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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之发行保荐书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接受北京

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思兰德”、“发行人”或“公

司”）的委托，担任诺思兰德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以下简称“本次证券发行”或“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为本次发行出具发

行保荐书。 

本保荐机构及相关保荐代表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

层挂牌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保荐业务管理细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道德准则

出具发行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文件中所有简称和释义均与公开发行说明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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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证券发行基本情况 

一、具体负责本次推荐的保荐代表人 

中泰证券作为诺思兰德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的保荐机构，指派具体负责推荐的保荐代表人为潘世海先生和陈春芳女士，其保

荐业务执业情况如下： 

潘世海先生，中泰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济南投行部总监，保荐代表人、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先后参与或负

责了辰欣药业（603367.SH）、联诚精密（002921.SZ）、元利科技（603217.SH）、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公司、华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汇锋传动（834137.OC）、

山东华盛中天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国林科技（300786.SZ）、科德数控股份有限

公司等 IPO 项目的改制、辅导及上市申报工作；力诺太阳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参与华宏科技（002645.SZ）、再升科技（603601.SH）、蓝海华腾（300484.SZ）、

东音股份（002793.SZ）、丰元股份（002805.SZ）等公司的质量审核工作，负责

了圣泉集团（830881.OC）、汇锋传动（834137.OC）、雷帕得（831613.OC）、

新风光（833152.OC）等多个新三板挂牌项目。具有扎实的财务功底、法律知识

和丰富的投资银行工作实践经验。自从事保荐业务以来无违法违规记录。 

陈春芳女士，中泰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战略客户部执行总经理、保荐代

表人，负责或参与了数字政通（300075.SZ）、合众思壮（002383.SZ）、涪陵榨

菜（002507.SZ）、丰元股份（002805.SZ）、恒锋信息（300605.SZ）IPO 项目

的改制、辅导及上市申报工作；武石油重大资产重组、数字政通非公开发行等项

目。具有专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投资银行工作实践经验。自从事保荐业务以来

无违法违规记录。 

二、保荐机构指定的项目协办人及其他项目人员 

（一）项目协办人及其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本保荐机构指定丁邵楠为本次发行的项目协办人，其执业情况如下： 

丁邵楠先生，准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拥有法律职业资格，2016 年加

入中泰证券。本次作为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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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层挂牌之项目协办人，协助项目保荐人履行相关职责。自从事投行业务以来无

违法违规记录。 

（二）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其他成员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其他成员包括刘贵萍、张爱萍、王相伟、马长太、龚彦

嫣、李高。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诺思兰德 

证券代码 43004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635404863 

注册资本 21,311.3454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许松山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4 年 6 月 3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08 年 6 月 16 日 

公司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开拓路 5 号 A406 室 

公司电话 010-82890893 

公司传真 010-82890892 

公司网址 www.northland-bio.com 

电子信箱 gaojie@northland-bio.com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部门 董事会办公室 

负责人 高洁 

联系电话 010-82890893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

投资及资产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

销售生物制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四、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诺思兰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五、本次证券发行方案 

股票种类 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每股面值 1.00 元/股 

发行股数 不超过 5,000 万股 

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26,311.3454 万股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可采取直接定价发行方式、竞价发行方式和询价发行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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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合格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拟挂牌地点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精选层 

六、保荐机构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一）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

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中泰证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中泰证券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拥有发

行人权益、在发行人处任职等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中泰证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中泰证券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七、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发行的内部审核程序和内核意见 

（一）内部审核程序 

本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项目履行了以下内部审核程序： 



3-1-6 

1、本保荐机构在对发行人进行了初步尽职调查后，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召

开了诺思兰德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立项会议，

审核同意项目立项。 

2、保荐机构质控部组织相关审核人员对本项目进行了内部审核。审核人员

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5 日进行了现场检查和底稿查阅，对申报文件

的质量、材料的完备性、发行人的合规性等方面进行审查，并与项目组（包括保

荐代表人、项目协办人）进行了充分沟通，项目组根据质控反馈意见修改完善申

报文件及工作底稿后，质控部审核人员再次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北京诺思兰

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项

目质量控制报告》（质控股 2020 年 30 号）及《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工作底稿验收意见》

（底稿验收股 2020 年 29 号）。 

3、本保荐机构证券发行审核部相关审核人员对本项目进行了审核，对发行

人本次发行申请文件进行了书面审查。证券发行审核部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出具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精选层挂牌项目证券发行审核部审核意见》（证审【2020】86 号），并要求项

目组修订和完善。项目组根据证券发行审核部审核意见对全套申报材料进一步修

改完善，经内核负责人同意后，证券发行审核部组织召开内核会议，将全套申报

材料在内核会议之前发送给内核小组成员。 

4、2020 年 6 月 19 日，本保荐机构召开了内核会议。内核会议中，保荐代

表人对履行保荐职责做出工作说明，陈述并回答内核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项目

组成员出席内核会议。 

5、项目经内核小组成员充分讨论后，内核小组成员根据项目情况做出独立

判断，采取记名书面表决的方式，对是否同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申请发表意见。 

6、证券发行审核部综合内核会议讨论的问题及参会内核小组成员的意见形

成内核意见。项目组根据内核意见修改全套材料，并对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

证券发行审核部审核后，将内核意见回复、修改后的材料等发送参会的内核委员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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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核委员会意见 

经全体参会内核委员投票表决，本保荐机构内核小组同意将北京诺思兰德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文件上报全国股转公司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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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的规定，

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

人本次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并据此出具本发行保

荐书。 

二、本保荐机构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

了充分的尽职调查，并对申请文件进行审慎核查，本保荐机构作出以下承诺：  

（一）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有

关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相关规定； 

（二）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

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四）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

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五）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

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六）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七）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八）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九）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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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发行的推荐意见 

中泰证券接受发行人委托，担任其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本保荐机构遵照诚

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非上市公众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审慎调查。 

本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

层挂牌条件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了判断、对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进行了

提示、对发行人发展前景进行了评价，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

出具了内核意见。 

本保荐机构内核部门及保荐代表人经过审慎核查，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有关发行的条件，同意对发

行人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予以保荐。 

一、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合法 

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申请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议案》《关于公

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的议案》《关

于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关于制

定〈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后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

牌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就股票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出具有关承诺并接受相应约束措施的

议案》《关于开立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

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关于制定

在精选层挂牌后适用的〈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

议案》等与本次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相关的议案；并决定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包括上述议案在内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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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上述与本次发行挂牌相关的议案。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作出批准本次发行的决议，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一）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进行了逐项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1、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2、发行人所属行业前景较好，积累了丰富的药物研发经验，组建了一支高

素质研发及管理团队，开发了丰富并且具有行业特色的基因治疗和重组蛋白质类

药物的产品管线，拥有多个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工程新药，具备独立承担药物筛

选、药学研究、临床研究与生产工艺放大等药物研发和产业化的技术体系及能力；

除营业收入外，公司可以通过股票融资、银行贷款、政府补助等满足研发所需资

金，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的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

规定； 

3、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4、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

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 

5、发行人符合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发行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

条件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的发行条件进行了逐项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1、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2、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

审亚太审字[2018]第 010031 号、中审亚太审字[2019]010161 号、中审亚太审字

[2020]010098 号、中审亚太审字[2020]010098-7 号）、《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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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说明专项审核报告》（中审亚太审字

[2020]010098-6 号）以及保荐机构的审慎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处于

药物研发阶段，研发支出较大，营业收入主要为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眼科药品

生产销售及受托加工，金额较小且不稳定，导致持续亏损。发行人所属行业前景

较好，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经核查发行人的财务会计文件，发行人

最近三年一期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 

3、发行人依法规范经营，最近 3 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

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最近 12 个月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三）发行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

规定的发行条件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

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发行条件进行了逐项核查，核查结

果如下： 

1、发行人股票于 2009 年 2 月 18 日开始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已连续挂牌满 12 个月，所属层级为创新层。 

2、发行人选择的具体进层标准为：市值不低于 15 亿元，最近两年研发投入

合计不低于 5,000 万元。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基因治疗药物、重组蛋白质类药物和眼科用药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的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所属生物医药行业为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具备科技创新能力和坚实的科研基础，且已取得阶段性研发

或经营成果，多个药品在心血管疾病等治疗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具有技术优

势。根据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和可比公司的估值水平推算，公司发行后预

计市值不低于 15 亿元；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经审计的研发投入分别为

2,035.35 万元、3,302.37 万元，合计不低于 5,000 万元，符合上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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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为 7,296.82 万元，不低于 5,000.00 万元。 

4、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不超过 5,000 万股，不少于 100 万股，发行对象

不少于 100 人。 

5、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本为 21,311.3454 万元，公开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

于 3,000.00 万元； 

6、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

公司股本总额的 25%； 

7、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进入精选层的情形。 

（四）发行人符合《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

层挂牌规则（试行）》规定的发行条件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是否符合《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

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规定的发行条件进行了逐项核

查，核查结果如下： 

1、发行人股票于 2009 年 2 月 18 日开始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已连续挂牌满 12 个月，所属层级为创新层。 

2、发行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3、发行人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或者其他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严重损害的情形。 

4、发行人不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各项条件。 

三、发行人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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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与发行监

管工作相关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问题的解答》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诺思兰德持股 5%以上股东、前十大股东中是否有私募投

资基金及其是否按规定履行备案程序情况进行了核查。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诺思兰德持股 5%以上股东、前十大股东中，仅华

金锦天、启迪明德、启迪东湖、启迪创新 4 名股东为私募基金，其与其管理人备

案、登记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管理人 基金编号 管理人编号

1 
天津华金锦天医药医疗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西藏崇石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SR5100 P1001939 

2 
北京启迪明德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荷塘创业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SD2679 P1001163 

3 
武汉启迪东湖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武汉东湖启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SD3850 P1012505 

4 
启迪创新（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荷塘创业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SD2439 P1001163 

经核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诺思兰德持股 5%以上股东、前十大股东

中的私募投资基金及其管理人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范性文件规定履行了备案

程序。 

四、发行人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发行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

经营状况正常，公司新药研发进入临床阶段后需要委托医院进行临床试验，由于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爆发，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了关于延迟

复工、限制物流、人员流动等疫情防控措施，各地医院也对人流量进行了严格限

制，医院接受相关临床试验患者的诊治病例有所减少，导致目前临床试验入组进

度不及预期。因滴眼液产品销售规模不大，受疫情因素影响较小，不存在其他可

能影响投资者重大判断的事项。 

五、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一）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及持续亏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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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药研发资金投入大、周期长。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1-6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655.86万元、-2,522.01

万元、-3,700.03 万元和-360.5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3,112.14 万元、-3,433.81 万元、-4,584.72 万元和-457.09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4,870.24 万元。截至

发行保荐书签署日，公司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系公司主要产品仍处

于研发阶段，研发支出较大。未来一段时间，公司仍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及持续

亏损的风险。 

（二）研发失败风险 

医药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行业，新药研发具有周期

长、投资大、难度高的特点。在研发过程中可能存在因研发技术路线出现偏差、

关键技术难点未能攻克、研发进度缓慢而导致研发失败的风险。若公司未来无法

较好地应对新药研发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将对公司新产品的顺利推出造成不利影

响，从而导致公司市场竞争力下降。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研发进度影响的风险 

公司新药研发进入临床阶段后需要委托医院进行临床试验，由于 2020 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爆发，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了关于延迟复工、限制

物流、人流等疫情防控措施，各地医院也对人流量进行了严格限制，医院接受诊

治病例大幅减少，导致目前临床试验入组进度不及预期。若疫情持续时间较长，

可能会对公司核心在研项目研发进度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六、发行人发展前景分析 

（一）发行人行业地位 

发行人是一家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主要从事基因治疗药物、重组蛋白质类

药物和眼科用药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发行人秉承“创造价值、服务健康”的宗

旨，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主要致力于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罕见病和眼科疾

病等领域生物工程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为疾病治疗提供安全、有效、质量可控

的临床可及药物，将公司发展成为基因治疗药物领域的国际领先生物制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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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深耕生物医药行业十六载，积累了丰富的药物研发经验；组建了一支

高素质的研发及管理团队；开发了丰富并且具有行业特色的基因治疗和重组蛋白

质类药物的产品管线；拥有多个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工程新药；具备独立承担药

物筛选、药学研究、临床研究与生产工艺放大等药物研发和产业化的技术体系及

能力；并建立了具有领先技术水平和成本优势的生物工程新药研发和生产技术平

台，即基因筛选及工程菌构建、裸质粒基因治疗药物、微生物表达重组蛋白质药

物、哺乳动物细胞表达重组蛋白质药物、滴眼剂药物、生物技术药物工艺放大和

规模化生产的研发平台，发行人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同时开展药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以及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受托加工服务。 

 

发行人技术平台 

发行人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G20 工程）

创新引领企业，曾荣获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备科技创新能力

和坚实的科研基础，被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为“北京市科技研发机构”、

“北京市裸质粒工程技术中心”和“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截至发行保荐

书签署日，发行人拥有 19 项专利，其中境内授权专利 14 项，境外授权专利 5

项，另有 9 项专利申请处于审查阶段；“获得高效重组蛋白衍生物的方法和生产

工艺”荣获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全国商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全国生物制

药信息中心、医药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医药科学技术奖全国医药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重组人胸腺素 β4 衍生物及其应用”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发行人先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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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 8 项、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课题 1

项以及多项省级和区级专项课题。 

截至发行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正在研发 9 个生物工程新药对应 11 个适应

症，其中基因治疗药物 3 个、重组蛋白质类药物 6 个；2 项 III 期临床研究、1

项 II 期临床研究、其余多个创新项目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公司已通过 2 条滴

眼液生产线 GMP 认证/检查，拥有 2 个已上市销售品种，2 个品种正在审批阶段，

多个滴眼液化学仿制药项目处于在研阶段。发行人在研产品功能覆盖下肢缺血性

疾病、急性心肌梗死所致缺血再灌注损伤、急性肺损伤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肿瘤化疗导致的血小板减少症、2 型糖尿病、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甲型血友

病、干眼症、青光眼等多个治疗领域。发行人研发梯度合理，具有较高的成熟度；

其中多个药品在心血管疾病等治疗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二）发行人的发展前景 

1、医药行业发展概况 

医疗保健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特征。随着全球经济发展、

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们的保健意识逐渐提升，医疗保健需求持续增长，从

而引领全球医药市场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全球医药

市场规模由 2014 年的 1.0 万亿美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1.3 万亿美元，并将于 2030

年达到约 2.1 万亿美元。全球医药市场由化学药和生物药两大板块组成，预计生

物药市场规模增速将超过整体医药市场增速，并于 2030 年达到 0.7 万亿美元。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居民收入长足稳定的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药品消费市场。在过去几年，中国医药市场保持着超过全球医

药市场的增速，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2014 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达到 1.1

万亿元，从 2014 年到 2018 年该市场以 8.1%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至 1.5 万亿元规

模，并将于 2030 年达到 3.2 万亿元规模。人口老龄化、“二胎政策”开放等问

题促进人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我国医药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医疗行业

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发展。 

2、生物药行业发展概况 

不同于全球医药市场，中国医药市场主要由三个板块构成，即化学药、生物

药以及中药。相较于化学药，生物药的发展较晚，直到近 40 年才进入大规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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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阶段。虽然生物药起步晚，但由于其安全性、有效性和依从性能达到化学药

和中药未满足的临床需求，该市场发展迅速，该行业已经成为全球医药行业中最

容易出现年收入 10 亿美元以上重磅产品的细分领域。根据各药企年报统计，2018

年全球最畅销的 10 个药物中，有 9 个药物是生物药，仅有 1 个为化学药。根据

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2014 年全球生物药市场规模达 1,944 亿美元，并于 2018

年达到 2,618 亿美元。生物制药领域内医药研发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是生物药行业

市场的主要增长动力。我国的生物药行业发展滞后于全球市场，因此中国生物药

市场具有更加广阔的增长空间。中国生物药市场在过去的几年中以数倍于全球生

物药市场的增长率快速增长。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受到技术创新、居民保

健意识增强、生物药疗效卓越等因素驱动，未来中国生物药市场规模将快速扩增，

市场规模将于 2030 年达到 1.3 万亿元。 

（1）基因治疗行业概览 

基因治疗（Gene therapy）是指将外源（正常或野生型）基因导入靶细胞，

以纠正或补充因基因缺陷和异常所引起的疾病，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目的的技术方

法。基因治疗的概念存在狭义和广义，狭义上来说，是指采用具有正常功能的基

因置换或增补患者体内具有缺陷的基因，从而实现疾病治疗的目的；广义上来说，

是指将某些遗传物质转移至患者体内，使其在体内表达，从而达到疾病治疗的目

的的新技术方法；此外，基因治疗还包括从 DNA 水平采取的治疗某些疾病的措

施和新技术。 

 

基因治疗发展历程 

数据来源：药渡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基因疗法已开始改善癌症和各种遗传性疾病患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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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2012 年，欧洲首个载体类基因治疗药物 Glybera 获得批准，成为基因治疗领

域的里程碑；2017 年，FDA 批准 3 款基因治疗药物上市；截止 2020 年 3 月欧美

日已批准 9 个基因治疗药物（其中 2 个为有条件批准上市）。除了已上市基因治

疗产品外，根据“Gene Therapy Clinical Trials Worldwide”的统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全球范围内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方案累计 3,025 个，主要集中于癌症、单基

因遗传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等方面的治疗。1根据 EvaluatePharma 预测，细胞治疗、

基因治疗以及核酸疗法的全球市场规模将以高达 65%的年复合增长率迅速增长，

自 2017 年的 10 亿美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440 亿美元。2 

目前，基因治疗已由最初用于治疗单基因遗传性疾病扩展到 6,000多种疾病，

如肿瘤、镰刀贫血症、血友病、艾滋病、乙肝、遗传性精神病、自身免疫性疾病

以及代谢性疾病等。在目前 3,025 个临床基因治疗试验中，临床开发适应症领域

包括肿瘤、单基因疾病、心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视觉疾病等。

其中，针对心血管疾病的项目占总数的 6.1%，针对眼科疾病的项目占总数的

1.2%，如图所示： 

 
基因治疗适应症分布 

数据来源：Gene Therapy Clinical Trials Worldwide 

基因治疗的关键是获得有效进行基因转染的载体。病毒载体系统和非病毒载

体系统均在深入研究，其目的是制备一个低免疫原性、有靶向性、无毒高效的基

                                                        
1 Gene Therapy Clinical Trials Worldwide. http://www.abedia.com/wiley/continents.php 
2 BioPharma Dealmakers2; EvaluatePharma,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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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治疗载体。然而，1999 年出现首例因使用腺病毒载体而致病人死亡的事件发

生后，美国许多科研机构已停止使用病毒类载体，重点转向非病毒类载体研究。

非病毒载体具有低免疫原性、低成本、易规模化等病毒载体所没有的显著优点。

目前全球基因治疗使用非病毒载体的比例约为 25%，其中裸质粒 DNA 基因疗法

占比约为 15%3。 

 
基因治疗载体类型 

数据来源：Gene Therapy Clinical Trials Worldwide4 

裸质粒基因治疗药物是以裸质粒作为目的基因载体开发的药物，是较为常见

的一种基因治疗形式。同病毒载体相比，裸质粒载体具有免疫原性和毒性更低的

优势，不存在基因整合的风险，而且在生产、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更方便，更有利

于大规模生产。 

基因治疗转染的目的基因类型包括抗原、血管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和酶等。

其中抗原主要为 DNA 疫苗，主要用于肿瘤及感染性疾病的治疗；细胞因子包括

白介素、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等增强免疫作用的因子，主

要用于治疗肿瘤；血管生长因子包括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VEGF）、肝细胞生长因子（HGF）等，具有促进血管新生的作用，主

要用于治疗缺血性疾病。其中以抗原为目的基因的临床项目数量最多，为 538

个，占比 17.8%；以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为目的基因的临床项目分别有 381 和 191

                                                        
3 浙商证券 .基因编辑与基因治疗，疾病治疗的新蓝海 .2016；2019 年我国基因治疗载体行业发展现

状.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46161.html 
4 Gene Therapy Clinical Trials Worldwide. http://www.abedia.com/wiley/continent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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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占比分别为 6.3%和 12.8%。 

 
基因治疗转染目标基因类型 

数据来源：Gene Therapy Clinical Trials Worldwide5 

综上可知，基因治疗行业经过 20 多年的摸索，目前正处在高速发展期。 

（2）重组蛋白行业概览 

重组蛋白质类药物指应用基因重组技术，获得连接有可以翻译成目的蛋白的

基因片段的重组载体，之后将其转入可以表达目的蛋白的宿主，从而表达特定的

重组蛋白分子，用于弥补机体由于先天基因缺陷或后天疾病等造成的体内相应功

能蛋白的缺失。常用的表达体系包括大肠杆菌表达体系、酵母表达体系、哺乳动

物细胞表达体系等。 

全球首个生物药即为 1982 年上市的重组蛋白质药物，即重组人胰岛素。自

1982 年至今，已有多种重组蛋白质类药物上市，主要药物如下： 

分类 药物 适应症 

重组人胰岛素（2、3 代） 糖尿病 

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 矮小症、烧伤、美容等 

重组促卵泡成熟激素（rhFSH） 不孕症治疗 

多肽类激

素 

重组人松弛素（rhRLX） 产婴辅助物 

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rhEPO） 慢性肾脏病等多种因素引起的贫血症 

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rhG-CSF） 

肿瘤化疗等多种因素引起的中性粒细

胞减少症 

造血因子 

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

（rhGM-CSF） 
肿瘤放化疗等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症 

                                                        
5 Gene Therapy Clinical Trials Worldwide. http://www.abedia.com/wiley/continent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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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 
实体瘤化疗后所致的血小板减少症、特

发性血小板减少 

重组人干扰素 α（rhIFN α） 慢性乙型、丙型病毒性肝炎 

重组人干扰素 β（rhIFN β） 复发型多发性硬化症（MS） 

重组人干扰素 γ（rhIFN γ） 肝纤维化、类风湿性关节炎 

重组人白细胞介素 2、11（rh IL-2、

11） 
肿瘤辅助治疗及癌性胸、腹水的治疗。

重组人白细胞介素 1 受体拮抗剂

（rhIL1ra） 
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免疫性疾病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rhEGF） 烧伤、烫伤、慢性溃疡等引起的创面 

细胞因子 

重组人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rhFGF） 
各种急慢性溃疡、创伤等引起的创面 

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VIII、IX 血友病，手术过程中的出血 

重组人抗凝血酶 III（rh AT-III） 止血，外科手术等血栓的预防 

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

（rhtPA） 
急性心肌梗塞、心肌梗死 

重组人 c 反应蛋白 严重败血症 

血浆蛋白

因子 

重组人血清白蛋白 主要作为血浆补充 

重组 TNFα受体拮抗剂与 Fc 片段

的融合蛋白 
风湿性关节炎 

融合蛋白 
重组凝血因子 VIII 与 IgG Fc 片段

的融合蛋白 
血友病 

重组人超氧化歧化酶（rhSOD） 肾移植中的自由基损伤 

重组链激酶（rhtSk） 急性心肌梗塞、心肌梗死 

重组脱氧核糖核酸酶（rhDNase） 囊性纤维化、支气管扩张、肺脓疡 

重组人 α1 抗胰蛋白酶（rhα1AT）

α1 
抗胰蛋白酶缺乏导致的肺气肿 

重组酶 

重组人 α葡萄糖苷酶制剂 
酸性 α葡萄糖苷酶缺乏症或糖原贮积

症 II 型（GSDII）（庞贝氏病） 

重组水蛭素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手术后血栓形成、

深静脉血栓形成等的抗血栓 其他 

重组人骨形成蛋白 2（rhBMP 2） 临床骨缺损的理想修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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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组蛋白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药渡 

2017 年中国重组蛋白市场规模为 398.77 亿元，预计 2021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560.82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8.9%。以此增速计算，2025 年中国重组蛋白市场规

模将达到 788.72 亿元。 

 

2017 年中国重组蛋白药物细分市场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文献6 

重组蛋白市场中最主要的产品为重组胰岛素，其在重组蛋白市场中占比达到

了 43.56%；其次为重组干扰素占比 16.19%、重组凝血因子占比 11.33%。 

3、眼科药物行业概览 

                                                        
6 http://baogao.chinabaogao.com/huaxueyaopin/4235754235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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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疾病主要包括干眼病、青光眼、眼底病、白内障、眼部过敏、眼部感染

等。 

 

眼科疾病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参天制药 2018 年年报 

在眼科药物市场中，市场规模最大的是眼部感染，占整个眼科市场的 29%，

其次为干眼症，占比 17%，青光眼占比 7%。 

（1）干眼症 

干眼是由于泪液的量或质或流体动力学异常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和（或）眼表

损害，从而导致眼不适症状及视功能障碍的一类疾病。我国临床出现的各种名称

（如干眼症、干眼病及干眼综合征等）均统一称为干眼。 

 

中国干眼症患病人数 

数据来源：文献7 

                                                        
7https://www.hospitalmanagement.net/comment/total-prevalent-cases-dry-eye-syndrome-soa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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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范围内干眼发病率大约在 5.5-33.7%不等8，其中女性高于男性，老

年人高于青年人，亚洲人高于其他人种。根据我国现有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干

眼在我国的发病率与亚洲其他国家类似，较美国及欧洲高，其发生率约在

21-30%。其危险因素主要有：老龄、女性、高海拔、糖尿病、翼状胬肉、空气

污染、眼药水滥用、使用视屏终端、角膜屈光手术、过敏性眼病和部分全身性疾

病等。 

 

中国干眼症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药渡 

干眼症在眼科市场中占比 17%9，2018 年公立医疗机构终端销售额 16.24 亿

元，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31.7 亿元，2013-2025 年的 CAGR 为 12.26%。 

人工泪液是治疗干眼症的主要治疗方案，我国主要使用的是玻璃酸钠产品。

2018 年玻璃酸钠滴眼液在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的销售额为 10.97 亿元。 

（2）青光眼及高眼压症 

青光眼是一种以视神经损害为特征的进行性、不可逆性视力丧失的眼病，常

伴有眼压升高。 

                                                        
8https://gco.iarc.fr/tomorrow/graphic-isotype?type=0&type_sex=0&mode=population&sex=0&populations=935_1
60&cancers=39&age_group=value&apc_male=0&apc_female=0&single_unit=500000&print=0#collapse-group-0
-3 
9 参天制药 2018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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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青光眼患病人数 

数据来源：文献
10
 

目前全球共有 7,600 万青光眼患者，预计 2030 年该患者规模将达到 9,540

万人。其中开角型青光眼人群占比 68.65%，闭角型青光眼人群占比 31.35%；亚

洲占开角型青光眼人群的 53.4%，闭角型青光眼11人群的 76.7%12。预计 2030 年

中国开角型青光眼13患者人群将达到 1,644 万人。 

中国 40 岁以上人群青光眼总患病率为 1.5-3.6%，其中闭角型青光眼患病率

0.5-1.6%，开角型青光眼患病率 0.7-2.6%14。预计中国 2020 年开角型青光眼患病

率 1.05%，2025 年患病率 1.33%；闭角型青光眼 2020 年患病率 1.44%，2050 年

患病率 2.01%15。

                                                        
10 https://www.hospitalmanagement.net/comment/total-prevalent-cases-dry-eye-syndrome-soar-chi

na/ 
11 闭角型青光眼较开角型青光眼少见。对于闭角型青光眼而言，房水引流通道因角膜与虹膜之间的房角太

窄而阻塞或关闭，房角阻塞的发生可急可缓。此类型青光眼为“闭角型”，是因为引流通道明显阻塞。阻

塞可以是突然发生的（称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或缓慢发生的（称为慢性闭角型青光眼）。如果房角阻塞突

然发生，则眼压迅速升高。而若房角阻塞缓慢发生，则眼压缓慢升高，与开角型青光眼相似。 
12 World report on vision，2019，WHO 
13 开角型青光眼比闭角型青光眼更常见。此型患眼房水引流通道在数月或数年内逐渐阻塞，而房水产生正

常，因而眼压逐渐升高。此类型青光眼为“开角型”，是因为引流通道没有明显阻塞（使用裂隙灯放大检查

时），但通过通道进行引流仍存在障碍。由于房水以正常速率产生，但引流速度缓慢，导致眼睛压力缓慢升

高。 
14 梁远波, 江俊宏, 王宁利. 中国青光眼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回顾[J]. 中华眼科杂志, 2019, 55(8):634-640. 
15 Song, P., Wang, J., Bucan, K., Theodoratou, E., Rudan, I., & Chan, K. Y. (2017).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prevalence and burden of glaucoma in China: A systematic analysis. Journal of Global Health,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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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光眼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药渡 

青光眼治疗药物市场规模逐年扩大，2019 年达到 20.07 亿元，预计 2030 年

将达到 35.64 亿元。 

3、行业面临的机遇 

（1）国家优化支持创新药物研发相关政策持续出台，利好创新药研发企业

发展 

医药行业是保障我国国民健康的重要产业，因此行业发展一直受到国家产业

政策鼓励与扶持。备受关注的临床试验备案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新药监

测期制度等陆续出台，在深化医药政策改革及推动创新药物研发方面持续发力。

《中国制造 2025》将生物医药作为重点发展领域，重点产品方面重点开发新机

制和新靶点抗体药物、重组蛋白药物和免疫细胞治疗制剂等；关键共性技术方面，

重点发展基于新靶点/新结构/新功能的抗体、蛋白、多肽、核酸及免疫细胞治疗

等创新生物技术药物研制新技术。“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国家把生物医

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加快培育。在细分领域中，“十三

五”医药工艺发展规划指南特别指出，重点推进抗体药物、重组蛋白药物、疫苗、

核酸药物和细胞治疗产品，其中明确指出推动具有重大需求的基因重组凝血因子

等产品的产业化。2020 年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指出，鼓励基

因治疗药物、细胞治疗药物、重组蛋白质药物、核酸药物，大规模细胞培养和纯

化技术的开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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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政策逐渐向生物医药行业倾斜，将生物药作为战略性新兴行业的

重点产品，从药品研发、审批、流通、试验数据保护等环节予优惠和支持，对生

物药的研发、生产、销售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2）临床需求的增加带来生物药、眼科药物广阔市场前景 

根据 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 年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多达 1.7 亿人，占

人口比重 11.9%；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 65 岁以上老年人增加了 827 万人。随

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发病人数不断增加，如心血管疾病，

慢性代谢类疾病等。其中外周动脉疾病已成为危害较高的重要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类型，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是我国居民死亡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中国卫生

统计年鉴，2018 年 65 岁以上死亡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高达 3,569.37/10

万人；死亡原因为恶性肿瘤的死亡率更是达到了 4,883.09/10 万人。由此看来，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发展，加之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及生活方式

改善、城市污染等因素，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病率和患

病人群数量迅速上升，带来用药需求提升。尤其是针对高龄患病人群慢性疾病，

由于老年人预后远不及青中年人群，在改善治疗手段方面，需要更多的科学治疗

手段及药物，因此，探索具有特异性强、毒性低、副作用小、生物功能明确等优

势生物创新药物具有迫切临床意义及广阔的市场前景。 

随着我国居民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工作方式的转变以及视频终端等设备

的不断普及，人们患各种屈光不正、干眼症、青光眼和老年性相关眼科疾病的几

率增大。同时，随着人们眼保健观念的逐步增强，治疗观念及用药习惯的改变，

将更加注重诊疗过程中的品质、感受及便捷性。上述特点促使眼科药物的需求不

断增加。 

（3）医疗体系改革深化、收入的增加改善居民用药条件 

改革开放后，我国医疗体系改革持续深化。一方面，随着医疗体系改革的推

进，促使我国医疗保险覆盖人群不断扩大。根据卫计委披露的信息，2017 年我

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超过 13.5 亿，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我国居民能

够更多地使用医疗保险购买医药产品，从而有效减轻个人经济负担；另一方面，

药品流通市场的规范也作为改革的重点，更多的药品进入医保目录，为我国居民

提供更多的药品选择，促使居民能够购买低价、优质的医疗产品。此外，人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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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收入增加调整提高了居民对重症医疗的支付能力，共同驱动生物药市场发

展。 

（4）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助推自主新药增长 

我国医药制造行业经过不断的发展，产品创新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生物技术

的创新为生物药的研发带来了一系列的突破，如重组人凝血因子，减少了同类血

制品的使用，在使其使用成本降低、安全性提高的同时，增加了药物可及性，为

更多的患者提供了可用药物；新一代重组蛋白技术在过去缺乏有效疗法的疾病领

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重组蛋白靶点明确，特异性高，能够有针对性地结合指定

抗原，在治疗过去无有效治疗方法的多种疾病方面均有良好的临床效果；随着研

发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新型靶点或新作用机制的重组蛋白造福病患。科技的

进步为整个生物医药行业带来了卓越的疗效，最终推动生物医药行业向前发展，

生物药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5）生物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拓宽 

2018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科技部引发《关于加强和促进食品药品

科技创新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以相关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为依托，

加大对群众急需的重点药品、创新药、先进医疗器械自主创新等支持力度。2018

年 4 月，香港联交所正式发布了新兴及创新产业公司上市制度，允许尚未盈利的

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申请。2018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动创新创业

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支持发展潜力好但尚未盈利的创新型

企业上市或在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业投资企

业发债融资，稳步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双创”

专项债务融资工具。盈利不再是创新企业上市的硬指标，这对于资金需求大、回

报周期长、投入风险高的生物医药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发行人主要在研项目属于生物工程新药，细分领域为基因治疗药物和重组蛋

白质类药物，产品适应症涉及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罕见病和眼科疾病等领

域，有多项入选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受益于良好的行业政策支持与指引，

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4、行业面临的挑战 

（1）行业集中度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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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药制造企业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止 2017 年，我国共有 7,532 家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企业，其中大型企业在总量

中占比仍然较小，不利于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目前，出于竞争及产业链延伸考

虑，行业内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开始通过并购等方式对小企业进行整合，随着产

业并购的持续深化，我国医药制造行业将进一步向集中化发展。 

（2）医药产品同质化严重 

目前，行业内诸多规模较小的企业受制于资金限制，不能够在新药研发方面

进行大规模投入，其只能够通过生产仿制药维持企业运转，部分疗效较好并受市

场认可的医药产品被多个厂家进行生产，导致医药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竞争更

为激烈。随着我国医药产品创新能力的逐步增强，未来产品同质化的问题将会得

到逐步改善。 

（3）国际大型制药企业垄断市场 

随着中国逐渐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的药品消费市场，以辉瑞、罗氏、葛兰素

史克、赛诺菲等为首的国际大型医药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市场的投入。国际大型药

企通过在国内建立生产基地以降低生产成本，继续垄断国内药品市场。同时，部

分国际药企已开始研发针对中国患者的药物，我国医药制造企业将持续受到国际

大型药企的冲击，竞争将越来越激烈。 

（4）药品价格呈下降趋势 

1997 年以来，为规范市场价格秩序、降低虚高的药品价格，国家多次降低

政府定价药品的零售价格。2015 年 10 月，国家卫计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人社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

若干意见》，要求降低药品耗材虚高价格以及费用占比，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目前，公立医院医疗费用控制监测和考核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并向全国推广，医保

控费模式将影响药品价格稳定。随着带量采购模式的实施，医药生产企业的盈利

能力将受到进一步压缩。 

（5）基因治疗面临基因导入的安全性、有效性问题以及与伦理道德的冲突

问题 

基因治疗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安全性、有效性及伦理方面。 

第一，导入基因的安全性，即应确保不因导入外源目的基因而产生新的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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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变异，这主要是因为采用反转录病毒载体而引起的问题。至于引起插入突变

可能失活一个重要基因，或更严重的激活一个原癌基因，这个问题的危险程度到

底有多大目前仍不清楚。非病毒系统导入基因的效率相对较差，但生物安全性较

好。特别是靶向性的裸质粒/DNA、脂质体、多聚物，以及脂质体/多聚物/DNA

复合物等新产品的出现，结合电脉冲、超声等新技术，明显提高了导入效率和靶

向性，是今后非病毒载体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二，导入基因是否能够保证稳定高效表达。如以腺病毒为载体的 p53 基因

转移治疗恶性肿瘤的方案中，只能直接将腺病毒注射到肿瘤局部。若静脉注射，

病毒颗粒将很快被清除，真正能够到达肿瘤组织的很少，难以达到治疗效果，且

增加了副作用。 

第三，基因治疗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冲突。从历史上看，科学的发明创造对人

类生存发展的影响极其深刻，遗传学发展到今天，部分基因治疗产品已经成功应

用到临床。但未来各新类型的基因治疗产品仍需要符合伦理道德，并且获得社会

的理解和配合。因此，宣传基因治疗的科学性与安全性以及人类健康的重要性，

以提高人们的认识，同时建立并完善医疗法制与措施也是必要的。 

（6）生物药开发难度大、周期长、投资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大 

由于生物药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具有较长的工艺开发流程，其中诸多

因素均需要进行严格控制和调整，因此生物药的研发难度较大，开发周期较长，

投入资金更多，对于结果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其开发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七、关于有偿聘请第三方机构和个人等相关行为的核查 

根据《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

控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8]22 号）等规定，本保荐机构就在投资银行类业务

中有偿聘请各类第三方机构和个人（以下简称“第三方”）等相关行为进行核查。 

（一）本保荐机构有偿聘请第三方等相关行为的核查 

本保荐机构在本次保荐业务中不存在各类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行

为，不存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 

（二）发行人有偿聘请第三方等相关行为的核查 

本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有偿聘请第三方等相关行为进行了专项核查。经核查，

发行人在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该类项目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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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聘请了药渡（北京）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提供行业咨询服务。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聘请其他第三方的行为合法合规。 

八、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发行的保荐结论 

作为诺思兰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泰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保荐业务管理细则

（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

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并与发

行人、发行人律师及审计师经过了充分沟通后，认为诺思兰德本次发行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保荐业务管理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股

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促进发行人持续发展，因此，中泰证券同意作为保荐

机构推荐诺思兰德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以下无正文） 

附件 1：保荐代表人专项授权书 

附件 2：关于保荐代表人申报的在审企业情况及承诺事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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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之发行保荐书》之签

章页） 

 

项目协办人：               

丁邵楠 

 

 

保荐代表人：                                     

潘世海                陈春芳 

 

 

保荐业务部门负责人：               

卢  戈 

 

内核负责人：               

战肖华 

 

 

保荐业务负责人：               

刘珂滨 

 

 

保荐机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李  玮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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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保荐代表人专项授权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有关文件的规定，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保荐机构，授权潘世海、陈春芳担任保荐代表人，具体

负责该公司本次证券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尽职保荐及持续督导等保荐工

作。 

特此授权。 

 

保荐代表人：                                     

潘世海                陈春芳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李  玮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3-1-34 

附件 2： 

关于保荐代表人申报的在审企业情况及承诺事项的说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担任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保荐代表人潘世海、陈春芳的

相关情况作出如下说明： 

保荐代表人 注册时间 
在审企业情况（不

含本项目） 
承诺事项 是/否 备注

最近 3 年内是否有过违

规记录，包括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过监管措施、受到

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

处分。 

否  

潘世海 2019 年 8 月 精选层挂牌 0 家 

最近 3 年内是否曾担任

过己完成的股票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签

字保荐代表人。 

否  

最近 3 年内是否有过违

规记录，包括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过监管措施、受到

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

处分。 

否  

陈春芳 2011 年 1 月 精选层挂牌 0 家 

最近 3 年内是否曾担任

过己完成的股票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签

字保荐代表人。 

否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