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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生国健” 或“公司” 、

“本公司” 、“发行人” ）股票将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
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

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
//www .s s e .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 章节的内容，注意风
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
资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上市公告书部分表格中单
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均因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
所形成。

二、投资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

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在企业上市首

日涨幅限制比例为 44% ， 跌幅限制比例为 36% ， 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10% 。

科创板企业上市后前 5 个交易日内， 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
市 5 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20% 。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更加剧烈的
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或 12 个月，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锁定期为 24 个月，网下限售股份锁定期为 6 个月。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为 56, 233, 670 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9.1257%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风险。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 75.73 倍 （按本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

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由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截至 2020 年 7 月 8 日（T-3 日），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医药制造业（C27）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49.05
倍。 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未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

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
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
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
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
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
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
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
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一）发行人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进展情况、市场竞争情况及相应风险
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是中国第一批专注于抗体药物的创新型生物医药

企业。 公司以创新型治疗性抗体药物为主要研发方向，为自身免疫性疾病、肿
瘤等重大疾病治疗领域提供高品质、安全有效的临床解决方案。

1、已上市产品益赛普系发行人主要收入来源，所在市场竞争加剧
发行人主要收入来源为“重组人 II 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 抗体融合蛋

白”（商品名“益赛普” ），包括 12.5mg /瓶与 25mg /瓶两种规格。 益赛普是
中国首个上市的全人源抗体类药物，是中国风湿病领域第一个上市的肿瘤坏
死因子（TNF-α）抑制剂，也是中国风湿病领域第一个上市的生物制剂。

（1）单一产品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其核心产品益赛普的销售， 益赛普于

2005 年上市销售， 公司长期的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也将受到该单一产品的
限制。 报告期内， 益赛普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比为 100.00% 、
100.00%及 99.84% ，产品结构单一。但随着相同适应症新疗法的持续推出、竞
争对手新产品不断推向市场，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如公司不能采用恰当
的商业化策略维持产品的市场表现， 以及无法持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可能对公司的经营构成不利影响。

（2）益赛普市场竞争加剧且年治疗费用高于竞争对手的风险
根据 NMPA 和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中国一

共有 10 款 TNF-α 抑制剂药物获批上市， 除益赛普以外的其他 9 款产品包
括强生的类克R（英夫利昔单抗，2006 年国内上市）及欣普尼R（戈利木单抗，
2017 年国内上市）、艾伯维的修美乐R（阿达木单抗，2010 年国内上市）、辉
瑞的恩利R（依那西普，2010 年国内上市）、赛金生物的强克R（重组人Ⅱ型肿
瘤坏死因子受体 - 抗体融合蛋白，2011 年国内上市）、 海正药业的安佰诺R

（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 抗体融合蛋白，2015 年国内上市）及安健
宁R （阿达木单抗，2019 年国内上市）、 优时比的希敏佳R （培塞利珠单抗，
2019 年国内上市）、百奥泰的格乐立R（阿达木单抗，2019 年国内上市）。 除
上述其他 9 款益赛普已上市竞品以外，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中国
TNF-α 抑制剂提交上市申请（NDA）和处于临床 III 期阶段的产品分别为
5 个（包括发行人的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 抗体融合蛋白预充式注
射液）与 7 个，在研产品的竞争也较为激烈。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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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赛普竞品强生的欣普尼R与类克R、艾伯维的修美乐R于 2019 年分别通
过常规准入、谈判准入、谈判准入的方式被纳入 2019 版国家医保目录乙类，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其中，2019 年 11 月修美乐R通过医保谈判方式
被纳入 2019 年医保目录，产品价格降幅超过 83% 。 百奥泰的阿达木单抗类
似物格乐立R、 海正药业的阿达木单抗类似物安健宁R分别于 2019 年 11 月、
12 月获 NMPA 批准上市，目前价格分为 1, 160 元 /支、1, 150 元 /支，导致
目前在不考虑赠药的情况下，部分竞争对手的年度治疗费用大幅低于益赛普
的 66, 906 元 /年，例如修美乐R年度治疗费用为 33, 540 元 /年、格乐立R年
度治疗费用为 30, 160 元 /年、 安健宁R年度治疗费用为 29, 900 元 /年。 此
外，强生的欣普尼R在中国专利将于 2021 年到期，预计专利到期后还会有戈
利木单抗类似物陆续申请上市。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将进一步加剧益赛普
在国内市场所面临的竞争程度，可能导致益赛普因竞争考虑相应下调价格的
情况出现。 根据公司敏感性分析结果，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当销售价格下降幅
度位于 5%-40%区间内，对应营业收入将下降 4.9% -38.9% ，税前利润将下
降 12.1%-97.0% ；如因市场竞争加大而出现销量下降，当销量下降幅度位于
5%-40%区间内，对应营业收入将下降 4.9%-38.9% ，税前利润将下降 10.9%
-86.9% 。 若公司无法持续推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并保持产品的不断
改进，或者无法投入更多的财务、人力资源进行销售、营销，从而导致市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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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益赛普提高产品渗透率与实施渠道下沉战略不及预期的风险
目前益赛普在国内的产品渗透率较低，公司正积极提高产品渗透率与实

施渠道下沉战略。 但基层市场医疗水平与医疗意识均相对落后于市级以上医
疗机构，部分基层市场医院甚至未设置单独的风湿科室，部分医生、病人对于
自身免疫类疾病缺乏认识，病人整体支付能力也低于市级以上市场。 公司既
有的学术推广模式能否在基层市场取得同样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2、另一款上市产品健尼哌所在市场规模受限、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除益赛普以外，发行人自主研发的“重组抗 CD25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

射液”（商品名“健尼哌” ）已于 2019 年 10 月开始上市销售，2019 年度销
售收入约 190.23 万元。 该产品可用于预防肾移植引起的急性排斥反应，可与
常规免疫抑制方案联用，能显著提高移植器官存活率，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1）所在抗 CD25 单抗药物市场规模有限的风险
根据 NMPA 和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 报告期内中国抗 CD25 单抗药物

市场目前仅有诺华的舒莱R在售， 销售收入由 2014 年的约 0.7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约 1.3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6.3%）；预计至 2023 年、2030 年中国
抗 CD25 单抗药物市场规模分别达到约 3.8 亿元、6.2 亿元，2018 年至 2023
年、2023 年至 2030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分别约 23.8% 、7.0% ，整体上市场规模
较小。 中国抗 CD25 单抗药物市场规模主要受限于肾移植手术数量及药物可
及性程度：（1） 中国抗 CD25 单抗药物市场受限于肾移植手术数量；（2）目
前国内用于肾移植排斥反应药物选择较多，而此前唯一在售抗 CD25 单抗药

物舒莱R尽管已于 2002 年在国内上市，但直至 2017 年才被纳入国家医保目
录乙类，相较高昂的药物价格实则也限制了患者对该药物的选择与使用。 若
未来国内肾移植手术量的增长、肾移植排斥反应药物在患者中的推广与普及
等不及预期，则健尼哌所在国内抗 CD25 单抗市场规模可能继续受限，进而
对健尼哌产品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上市后表现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健尼哌主要竞争产品舒莱R已于 2002 年在国内上市销售，并于 2017 年

通过常规准入首次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乙类， 相较而言舒莱R具有更长的临
床合作与更广的销售覆盖。 除舒莱R以外，国内用于肾移植后排斥反应的预防
和治疗的生物药产品还包括即复宁R、 抗人 T 细胞猪免疫球蛋白、Gra fa lon R

产品，其中即复宁R2018 年在国内用于肾移植后排斥反应的预防和治疗的生
物药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为 53.4% 。 健尼哌已于 2019 年 10 月开始上市销售，
若公司未来无法继续在销售推广与覆盖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抢占舒莱R已有
国内抗 CD25 单抗或其他国内用于肾移植后排斥反应的预防和治疗的生物
药产品的市场份额，则健尼哌上市后表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进而对健尼哌
产品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主要在研产品有较多已上市或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竞争产品
通过 17 年的研发积累，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公司已拥有 15 个主要

在研抗体药物（包括 8 个处于临床及临床后阶段的在研药物、7 个处于临床
前阶段的在研药物），主要围绕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重大疾病治疗领域开
展。

（1）主要临床在研产品面临较大市场竞争的风险
公司处于临床及临床后阶段的 8 个主要在研产品具体包括：（1） 抗肿

瘤：用于 HER2 过度表达的转移性乳腺癌的“注射用重组抗 HER2 人源化单
克隆抗体”（“302H” ）、用于非霍奇金淋巴瘤的“重组人鼠嵌合抗 CD20 单
克隆抗体注射液”（“304R” ）、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的“重组抗 EGFR人鼠
嵌合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02” ）及用于实体肿瘤的“重组抗 PD-1 人源
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09A” ）；（2）自身免疫性疾病：益赛普预充针产
品“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 抗体融合蛋白注射液”（301S）及用于
斑块状银屑病的 “重组抗 IL-17A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08” ）；
（3） 眼科疾病： 用于老年视网膜黄斑病变及糖尿病黄斑水肿的 “重组抗
VEGF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01A）；（4）其他疾病：用于哮喘的“重
组抗 IL-5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10）。

根据 NMPA 和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处
于临床及临床后阶段的 8 个主要在研产品中：（1）302H 属于目前最早提交
NDA 申请的同靶点在研产品， 但已有 2 个同靶点的国内上市产品且均已纳
入国家医保目录，分别为赫赛汀R（曲妥珠单抗）、帕捷特R（帕妥珠单抗），另
有 1 款已提交 NDA 申请以及超过 10 款临床在研竞品；（2）304R属于同靶
点临床在研产品中较为靠前的产品，但已有 2 个同靶点的国内上市产品且均
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分别为美罗华 R（利妥昔单抗）、汉利康 R（利妥昔单
抗）， 另有 3 款已提交 NDA 申请以及超过 10 款临床在研竞品；（3）602 尚
处临床 I 期，除已有的 1 个同靶点的国内上市产品爱必妥R（西妥昔单抗）以
外，面临其他超过 10 款临床在研产品的竞争；（4）609A 尚处临床 I 期，已有
包括欧狄沃R（纳武利尤单抗）、可瑞达R（帕博利珠单抗）、拓益R（特瑞普利
单抗）、达伯舒R（信迪利单抗）、艾瑞卡R（卡瑞利珠单抗）、英飞凡R（度伐利
尤单抗）、百泽安R（替雷利珠单抗）7 个同靶点的国内上市产品且其中 1 个
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同时面临其他超过 20 款临床在研产品的激烈竞争；
（5）301S 主要面临在国内已上市的益赛普适应症领域的多款预充式剂型产
品的竞争，包括辉瑞的恩利R（依那西普）、艾伯维的修美乐R（阿达木单抗）、
百奥泰的格乐立R（阿达木单抗）、海正药业的安健宁R（阿达木单抗）及强生
的欣普尼R（戈利木单抗）；（6）608 尚处临床 I 期，已有 2 个同靶点的国内上
市产品，分别为诺华的可善挺R（司库奇尤单抗）和礼来的拓咨R（依奇珠单
抗），另有 3 款临床在研竞品，目前同靶点临床在研产品竞争较小；（7）601A
尚处临床 I 期， 已有 3 个同靶点的国内上市产品且均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分别为诺华的诺适得R（雷珠单抗）、康弘药业的朗沐R（康柏西普）和拜尔的
艾力雅R （阿柏西普）， 同时面临其他超过 10 款临床在研产品的竞争；（8）
610 处于临床 I 期，目前国内尚无上市竞品，主要面临 2 个同靶点临床在研产
品的竞争。 考虑到药物研发以及未来产品实际面临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若
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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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的成长性与持续盈
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主要临床前在研产品面临不确定性及较大竞争的风险
公司还拥有 7 个处于临床前阶段的主要在研产品，包括 5 个针对抗肿瘤

领域的产品与 2 个针对哮喘、皮炎、关节炎等其他疾病领域的产品，具体包
括：（1）抗肿瘤：用于乳腺癌的“注射用重组抗 HER2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612” ）、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及非小细胞肺癌的“重组人源化双特异性
抗体 1”（“704” ）、用于转移性乳腺癌、胃癌的“重组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
2”（“705” ）、用于实体瘤的“重组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 3”（“706” ）及用
于实体瘤的 “重组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 3”（“707” ）（项目代号为 704、
705、706 及 707 的双特异性抗体的靶点尚处于保密阶段）；（2） 其他疾病：
用于中到重度特应性皮炎、哮喘的“重组抗 IL-4Rα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
液”（“611” ），以及用于冷吡啉相关周期性综合征、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
周期性发热综合征、高免疫球蛋白 D 综合征 /甲羟戊酸激酶缺乏症、家族性
地中海热、系统性青少年特发性关节炎、成人斯蒂尔病、痛风性关节炎的“抗
IL-1β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13” ）。

药物早期研发过程需要经过药物靶点发现及生物标记的选择与确认、苗
头及先导化合物确定、构效关系的研究与活性化合物的筛选、候选药物的选
定等多个阶段，筛选出来的候选药物还需通过大量的临床前研究工作来论证
其安全性与有效性，以决定是否能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发行人的主要临床
前在研产品包括治疗乳腺癌的 612 单抗，治疗结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乳腺
癌和胃癌等多种实体瘤的 704、705、706 与 707 双特异性抗体， 以及其他疾
病领域（包括哮喘、皮炎、关节炎等）的 611 与 613 单抗。 上述临床前在研产
品可能存在因临床前研究结果不足以支持进行 IND或相关申请未能获得监
管机构审批通过，从而无法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的风险。

此外，根据 NMPA 和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
司处于临床前阶段的 7 个主要在研产品中：（1） 在治疗乳腺癌的生物药领
域，国内共有 2 款抗 HER2 单抗药物获批上市，另有 2 款已提交 NDA 申请
以及超过 10 款临床在研竞品；（2）在抗肿瘤治疗领域，国内目前尚无获批上
市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仍处于药物研发早期阶段；（3）在其他疾病领域（包
括哮喘、皮炎、关节炎等），国内抗 IL-4Rα 单抗药物无获批产品上市，另有
1 款已提交 NDA 申请的在研竞品； 国内抗 IL-1β 单抗药物无获批产品上
市，另有 5 款临床在研竞品。 因此，鉴于上述产品尚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若
竞争对手的产品先于发行人开展临床试验或者相关领域出现突破性进展，可
能对发行人临床前在研产品的后续推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持续研发新药风险
公司被三生制药收购后，将公司的整体战略定位为专注于抗体类创新药

的企业，并由新委任的研发负责人 ZHU�ZHENPING 对其产品管线布局进行
了调整与重新规划，主要包括停止了大多数不属于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即
未在境内外上市销售的生物制品）的在研项目，新增了较多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的研发管线， 并对其他正在研发过程中的项目进行了重新梳理。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公司拥有处于不同开发阶段、涵盖肿瘤、自身免疫性及眼
科等疾病领域的 15 个主要在研抗体药物（包括 8 个处于临床及临床后阶段
的在研药物、7 个处于临床前阶段的在研药物）。 未来，公司需持续进行新药
研发以不断扩大公司的治疗领域、丰富公司的产品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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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控制发行人股份表决权的情况及绝对控股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LOU�J ING 通过三生制药及其下属企业、 香港达佳合计控

制公司 94.49%的股份的表决权，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
LOU�J ING 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虽然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

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但是如果实际控制人通过
行使表决权或其他方式对公司的经营和财务决策、重大人事任免和利润分配
等方面实施不利影响，可能引发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三）本次发行属于香港上市公司分拆，且报告期内存在部分关联交易
与资金拆借行为，与相关方存在业务划分的风险

公司系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三生制药下属控股子公司，股票代
码 01530.HK。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5 项应用
指引的相关规定，三生制药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就公司本次分拆上市事宜提
交申请。 2019 年 7 月 26 日，香港联交所向三生制药发出书面通知，同意三生
制药分拆三生国健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1、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三生制药其他下属医药主体之间存在部分关联交
易与资金拆借行为

因公司为三生制药子公司，因此报告期内存在部分关联交易与资金拆借
事项。 关联交易主要包括接受关联方劳务、向关联方采购及销售商品、租赁关
联方房屋、商标的许可使用、商标及专利的转让或授权以及关联资金拆借等；
其中，资金拆借主要用于三生制药偿还收购三生国健时的银行借款。

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关联交易制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并且已经
制定了相应的内控制度来控制和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报告期内关联方
资金拆借行为均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针对资金拆借事
项，公司全体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关于不占
用公司资产的承诺》。

2、 三生制药下属其他医药主体未来将主要从事重组蛋白质药物及化学
药业务，与发行人主要从事抗体类药物之间存在业务划分的风险

在收购公司以前，三生制药是一家以重组蛋白质药物为核心产品的生物
制药公司；三生制药完成对公司的收购以后，将其作为三生制药下属唯一的
抗体类药物平台， 与其他三生制药下属其他医药主体之间的业务进行了划
分。

目前，三生制药下属其他医药主体上市产品与公司上市产品不存在适应
症重合，但存在 1 款处于临床 I 期的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抗体在研产品
（即沈阳三生所拥有的 SSS07）与 3 款处于药学阶段的抗肿瘤及自身免疫性
疾病化学仿制药（即浙江万晟所拥有的 SSS24、AP506、SSS32），与公司上
市产品益赛普及部分在研产品在适应症上存在交叉。 如果未来沈阳三生和浙
江万晟的这四款在研成功上市，将与发行人的相关产品产生同业竞争。 为避
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富健药业、实际控制人 LOU�J ING 已出具《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相关医药主体也出具了《关于委托生产及 / 或销
售的承诺》， 同时公司自身也建立了包括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公司治理制度。

若未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相关医药主体未能严格遵守该等承
诺，或者公司未能有效执行公司治理，进而未能有效实现公司与三生制药下
属其他医药主体之间的业务清晰划分， 则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风
险。

（四）发行人主要产品益赛普的销售毛利率情况及逐年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产品益赛普毛利率分别为 91.22% 、90.11% 及

88.06% ，，毛利率水平较高但呈逐年下降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益赛
普的毛利率变动主要由于新建成转固生产线的折旧对制造费用的影响，兼受
产品销售价格变动、市场竞争程度及政策原因变动等因素的影响。 虽然公司
凭借抗体药物销售拥有较高的毛利率，但未来发行人如不能进一步提升自身
资金实力及技术实力，可能存在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其
一，随着行业内竞争对手逐步增加及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及医疗行业政策因
素，产品销售价格可能受到影响；其二，随着公司产能扩张，生产线的陆续完
工转固，公司折旧费用将可能进一步提升，从而导致益赛普毛利率下降，对公
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五）发行人 2019 年度及 2020 年一季度业绩下滑，2020 年全年及以后
年度存在业绩大幅下滑甚至亏损的风险

公司 2019 年净利润为 21, 004.56 万元， 较 2018 年净利润出现一定程
度的下滑， 主要是由于 2019 年公司进行股权激励使得股份支付费用较大和
产品研发投入较大。

公司 2020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5, 368.51 万元， 较之 2019 年同期
下降 29.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 852.51
万元，较之 2019 年同期亏损额扩大约 32.60% 。 同时，公司 2020 年上半年预
计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之 2019 年同期有所下降。

2020 年度公司面临新冠病毒疫情及市场竞争格局加剧的共同影响：一
方面新冠病毒疫情之系统性影响作用于社会运行各环节，包括医院侧重支援
疫情地区的防疫抗疫工作、人员流动减少、延迟开工、下游客户延迟复工、运
输受阻等情况给公司销售、生产、研发方面均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纳
入医保竞品数量增多、竞品价格下调等因素之共同作用，益赛普面临的市场
竞争加剧，对营业收入亦造成一定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研发项目进程不断深化及发行人对抗体药物研发领域的
前瞻性布局，发行人前期研发项目研发投入增大，此外 705 项目（重组人源
化双特异性抗体）、613 项目（抗 IL-1β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302H
项目（注射用重组抗 HER2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610 项目（抗 IL-5 人源化
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等在研项目随其研发阶段所需而研发投入增多。2020 年
上半年预计费用化研发投入约为 16, 800 万元， 与 2019 年上半年同期相比
预计增加约 30% 。

若公司无法有效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影响
使得收入出现下滑，同时若公司的研发费用持续增加，则存在 2020 年全年及
以后年度业绩大幅下滑甚至亏损的风险。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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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217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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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

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 A 股股票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自律监管

决定书[2020]208 号” 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证券简称“三生国健” ，证券代码“688336” ；本公司 A 股股本为
61, 621.1413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其中 5, 623.367 万股股票将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板块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
上市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
（三）股票简称

股票简称为“三生国健” ，扩位简称为“三生国健” 。
（四）股票代码
股票代码为 688336。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为 616, 211, 413 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61, 621, 142 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56, 233, 670 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559, 977, 743 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跟投机构为华泰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其获配股数为 2, 129, 169 股。除此以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
排。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合计 554, 590, 271 股，具体限售期限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限售期限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富健药业 221, 518, 988 39.94%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2 兴生药业 212, 658, 228 38.35%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3 沈阳三生 39, 614, 607 7.14%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4 香港达佳 25, 160, 657 4.54%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5 上海昊颔 19, 206, 564 3.46% 自取得之日起 36 个月注
6 浦东领驭 11, 339, 405 2.04%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7 浦东田羽 10, 965, 428 1.98%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8 Grand�Pa th 10, 408, 922 1.88%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9 上海翃熵 3, 717, 472 0.67%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合计 554, 590, 271 100.00% -

注：上海昊颔取得发行人股票之日为 2019 年 6 月 25 日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

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之“（一）
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 的相关内容。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上市股份中，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三生国健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

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
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之日起 6 个月。 本次发行承诺限售 6 个月的投资者共 280 户，所持股份为
3, 258, 303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48% 。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
股票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
上市保荐机构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及公司公开发

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及其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发

行人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四）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30 亿元，且最近
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 ”

本次发行价格为 28.18 元 /股， 发行完成后， 发行人股份总数为 616,
211, 413 股，上市时公司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30 亿元；2019 年度，发行人营业
收入为 11.77 亿元，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 因此，发行人市值及财务指标符合
上市规则规定的标准。

第三节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ns hine�Guojia n�Pha rmaceu tica l（Shang ha i）Co., �Ltd.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人民币 554, 590, 271 元
本次发行后注册资本 人民币 616, 211, 413 元
法定代表人 LOU�J I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35408592G

经营范围

生物制品、基因工程产品、中西药业、生物试剂的研究、开发
（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生物
工程产品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相关项目研发成果的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公司以创新型治疗性抗体药物为主要研发方向， 为自身免
疫性疾病、肿瘤等重大疾病治疗领域提供高品质、安全有效
的临床解决方案。

所属行业 医药制造业（C27）
成立日期 2002年 1 月 25 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冰路 399 号
邮编 201203
电话 021-50791399
传真 021-58553335
公司网址 www .3s -g uojia n.com
电子信箱 ir@3s -g uojia n.com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 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负责人、 董事会
秘书 刘彦丽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负责人电话 021-50790190

二、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富健药业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221, 518, 988 股

股份，占公司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39.94% 。 富健药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富健药业有限公司（Fu ll�Ga in�Pha rmaceu tica l�Limited）
编号 2152150
董事 LOU�J ING
成立日期 2014年 10 月 6 日
已发行股本 1股（面值 1.00 港元 /股）
注册地 香港金钟金钟道 89 号力宝中心二座四楼 417 室
业务性质 投资控股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泽威公司 100%

本次发行前，LOU�J ING 未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其通过三生制药及其
下属企业和香港达佳合计控制公司 94.49%股份的表决权并担任公司董事
长，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LOU�J ING 的基本情况如下：

LOU�J ING，男，1963 年 1 月出生，安提瓜和巴布达国籍，拥有中国永久
居留权，护照号码：AB05****。 1985 年获得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临床医学专
业学士学位；1994 年获得 Fordham�Univers ity 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 后于
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2008 年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高
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LOU�J ING 为三生制药的联合创始人，1995
年 -2002 年任沈阳三生研发主管；2006 年至今历任三生制药董事、 执行董
事；2012 年至今任三生制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负责三生制药的战
略发展及策划、整体运营管理以及主要决策制定。 2016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长。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如下：

（下转 C34 版）

股票简称：三生国健 股票代码：688336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冰路 399 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 栋 401

联席主承销商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
五路 128 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 栋 401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2020年 7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