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94,636.44 万元，仍为负值，尚未实现盈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礼
来制药双抗体疗法获得紧急使用授权后产生了大额技术许可收入及特许权收入，
前述相关合作事项的全部里程碑事件已于 2021 年度达成并确认收入，本报告期
内对应的技术许可收入减少。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约 10.62 亿元，7 项创新
药物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 NMPA 或 FDA 批准。公司生产经营虽然受到上海等
地疫情的一定程度影响，但积极应对复杂形势，坚持各项业务有条不紊的推进，
公司不存在重大风险。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40 号）核准，上海君实生物
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 8,713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55.50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3,571.5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449,697.83 万元。本次发行证券已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海通证券”）担任其持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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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为 2022 年 3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在持续督导期内（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进行持续督导，现就 2022 年上半年持续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2 年上半年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项 目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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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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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督导期间，
协议相关方对协议内容做出修改的，应于修改
后五个交易日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终止
协议的，协议相关方应自终止之日起五个交易
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说明原因。

保荐机构已与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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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对协议内容做出修改或终止协议的情
况。

3、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未发生需公开发表
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声明的违法违规事项。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审核后予以披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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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未出
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向上海证券交 现需报告的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
易所报告。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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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
期或不定期回访、尽职调查等方式，对上市公
司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6、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和执行规范运作、承诺
履行、分红回报等制度。

保荐机构已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和执行规范运
作、承诺履行、分红回报等制度。

保荐机构持续督促、指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7、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遵守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
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各项承诺。
核查了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建立与执行情况，上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

2

项 目

工作内容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市公司《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符
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合相关法规要求，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
的行为规范等。
有效执行了相关治理制度。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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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了上市公司内控制度建立与执行情况，上
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
市公司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本持续督
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
导期间，上市公司有效执行了相关内控制度。
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等。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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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督促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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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
况”。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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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
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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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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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
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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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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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
施予以纠正。

本持续督导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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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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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承诺
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其对承诺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 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救济措
施等方面进行充分信息披露。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针对前款规定的承
诺披露事项，持续跟进相关主体履行承诺的进
展情况，督促相关主体及时、充分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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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披露、履
行或者变更承诺事项，不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的，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应当及时提出督导意见，并督
促相关主体进行补正。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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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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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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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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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该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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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持续督导工
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需要报
告的其他情形。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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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制定了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
量。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定期现场检查每年
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不应少于一次，负责该项目的两名保荐代表人
至少应有一人参加现场检查。
18、重点关注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下事项：
（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
资金占用；
（三）可能存在违规担保；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
利益；
（五）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六）本所或者保荐人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
的其他事项。
出现上述情形的，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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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当督促公司核实并披露，同时应当自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按规定进行专项现场
核查。公司未及时披露的，保荐机构应当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9、识别并督促上市公司披露对公司持续经营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能力、核心竞争力或者控制权稳定有重大不利
该等事项。
影响的风险或者负面事项，并发表意见
20、关注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督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促上市公司按照本规则规定履行核查、信息披
该等事项。
露等义务
21、对上市公司存在的可能严重影响公司或者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项开展专项核查，并出具
该等事项。
现场核查报告
22、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出现下列情形的，保荐
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相关事项对公司经营
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
表意见并披露：
（一）主要业务停滞或出现可能导致主要业务
停滞的重大风险事件；
（二）资产被查封、扣押或冻结；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三）未能清偿到期债务；
该等事项。
（四）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或核心技术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
取强制措施；
（五）涉及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重大
事项；
（六）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
其他情形。
23、上市公司业务和技术出现下列情形的，保
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相关事项对公司核
心竞争力和日常经营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
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一）主要原材料供应或者产品销售出现重大
不利变化；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三）核心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或者核心技 该等事项。
术许可丧失、不能续期或者出现重大纠纷；
（四）主要产品研发失败；
（五）核心竞争力丧失竞争优势或者市场出现
具有明显优势的竞争者；
（六）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
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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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24、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制度与执行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
集资金的使用以及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进行了持续关注，督导公司执行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制度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25、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未依法规范运作，未切实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侵害投资者利益的情 该等事项。
况

26、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情况。

2022 年上半年，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具体情
况如下：
2022 年 3 月 31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
2022 年 3 月 31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

27、保荐机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海通证券持续督导人员对上市公司本持续督导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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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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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事项
1、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1）尚未盈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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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盈利周期较长，处于研发阶段的生物医
药企业，盈利一般都需要较长时间。公司作为一家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正处于
重要研发投入期，随着产品管线的进一步丰富，以及在研产品临床试验在国内、
国际的快速推进，公司将继续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未来盈利与否取决于在研药
品上市进度及上市后药品销售情况，而高昂的研发投入、商务推广成本及运营成
本又进一步给盈利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公司短期存在不能盈利的风险。
公司首个上市产品特瑞普利单抗已于 2019 年正式开始销售。随着特瑞普利
单抗纳入最新一轮医保目录，其在更多适应症上的注册临床试验陆续完成，其他
在研产品的开发进度加快等，多适应症以及多产品进入商业化阶段将进一步改善
公司财务状况，为公司尽快实现扭亏为盈创造条件。
（2）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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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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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核心竞争力风险
新药研发作为技术创新，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率低的
特点，从实验室研究到新药获批上市是一个漫长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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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加强前瞻性战略研究，根据临床用药需求确定新药研发方向，制定合
理的新药技术方案，不断加大新药研发投入力度，在进行新药研发的立项过程中
秉持审慎原则，尤其在研发过程中对在研项目进行阶段性评价，一旦发现不能达
到预期效果将及时停止该品种的后续研发，从而最大可能降低新药研发风险。
（4）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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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经营需要一定的研发技术服务以及原材料供应。目前公司与现有
供应商关系稳定，若研发技术服务或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公司的盈利能力或会
受到不利影响。同时，公司供应商可能无法跟上公司的快速发展，存在减少或终
止对公司研发服务、原材料的供应的可能性。若该等研发技术服务或原材料供应
中断，公司的业务经营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此外，公司的部分生产原材料及
设备耗材依靠直接或间接进口，若国际贸易情形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对生产经
营产生一定影响。
2021 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已完成，公司核心产品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继续
被纳入新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 版）》乙
类范围，是新版国家医保目录中唯一用于黑色素瘤和鼻咽癌治疗的抗 PD-1 单抗
药物。纳入医保后价格下降能够有效提升公司产品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有利于
特瑞普利销量的提升。但若销量的提升不及预期，则可能对公司收入造成不利影
响。在目前中国市场已获批上市的抗 PD-1 单抗产品中，包括特瑞普利单抗在内
的四款国产抗 PD-1 单抗已通过国家医保谈判进入医保目录，公司未来将在市场
份额、市场推广和准入分销等方面均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
（5）财务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汇率风险主要来自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持有的不以其记账
本位币计价的外币资产和负债。公司承受汇率风险主要与以港币、美元、欧元、
瑞士法郎和英镑计价的科目有关。如果未来公司继续持有的外币与人民币汇率发
生大幅波动，将继续会给公司带来汇兑损益，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6）行业风险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医保控费、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推出、一致性评价、药审改革、合规性监管、
“4+7”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开始
执行、进口药品“零关税”等一系列政策落地，鼓励药企创新与药品降价已是大
势所趋，行业格局面临重塑。如果未来公司不够跟进产业趋势持续创新或相关产
业政策出现了不利变化，则可能对公司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公司始终以“创新”作为发展目标，管线布局产品除了 UBP1211、JS501
为生物类似药外，其余在研产品均为创新药。针对上述行业和政策风险，公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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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外部政策变化，继续提升创新能力和新产品持续开发能力，加大研发投入，
加速创新药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和上市的进程，以创新应对挑战；在此基础上，
公司进一步扩大产能，在严格确保药物生产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产品单位成本，应
对未来可能的药品降价；同时，坚持依法合规，使公司经营活动适应监管政策变
化，防范政策风险。
（7）宏观环境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给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带来不利影响，受限于医疗资源向新
冠肺炎防控领域倾斜、疫情防控所需及公众对疫情的担忧情绪等因素，公司各项
临床试验项目推进进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延迟，对核心产品特瑞普利单抗的研发
和商业化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市场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以
及因此导致的中美双方对跨境技术转让、投资、贸易可能施加的额外关税或其他
限制，将可能对公司海外业务经营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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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总资产

946,048,587.10
-912,405,010.11

2,114,448,449.63
9,346,950.67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55.26
-9,861.53

-946,364,416.11

-113,330,618.87

不适用

-458,226,892.00

45,616,436.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1,104.52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10.27
-10.41

本报告期
（1－6月）

7,128,935,853.59
9,886,339,5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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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

7,945,095,398.41
11,034,911,100.95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本报告期
（1－6月）
-1.00
-1.00

0.01
0.0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0,118.10
-10,118.10

-1.04

-0.13

不适用

-11.94

0.16

减少12.10个百分点

-12.39

-1.93

减少10.46个百分点

112.28

44.80

增加67.48个百分点

上年同期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11.68 亿元，下降 55.26%，主要由于上期 JS016
（新冠中和抗体埃特司韦单抗）产生了基于与礼来制药合作的海外市场大额技术
许可收入及特许权收入，前述相关合作事项的全部里程碑事件已于 2021 年度达
成并确认收入，故本报告期内对应的技术许可收入减少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 9.22 亿元，主要由于公司
营业收入的减少以及为研发管线拓展、研发项目快速推进而增加的研发投入。
3、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较上年度末分别减少 11.49 亿元、
8.16 亿元，分别减少 10.41%、10.27%，主要是受营业收入下降，应收账款减少
的影响。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1、卓越的药物发现和开发能力
公司在发现及开发创新生物药的领域具有卓越能力，能够独立进行靶点评
估、机制研究及验证、临床在研药品筛选以及功能学验证等发现及开发生物药的
关键步骤。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在研产品管线覆盖五大治疗领域，包括恶性
肿瘤、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慢性代谢类疾病、神经系统类疾病以及感染类疾病。
公司在全球设有四个研发中心，其中旧金山实验室与马里兰实验室主要专
注于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已知与创新靶点的机制研究、药物发现以及药物
分子的精准筛选；国内苏州和上海研发中心则主要进行在研药品的功能学验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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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开发。公司依托其于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强大研究能力和自主建立的药物分
子筛选平台，已自主研发出多项具备全球首创药物潜力的在研产品，其中
tifcemalimab 已获美国 FDA 和 NMPA 的临床试验批准，为全球首个获得临床试
验批准的抗 BTLA 单克隆抗体，标志着公司已从同类创新向全球首创进军。公
司的源头创新能力，即有能力进行药物前期开发的新靶点发现和验证，意味着更
高的药物研究水平，更大的药物发现与成功可能性，以及更广泛的疾病领域覆盖
范围。随着公司持续进行更多创新靶点的探索与验证工作，会有更多的在研药品
进入未来的开发管线，从而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动力。
2、全产业链的药物研发与生产能力
公司建立了涵盖蛋白药物从早期研发阶段到产业化阶段的整个过程的完整
技术体系，包括多个主要技术平台：
（1）抗体筛选及功能测定的自动化高效筛选
平台、
（2）人体膜受体蛋白组库和高通量筛选平台、
（3）抗体人源化及构建平台、
（4）高产稳定表达细胞株筛选构建平台、
（5）CHO 细胞发酵工艺开发平台、
（6）
抗体纯化工艺及制剂工艺开发与配方优化平台、
（7）抗体质量研究、控制及保证
平台、（8）抗体偶联药研发平台、（9）siRNA 药物研发平台。
公司建立了全球一体化的研发流程，已在美国建立实验室。旧金山实验室
进行初步高通量抗体筛选和进一步人源化、选择和优化；马里兰实验室使用膜受
体蛋白组库和真核细胞为基础的功能测定平台进行新靶点的筛选和抗体候选物
的评估和选择；在马里兰实验室和旧金山实验室的支持下，在中国的苏州和上海
生产基地负责进行稳转细胞株的建立、工艺优化、GMP 标准生产、建立和维护
全球的质量系统、进行临床试验用药和商业化生产。
生产能力方面，公司在中国拥有两个单克隆抗体生产基地，分别位于苏州
吴江和上海临港。苏州吴江生产基地已获 GMP 认证，拥有 4,500L（9*500L）发
酵能力。上海临港生产基地按照 CGMP 标准建设，其中一期项目产能 30,000L
（15*2,000L）。2022 年 5 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上海临港生产基地可与苏州吴江
生产基地同时负责生产商业化批次的特瑞普利单抗。由于规模效应，上海临港生
产基地产能的扩充亦将为公司带来更具竞争力的生产成本，并支持更多在研项目
的临床试验用药。根据目前在研产品管线的研发进度，公司计划进一步扩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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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以提供可与公司日益增长及渐趋成熟的在研药物相匹配的充足产能，并支
持公司的业务在未来的持续扩张。
3、快速扩张的强大在研药品管线
自公司 2012 年 12 月成立至今，已开发超过 50 项在研药品。其中，处于商
业化阶段的在研产品共 3 项（特瑞普利单抗、埃特司韦单抗及阿达木单抗），近
30 项在研产品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昂戈瑞西单抗、VV116、贝伐珠单抗以
及 PARP 抑制剂处于关键注册 III 期临床试验阶段），超过 20 项在研产品处在临
床前开发阶段。除在自有的技术平台开发在研药物外，公司亦积极与国内外优秀
的生物科技公司及科研机构合作进一步扩展产品管线，丰富药物联合治疗的布局。
4、经验丰富且拥有出色技能的高级管理团队
公司的高级管理团队成员都具有生物科技研究领域丰富的工作经验，包括
全球知名研究机构、领先的国际制药公司以及 FDA 等监管机构。他们拥有涵盖
整个药品开发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出色专业知识，包括创新药物发现、临床前研
究、临床试验、监管审批、药物警戒、生产等环节。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1、研发支出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1,062,242,440.32

947,279,402.75

12.14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1,062,242,440.32

947,279,402.75

12.14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
例（%）

112.28

44.80

增加 67.48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研发投入合计

2、研发进展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进展或阶段性成果

1

JS001（特瑞普利
单抗）

中国已获批上市（治疗既往标准治疗失败后
的局部进展或转移性黑色素瘤、治疗既往接
受过二线及以上系统治疗失败的复发/转移

12

拟达到目标
商业化销售

性鼻咽癌、治疗含铂化疗失败包括新辅助或
辅助化疗 12 个月内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
性尿路上皮癌、联合顺铂和吉西他滨用于局
部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美国上市申请已受理（复发或转移性鼻咽
癌）
2

UBP1211（阿达木
单抗）

中国已获批上市（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
柱炎及银屑病）

商业化销售

3

JS002（昂戈瑞西
单抗）

中国 III 期临床阶段

新药上市获得审批
通过

4

Tifcemalimab（抗
BTLA 单抗）

中国 II 期临床试验阶段；美国 Ib 期临床试
验阶段

新药上市获得审批
通过

5

JS501（贝伐珠单
抗）

中国 III 期临床试验阶段

新药上市获得审批
通过

6

JS005（抗 IL-17A
单抗）

中国ⅠⅠ期临床试验阶段

新药上市获得审批
通过

7

UBP1213 （ 抗
BLyS 单抗）

中国Ⅰ期临床试验阶段,境外 I 期临床研究准
备中

新药上市获得审批
通过

8

TAB006/JS006（抗
TIGIT 单抗）

中国/美国Ⅰ期临床试验阶段

新药上市获得审批
通过

9

JS109（PARP 抑制
剂）

中国Ⅲ期临床试验阶段

新药上市获得审批
通过

10

JS201
（
抗
PD-1/TGF-β 双功
能融合蛋白）

中国Ⅰ期临床试验阶段

新药上市获得审批
通过

11

VV116（新型口服
核 苷 类 抗
SARS-CoV-2 药
物)

一项 VV116 对比 PAXLOVID 的Ⅲ期临床试
验已完成，另有两项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
验正在进行中

新药上市获得审批
通过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合规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88,409,755.47 元，具
体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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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入账金额

4,515,661,387.50

减：募投项目其他发行费用支出

18,683,060.77

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金额

849,714,305.34

减：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1,821,462,715.65

减：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1,078,186,800.00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699,141,418.52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汇兑损失净额

39,936,668.25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

88,409,755.47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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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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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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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不存在违反国
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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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实生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君实生物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
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或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按照《保荐办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或应
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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