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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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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具体请查阅本报告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公司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如下风险： 

1、尚未盈利的风险 

公司报告期内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主要原因是公司自设立以来即从事药物

研发活动，该类项目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公司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费用导致公司累计未

弥补亏损不断增加。此外，公司由于股权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也导致公司累计未弥补亏

损大幅增加。公司未来几年将存在持续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预计将持续处于较高水

平；同时公司未来产品上市后的商业化进展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上市后未盈利状态预计

持续存在且累计未弥补亏损可能短期内继续扩大。 

2、产品商业化不达预期风险 

创新药物研发成功后，需要经历市场开拓及学术推广等过程才能实现最终的产品上市销

售。公司尚无商业化销售产品的经验，尚未组建完整的营销团队。现阶段公司规模较小，存

在销售团队招募进度不及预期以及入职后短期内流失的风险，从而对药品的商业化推广带来

一定不利影响。未来，若公司的销售团队不能紧跟政策动向，把握市场竞争态势，或销售团

队的市场推广能力不达预期，未来获准上市的药物未能在医生、患者、医院或医疗领域其他

各方取得市场认可，将对公司实现产品商业化并获得经济效益造成不利影响。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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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未实现盈利 

√是 □否  



2021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494.9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9,523.31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未弥

补亏损为-39,792.21 万元。 

公司 2021 年度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主要是由于公司是一家全球化创新药

公司，自设立以来即从事新药研发活动，该类项目研发周期长，产品获批上市之前，需要在

临床前研究、临床开发、产品生产与控制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公司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费用

导致公司累计未弥补亏损不断增加。公司未来几年将存在持续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

预计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公司未来产品上市后的商业化进展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上市后未盈利状态预计持续存在且累计未弥补亏损可能短期内继续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 19,074.4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88%。公司持续专注于泌

尿生殖系统（Urogenital System）肿瘤及其它重大疾病领域的新药研发，各项新药研发项目

稳步推进，优秀人才不断加入，现金流情况良好，核心团队稳定，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

力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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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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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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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虹医药 688176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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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联系方式 

姓名 余小亮 季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21弄前滩世

贸中心（三期）B栋19F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21弄前滩世

贸中心（三期）B栋19F 

电话 021-68583836 021-6858383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asieris.cn securities@asieris.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专注于泌尿生殖系统（Urogenital System）肿瘤及其它重大疾病领域的全球化创

新药公司。秉承“改善人类健康，让生命更有尊严”的企业使命，公司立志成为在专注治疗

领域集研发、生产和商业化为一体的国际领先制药企业，为中国和全球患者提供最佳的诊疗

一体化解决方案。 

公司坚持以创新技术和产品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内部完善的研发体系、三大核心技术平

台和全球药物开发经验专长，深入探索药物作用机理，高效率筛选评价候选药物，致力于在

专注治疗领域推出全球首创（First-in-Class）药物及存在巨大未被满足治疗需求的创新药物。 

同时，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和战略合作，围绕泌尿生殖系统疾病进行产品管线的深度布局。

公司高度关注专注领域的技术前沿和治疗发展趋势，洞察并挖掘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前瞻

性地进行产品规划和生命周期管理，打造从疾病诊断到治疗的优势产品组合，从而造福更多

的中国和全球患者。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主要产品管线拥有 9 个产品、12 个在研项目，所处研发阶段

如下图所示：



治疗领域 产品 靶点/类型 
权益 

范围 
适应症 

临床开展

区域 

研究开发阶段 

临床前 

研究 
IND I 期临床 II 期临床 

关键性/ 

III 期临床 
NDA 

泌尿系统

疾病 

唯施可® 

(APL-1202) 
MetAP2 全球 

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

危 NMIBC（与化疗灌

注联合使用，二线治

疗） 

中国 
 

未 经 治 疗 的 中 危

NMIBC（单药，一线

治疗） 

中国 
 

BCG 灌注复发的中高

危 NMIBC（与 BCG

灌注联合使用） 

美国 
 

MIBC 的术前新辅助

治疗（与替雷利珠单抗

联合使用） 

美国、中

国  

APL-1501 MetAP 全球 
泌尿系统肿瘤；耐药尿

路感染 

澳大 

利亚  

海克威® 

(APL-1706) 
显影剂 中国 NMIBC 诊断和手术 - 

 

生殖系统

疾病 

希维她® 

(APL-1702) 

光动力药械组

合产品 
全球 

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

内病变（HSIL） 

国际多中

心  

ASN-1764 
靶向蛋白降解

剂 
全球 三阴性乳腺癌等 - 

 

ASN-1780 
靶向蛋白降解

剂 
全球 

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

列腺癌 
-  

APL-1901 SERD 全球 ER 阳性乳腺癌 - 
 



治疗领域 产品 靶点/类型 
权益 

范围 
适应症 

临床开展

区域 

研究开发阶段 

临床前 

研究 
IND I 期临床 II 期临床 

关键性/ 

III 期临床 
NDA 

其他疾病 
APL-1401 未披露 全球 自身免疫疾病 - 

 

ASN-1733 未披露 全球 鲍曼不动杆菌感染 - 
 

注：蓝色线条为泌尿系统疾病适应症，红色线条为生殖系统疾病适应症，灰色线条为其它疾病适应症。 



2、主要产品 

（1）唯施可®（APL-1202） 

APL-1202（商品名唯施可®）是全球第一个（First-in-Class）在抗肿瘤领域进入关键性/III 期

临床试验的口服、可逆性 MetAP2 抑制剂，也是国际上首个进入关键性/III 期临床试验的非肌层浸

润性膀胱癌（NMIBC）口服靶向治疗药物，有望填补该治疗领域的市场空白。APL-1202 项目于

2015 年和 2018 年分别获得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 

针对 NMIBC 治疗领域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公司在中国率先完成了 APL-1202 用于治疗化疗

灌注复发的高危 NMIBC 的 II 期临床试验。该试验结果表明，经 APL-1202 治疗后患者的 12 个月

无复发率为 51.3%（95% CI：32.64%-67.10%），显著高于化疗灌注药物的 35%无复发率（p=0.017）

的历史研究数据；经 APL-1202 治疗后患者的中位无复发生存期（median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mRFS）大于 15 个月，显著长于化疗灌注治疗同一患者人群的 6.9 个月 mRFS 历史研究数据；接

受 APL-1202 治疗后，在 12 个月内无受试者进展为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即 12 个月肌层浸润性进

展率为 0。历史研究数据表明，5%-17%的高危 NMIBC 患者在膀胱化疗灌注后 12 个月内会发生肌

层浸润。 

（2）海克威®（APL-1706） 

海克威®（APL-1706）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的辅助膀胱癌诊断或手术的显影剂类药物，通过

与蓝光膀胱镜的联合使用可以有效提高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的检出率（尤其是原位癌

的检出率），使切除手术更完全，从而降低肿瘤复发率。APL-1706 是一种新一代荧光显影剂，其

活性成分是 5-氨基酮戊酸己酯（HAL）。使用时，医生将 APL-1706 溶解成缓冲液灌注到患者的膀

胱，显影剂在被肿瘤组织高度选择性吸收后，在特定的蓝光照射下，肿瘤病灶会清晰地显示出与

正常组织显著不同的红色荧光，从而协助膀胱镜下的诊断和手术切除。 

APL-1706 由 Photocure 公司开发，目前已经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获批上市，其商品名为 Hexvix®

（在美国上市的商品名为 Cysview®）。APL-1706 在多年的临床应用中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在欧洲泌尿外科协会（EAU）、美国泌尿外科协会（AUA）和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

院（NICE）等推荐的 NMIBC 指南中均作为膀胱癌诊断的一线用药。公司已于 2022 年 2 月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Ⅲ期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3）希维她®（APL-1702） 

APL-1702 是集药物和器械为一体的光动力治疗产品，其活性成分是 5-氨基酮戊酸己酯

（HAL），主要用于治疗包括所有 HPV 病毒亚型感染所致的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

HSIL 是一种高级别的宫颈癌前病变，如果同时伴有高危型 HPV 感染，更容易发展为宫颈癌。由

于迄今为止全球尚未有非手术治疗产品上市，APL-1702 有望给患者提供全新的治疗选择，让部分

患者免除手术治疗的痛苦和副作用，特别是消除手术治疗对育龄妇女患者生育功能的影响。截止

本报告披露日，APL-1702 的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已获得中国、匈牙利、乌克兰、德国、斯洛

伐克、捷克、荷兰、波兰等国家药监机构的批准，并积极在中国和欧洲招募受试者。 



 

(二) 主要经营模式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主要从事新药研发业务，尚未开展相关新药的正式生产和销售业务。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如下： 

1、研发模式 

公司以自主研发为主，充分利用自有核心技术平台，在泌尿生殖系统肿瘤及其他重大疾病领

域，深度布局自己的产品管线。 

公司已经构筑了完整的新药研发体系，包括药物发现及机制研究、临床前开发、药学研究、

转化科学研究、中国和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和法规与注册申报等。公司建立了三大核心技术平台，

并成功自主研发了 APL-1202、APL-1501、APL-1401 等处于临床或临床前开发阶段的创新药产品。

出于资源调配、监管要求等因素考虑，在具体实施时，公司会将部分非核心工作外包于第三方服

务公司，包括临床前的部分药理药效及毒理试验、临床试验以及相关的受试者招募、SMO 服务等。 

此外，公司依靠敏锐的前瞻性产品评价能力和高效的商务拓展策略，与国外药企就优质产品

进行合作开发，依托在中国境内强大的技术转移和临床开发能力，以最优化路径将产品推向中国

市场。 

2、采购模式 

公司属于新药研发公司，产品均处于临床前研发或临床开发阶段。报告期内，采购内容主要

为与研发活动相关的实验器材、物料、服务及知识产权相关支出等。公司建立了供应商信息库，

规定供应商的评估准入规则、年度考核标准等，并为供应商建立档案，定期更新，确保公司采购

物资及服务的质量符合公司要求。 

在采购时，由需求部门填写《采购申请单》，适当审批后，由采购部门审核后实施采购。公司

原则上采取询比价、招标等方式对多家供应商进行比较，在综合考虑服务产品质量、报价、服务

方案等因素后，选择合适的供应商进行采购。 

验收时，采购部门配合需求部门严格按照相关质量规范进行产品入库及服务放行前的验收工

作。 

3、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均处于临床前研发或临床试验阶段，尚未进入商业化生产阶段。待取得新药上市许

可后，公司拟采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rketing Authorization Holder，MAH）模式委托有资质

的药品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同时，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建设自有生产基地，待生产基地完成立

项、环评及建设等一系列手续后，逐步进行自产。对于临床试验用药，公司主要采用外购或委托

生产方式取得。 

4、销售模式 

公司的战略目标是以患者为中心，专注于泌尿生殖领域，提供涵盖筛查、检测、诊断、治疗、



随访等诊疗一体化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泌尿生殖领域的市场领导者。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

尚无产品获批商业化生产和销售，公司的在研产品 APL-1202、APL-1702、APL-1706、APLD-2101

预计将在未来三年内陆续上市，公司根据在研产品目前的临床开发及上市审评进度，已组建市场

营销管理团队，待产品正式商业化销售后，公司将发挥产品临床组合优势，采取合理的价格策略，

制定专业化和差异化的学术推广及产品营销策略，持续完善自营团队和销售渠道建设，并大力推

动在研产品尽快纳入国家医保报销目录，让更多患者尽早受益，并迅速提高公司产品的销售收入

和市场渗透率。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 

公司是创新驱动的新药研发企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医药制造业（分类代码为 C27）。 

在老龄化加剧、社会医疗卫生支出增加和研发投入增加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全球医药市场

在过去保持着稳定增长，全球医药市场规模由 2016 年的 11,530 亿美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2,988

亿美元，2016 年至 2020 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复合年增长率为 3.0%。预计到 2025 年，全球医药

市场规模将达到 16,814 亿美元，2020 年至 2025 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5.3%。 

2016-2030 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 

932.8 968.8 1,005.6 1,038.0 1,000.9 1,050.9 1,086.5 1,115.4 1,136.0 1,151.3 1,165.5 1,181.3 1,193.7 1,204.9 1,219.4 

220.2 239.6 261.1 286.4 297.9 
336.6 379.0 424.5 475.5 530.1 587.4 642.0 699.1 757.2 814.0 

1,153.0 
1,208.4 1,266.7 

1,324.5 1,298.8 
1,387.5 1,465.5 1,540.0 

1,611.5 1,681.4 
1,752.8 1,823.3 

1,892.8 
1,962.1 

2,033.3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2029E 2030E

化学药 生物药

单位：十亿 美元

时期
复合年增长率

化药 生物药 总体

2016-2020 1.8% 7.8% 3.0%

2020-2025E 2.8% 12.2% 5.3%

2025E-2030E 1.2% 9.0% 3.9%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在经济稳步发展和医疗需求增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医药市场规模由 2016 年的 13,294 亿元

增长至 2020 年的 14,480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2.2%。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将达

到 22,873 亿元，2020 年至 2025 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9.6%。 



2016-2030 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 

单位：十亿 人民币

722.6 757.2 787.5 819.0 708.5 846.6 883.9 914.8 946.8 975.2 1,004.5 1,034.6 1,067.7 1,105.1 1,143.8 

423.2 454.7 483.7 502.0 
393.8 

457.8 467.9 477.8 489.2 500.5 506.8 515.3 530.8 544.9 553.0 
183.6 218.5 262.2 312.0 

345.7 

424.8 
516.2 

613.7 
711.9 

811.6 
917.1 

1,018.0 
1,109.6 

1,198.4 
1,294.3 

1,329.4 
1,430.4 

1,533.4 
1,633.0 

1,448.0 

1,729.2 
1,868.0 

2,006.3 
2,147.9 

2,287.3 
2,428.4 

2,567.9 
2,708.2 

2,848.4 
2,991.1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2029E 2030E

化学药 中药 生物药

时期
复合年增长率

化药 中药 生物药 总体

2016-2020 -0.5% -1.8% 17.1% 2.2%

2020-2025E 6.6% 4.9% 18.6% 9.6%

2025E-2030E 3.2% 2.0% 9.8% 5.5%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2）主要技术门槛 

创新药物发现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极富挑战的过程，创新药公司需要具备较为完整的研发体系，

包括药物发现、临床前开发、药学研究、转化科学研究、临床试验、法规与注册申报等各个环节。

此外，持续的创新还还需要进行机制研究、靶点筛选、药物分子设计、药理药效评估、转化医学

研究、化学合成工艺及制剂开发等方面的积累。创新药的研究开发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复杂

系统工程，各国通过不断丰富、完善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对相关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保证

创新的持续性。 

公司坚持以创新技术平台驱动新产品开发，通过深入探索药物的作用机理和建立高效率药物

筛选评价体系，打造自有的研发平台和核心技术，以实现高效和差异性的新药发现。经过十余年

的积累和实践，公司在长期机制研究、靶点筛选、药物分子设计、药理药效评估、转化医学研究、

化学合成工艺及制剂开发等方面逐步积累和建立的专有技术，并构筑了覆盖药物发现及机制研究、

临床前开发、药学研究、转化科学研究、中国和全球临床试验、法规与注册申报的完整研发体系，

拥有了包括靶向免疫调节正常化（TIMN）技术平台、前药和精准药物递送（PADD）技术平台、

基于片段组合的蛋白降解嵌合体（FASTac）在内的核心技术平台。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创新药研发一般投资较大、周期较长、风险较高，但也是全球医药行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有着重大意义。随着国内发布一系列创新药物领域的支持政策，如药品注

册分类改革、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优先审评等，这些政策破除了以往新药研发的政策障碍，

加速了新药研发的速度，创新药行业步入快速发展期。公司是专注于泌尿生殖系统肿瘤及其它重

大疾病领域的全球化创新药公司，主要凭借完整的自主研发体系和核心技术平台，公司在泌尿生

殖系统疾病领域建立了高度协同的在研产品管线。在泌尿系统疾病领域，公司以非肌层浸润性膀

胱癌（NMIBC）为首个重点市场，以自主研发为主，并通过和全球领先公司的战略合作，构建了



覆盖 NMIBC 诊断、手术、治疗和随访（APL-1706、APL-1202、APLD-2101）的优势产品组合，

致力于为医生和患者提供最佳的诊疗一体化解决方案。其中 APL-1202 是全球第一个

（First-in-Class）进入抗肿瘤关键性/III 期临床试验的口服、可逆性 II 型甲硫氨酰氨肽酶（MetAP2）

抑制剂，也是国际上首个进入关键性/III 期临床试验的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口服靶向

治疗药物，有望填补该治疗领域的市场空白。在生殖系统疾病领域，公司用于非手术治疗宫颈高

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的光动力学药物器械组合产品 APL-1702 已进入国际多中心临床 III

期研究阶段。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无针对 NMIBC 治疗的口服药物和针对 HSIL 的非手术治疗产品获

批上市，APL-1202 和 APL-1702 均有望成为其所在领域的突破性重磅产品。 

公司核心产品 APL-1202 曾两次获得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II 期临床试验

结果表明，APL-1202 的疗效显著优于目前的化疗灌注药物且具备良好的人体安全性。方便的口服

给药方式也使得患者免于膀胱灌注治疗的痛苦，有望成为膀胱癌治疗领域的重磅产品。APL-1702

是一个集药物和器械为一体的光动力治疗产品，很容易由妇科医生放置于患者宫颈口，并且在治

疗结束后能被患者自行取出。APL-1702 对所有 HPV 病毒亚型导致的宫颈癌前病变有显著的清除

作用，而且迄今为止，在治疗宫颈癌前病变领域，全球尚未批准过非手术治疗产品。APL-1702

有望给患者提供全新的治疗选择，让部分患者免除手术治疗的痛苦和副作用，特别是消除手术治

疗对育龄妇女患者未来生育功能的影响。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全球医药市场规模稳定增长 

在老龄化加剧、社会医疗卫生支出增加和研发投入增加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全球医药市场

在过去保持着稳定增长，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全球医药市场规模由 2016 年的 11,530 亿美

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2,988 亿美元，2016 年至 2020 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复合年增长率为 3.0%。

预计到 2025 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将达到 16,814 亿美元，2020 年至 2025 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5.3%。 

2、国家政策大力鼓励药企创新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大力鼓励药企创新。根据 2020 年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药品加快上市注册制度，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创新。对符合条

件的药品注册申请，申请人可以申请适用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及特别审

批程序。在药品研制和注册过程中，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专业技术机构给予必要的技术指导、

沟通交流、优先配置资源、缩短审评时限等政策和技术支持。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提出，优化管理方式促进新药好药加快上市。

完善创新药物、创新疫苗、医疗器械等快速审评审批机制，加快临床急需和罕见病治疗药品、医

疗器械审评审批。 

3、“优质创新精品”必将成为未来创新药的主流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强调了“临床价



值”才是创新药的追求目标，伪创新药物将难以立足，FIC（First-in-Class）/BIC（Best-in-Class）

新药已经成为我国医药工业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自然需求。未来，同质化产品

将逐渐失去竞争力，“优质创新精品”必将成为未来创新药的主流，FIC/BIC 药物的开发能力将成

为创新药企的核心竞争力，新技术、稀缺的技术平台、差异化的治疗领域、创新的给药方式等都

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竞争格局，拥有 FIC/BIC 品种的公司将具备更高的成长性，也将更容易

走向国际，具有更宽广的市场空间。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3,098,857,157.88 843,679,348.72 267.30 72,742,62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12,881,818.21 806,497,459.46 273.58 28,754,927.71 

营业收入 4,574.88 - 不适用 -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0 - 不适用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4,949,267.02 -247,266,724.21 不适用 -172,425,92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5,233,108.45 -125,074,764.21 不适用 -101,777,828.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1,515,933.64 -125,953,311.83 不适用 -88,829,573.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66 -97.85 不适用 -5,779.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1 -0.54 不适用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1 -0.54 不适用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 - - 4,57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6,273,163.12  -39,329,753.09  -45,899,171.64  -63,447,17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30,481,165.56  -43,133,136.26  -48,806,738.44  -72,812,06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761,860.16  -32,439,402.03  -43,009,621.00  -61,305,050.4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5,84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74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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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PAN KE 0 129,465,348 22.71 129,465,348 129,465,348 无 0 

境外

自然

人 

Pan-Scientific 

Holdings Co., Ltd. 
0 31,858,481 5.59 31,858,481 31,858,481 无 0 

境外

法人 

北京龙磐健康医

疗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0 24,735,039 4.34 24,735,039 24,735,039 无 0 其他 

南京瑞可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15,391,333 2.70 15,391,333 15,391,333 无 0 其他 

QM139 Limited 0 13,506,045 2.37 13,506,045 13,506,045 无 0 
境外

法人 



泰州东虹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0 12,812,891 2.25 12,812,891 12,812,891 无 0 其他 

中小企业发展基

金（深圳有限合

伙） 

0 12,102,586 2.12 12,102,586 12,102,586 无 0 其他 

泰州亚虹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0 11,563,138 2.03 11,563,138 11,563,138 无 0 其他 

杭州凯泰民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9,894,015 1.74 9,894,015 9,894,015 无 0 其他 

西藏虹瓴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0 9,894,015 1.74 9,894,015 9,894,015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PAN KE 持有 Pan-Scientific Holdings 

Co., Ltd.100%股权，并担任董事；PAN KE 担任泰州

东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担任泰州亚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

合伙人。除此之外，公司未接到其他股东有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声明，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有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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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46 万元，为海克威®（APL-1706）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作为临床急需进口药品申报并实现的收益；管理费用、研发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23.08%和增长 10.88%；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3,494.93 万元，净亏损同比减少。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