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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明生物 2017 年全年業績亮麗 

收益創歷史新高增長 63.7%至人民幣 16.19 億元 

經調整之純利增長 85.1%至人民幣 4.08 億元 

毛利率、純利率和經調整之純利率均顯著增長 

*       *        * 

臨床後期（第三期）項目數量從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 3 個猛增至 8 個 

綜合項目數量強勁增長至 161 個 

未完成訂單總量（包括未完成服務訂單及未完成里程碑付款）實現驚人增長 

4 個新 cGMP 生產設施開始動工建設  
 

(2018年3月19日，香港訊) –為客戶提供發現、開發及生產生物製劑端到端解決方案的全球領先

開放式的生物製劑技術平臺公司—藥明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藥明生物」或「集團」，股份代

號：2269.HK），今日欣然宣佈其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  

 

2017年財務亮點 

 集團『跟隨藥物分子發展階段擴大業務』之戰略成功推進，令收益創下歷史新高，同比

增長63.7%至人民幣16.19億元。 

 毛利同比增長69.8%至約人民幣6.61億元，毛利率上升150個基點至40.8%。 

 純利同比增長79.0%至約人民幣2.53億元。剔除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的未實現匯兌虧

損影響，純利同比增長131.7%至人民幣3.27億元。 

 經調整之純利1增長85.1%至人民幣4.08億元。 

 純利率、經調整之純利率分別增長130和290個基點至15.6%和25.2%。 

 每股攤薄盈利從2016年的人民幣0.15元增長46.7%至2017年的人民幣0.22元。 

 經調整之每股攤薄盈利從2016年的人民幣0.23元上升52.2%至2017年的人民幣0.35元。 

 

2017年業務亮點 

 未完成服務訂單由2016年底的2.41億美元大幅上漲97.5%至2017年底的4.76億美元，

而未完成里程碑付款由2016年底的2,400萬美元大幅攀升至2017年底的10.02億美元。 

 集團進行中的綜合項目2數量由2016年12月31日止的103個強勁增長至2017年6月30日

止的134個及2017年12月31日止的161個。 

 集團的全球市場份額由2016年的1.8%增長至2017年的2.4%，而集團在中國的市場份額

由2016年的48%增長至2017年63.5%。 

 IND前至IND後階段的眾多項目進展順利；2017年有29個項目由臨床前開發階段成功進

                                                      
1 扣除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上市相關費用以及由於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餘款的期末折算損失造成的外匯虧損。 

2 綜合項目是要求公司在生物製劑開發過程不同階段提供服務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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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早期臨床階段。 

 臨床後期（第三期）項目數量從2016年12月31日的3個增加至2017年12月31日的8個。 

 30,000L使用一次性生物反應器的生物製藥cGMP生產基地（MFG2）已於2017年12月

全面投產。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於2017年8月對藥明生物用於生産Ibalizumab的cGMP

生產設施完成了批准前檢查（PLI），且並無重大缺陷。 

 

管理層評價 

藥明生物董事長李革博士表示：「2017 年是藥明生物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我們於 6 月在香港

聯合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業績和盈利能力成績斐然，再次證明我們『跟隨藥物分子發展階段

擴大業務』的商業模式取得成功。除了進一步擴大客戶基礎外，較強的客戶粘性，也使得本集

團的項目數量錄得持續增長。展望 2018 及未來，全球生物製劑市場生機勃勃，增長潛力巨

大，集團的賦能平臺必定大有作為。藥明生物即將開展的商業化生產項目必將推動我們躍進新

時代。此外，我們將繼續加大投資，擴建現代化的生產設施及聘用更多全球頂尖的專業人才，

努力達到“卓越、極致”。上下同欲，極致者勝 。讓我們以此共勉，一起成就更多的精

彩！」 

「憑藉『跟隨藥物分子發展階段擴大業務』業務模式之優勢，藥明生物牢牢把握全球生物製劑

市場高速發展之機遇，並將此機遇成功轉化成我們的優良業績。」藥明生物首席執行官陳智勝

博士表示，我們的業務管線隨著研發週期不斷順利推進，這使得集團收益和未完成訂單量持續

大幅增加。2017 年，我們的未完成服務訂單量同比大幅上升 97.5%至 4.76 億美元，未完成里

程碑付款由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 2,400 萬美元激增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10.02 億美元。 

陳智勝博士補充道，「集團進行中的綜合項目數從 103 個同比大幅攀升至 161 個。我們臨床後

期（第三期）項目數量從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 3 個大幅增加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8 個，

再次顯示出集團卓越的執行能力成功令客戶基礎得以不斷擴大」。 

 

作為全球唯一的開放式生物製劑技術平臺，集團憑藉在研發成本、研發效率和高標準生產能力

上的優勢，與眾多全球領先的醫藥公司、初創生物技術公司以及中小型生物技術公司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關係。2017 年 8 月，我們與合作夥伴 – 哈爾濱譽衡藥業將 GLS-010 (一種新型 PD-

1 抗體) 在中國以外市場的獨家權益授予美國生物技術公司 Arcus Biosciences，可收取高達

8.16 億美元的里程碑收入及上市後 10%的銷售分成。此外，我們還擁有 GLS-010 的獨家生產

權，並成為 Arcus Biosciences 為期 3 年的獨家合作夥伴，以開發其生物製劑藥品。這一重大

交易進一步驗證集團領先的生物技術開發實力。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在 2017 年 8 月完成了對藥明生物用於生産 Ibalizumab 的 cGMP

生產設施的批准前審查（PLI）。2018 年 3 月 6 日，Ibalizumab (Trogarzo)正式獲得美國 FDA

批准，本集團成為目前中國唯一通過美國 FDA cGMP 認證的生物製藥公司。這是藥明生物首個

商業化大生產項目，彰顯出本集團已達到了全球領先的質量標準，成為將一次性生産技術用於

商業化生產的行業翹楚，為快速拓展 CMO 業務奠下堅實的基礎，集團發展即將開創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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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廠房擴建計劃正在井然有序地進行。2017 年 12 月，使用一次性生物反應器的

30,000LcGMP 生物製劑商業化生產設施（MFG2）正式投入運營。此外，上海基地 7,000L 的

cGMP 設施（MFG3）正在建設中，預計將於 2018 年 4 月開始使用。該設施將使我們的臨床生

產能力翻番。我們也已開始在無錫建設四個新 cGMP 生產設施：10,000L 生物藥原液生產設施

（MFG4）；60,000L 生物藥原液生產設施（MFG5）-；生物藥製劑生產設施（DP2）以及全新

的抗體偶聯藥物（ADC）生產設施（DP3）。這些設施擴建將進一步幫助本集團推進『跟隨藥物

分子發展階段擴大業務』的戰略以繼續擴大客戶基礎並於未來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和鞏固行業

領導地位。 

 

集團擁有廣泛的行業經驗和一站式服務平臺，持續提升我們行業領先的研發效率。我們的 IND

前研發週期為 15-18 個月，甚至在特定情況下能在 9 個月內完成交付，較行業平均週期約 18-

24 個月大幅縮短，強化我們的競爭優勢並為病患及客戶帶來巨大效益。 

 

「藥明生物一直十分重視引入業界的專業人才，以確保集團從研究、開發到生產的核心競爭優

勢。我們的僱員總數從 2016 年底的 1,624 人增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2,543 人。於 2018

年 1 月，我們十分榮幸，成功邀請到前美國 FDA 駐華辦公室副主任辛強博士加盟藥明生物擔任

首席質量官，協助集團晉身世界頂尖的生物製劑商業化生產商」。陳博士補充道。 

 

這是生物製劑行業令人振奮的時代！作為全產業鏈的平臺型公司，藥明生物為生物製劑研發過

程的所有階段提供支持，與客戶並肩合作，客戶基礎不斷擴展，遍佈全球。我們已經印證『跟

隨藥物分子發展階段擴大業務』之策略的成功實施。同時，我們將通過持續加大實驗室和生産

設施的投資、開拓更多客戶、進一步引進全球頂尖的專業人才和開展更多商業化生產業務，夯

實本集團的業務發展，迎接生物製劑行業的春天。 

 

2017年全年業績 

 

2017 年，集團收益同比增長 63.7%至約人民幣 16.19 億元。主要增長動力來自：（i）客戶數量

由 163 個持續穩步增長至 202 個，及綜合項目數的強勁增長；（ii）強勁增長的未完成訂單逐步

轉化為本集團的收入；（iii）隨著更多臨床前項目成功進入到後續階段，如早期（第 I-II 期）和

後期（第 III 期），證明集團業務中客戶及項目的粘性較強；（iv）在市場營銷方面的加強使本集

團在美國、中國和歐洲市場均表現卓越。 

 

毛利同比增長 69.8%至約人民幣 6.61 億元，毛利率由 2016 年的 39.3%上升 150 個基點至 

40.8%。2017 年全年毛利率的增加主要由於里程碑收入的增加、產能利用率的提升和運營效

率的提高。 

 

2017 年，集團純利同比增長 79.0%至約人民幣 2.53 億元。純利率由 2016 年的 14.3%增長 130

個基點至 15.6%。純利率提高主要是由於：（i）較高的毛利率；（ii）控制合理的行政開支使其增

長率低於收益增長率；（iii）政府補貼、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的利息收入以及基金投資的收益

（列於其他收益及虧損）均有增加；（iv）上市開支減少；部分被（v）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導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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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虧損淨額所抵消。 

 

2017 年全年，經調整之純利，即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上市相關費用以及由於首

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餘款的期末折算損失造成的外匯虧損，同比增長 85.1%至人民幣 4.08 億

元。經調整之純利率由 2016 年的 22.3%增加 290 個基點至 2017 年的 25.2%。 

 

2017 年每股基本和攤薄盈利分別為人民幣 0.24 和 0.22 元，而 2016 年基本和攤薄每股盈利則

均為人民幣 0.15 元。 

 

經調整之每股攤薄盈利由 2016 的人民幣 0.23 元同比增長 52.2%至人民幣 0.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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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主要財務比率 2017 年 2016 年 變動 

收益(人民幣百萬元) 1,618.8 989.0 63.7% 

毛利(人民幣百萬元) 660.6 389.1 69.8% 

毛利率(%) 40.8% 39.3% 150 bps 

純利(人民幣百萬元) 252.6 141.1 79.0% 

純利率(%) 15.6% 14.3% 130 bps 

經調整之純利(人民幣百萬元) 408.1 220.5 85.1% 

經調整之純利率(%) 25.2% 22.3% 290 bps 

經調整之 EBITDA(人民幣百萬元) 608.9 372.2 63.6% 

經調整之 EBITDA 率(%) 37.6% 37.6% -- 

 經調整之攤薄每股盈利（人民幣） 0.35 0.23 52.2%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人民幣百萬元） 2017年 2016年 

收益 1,618.8 989.0 

 服務成本 (958.3)  (599.9) 

毛利 660.6 389.1 

 其他收入 34.7  7.5 

 其他收益及虧損 (103.6) (1.5) 

 銷售及營銷開支 (27.6)  (15.3) 

 行政開支 (134.0)  (94.6) 

 研發開支 (74.5) (53.3) 

 其他開支 (16.1)  (31.9) 

 財務成本 (35.7)  (24.2) 

除稅前溢利 303.7  175.8 

 所得稅開支 (51.1)  (34.8)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252.6 141.1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元) 0.24 0.15 

 每股盈利-攤薄(人民幣元) 0.22 0.15 

注：由於四捨五入可能導致上述結果加總並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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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人民幣百萬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流動資產     

存貨  135.5  79.0 

進行中的服務工程  202.4  122.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614.3  419.4 

可收回所得稅     -  6.4 

指定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 

  

641.3 

 
- 

已抵押銀行存款   21.2  33.3 

定期存款  914.8  - 

銀行結餘及現金   503.9  169.1 

   3,033.4                        829.9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1,780.2                      1,152.8  

遞延稅項資產  6.9  2.4 

為收購土地使用權支付的按金   

17.1 

 

- 

其他長期按金  11.4  - 

   1,815.5                      1,155.1  

總資產  4,849.0  1,985.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784.7  558.1 

來自關聯方的貸款   -  183.4 

應付所得稅  13.4  8.9 

銀行借款  -  39.0 

融資租賃責任   -  11.4 

   798.1                        800.8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                 866.0  

融資租賃責任  -                  29.7 

遞延收益  19.7  12.6                  

遞延稅項負債   6.8                          5.5  

   26.5                        913.7   

總負債  824.6                      1,714.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0.192                         0.158  

儲備  4,024.2                        270.3  

權益總額  4,024.4                        270.5  

 

注：由於四捨五入可能導致上述結果加總並不完全一致。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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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整之 EBITDA及經調整之純利之差額對賬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百萬元   

經調整之 EBITDA對賬表 2017 年 2016 年 

EBITDA 453.4 292.8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 65.1 47.6 

上市相關費用 16.1 31.9 

由於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餘款的期末折算

損失造成的外匯虧損  

74.3 - 

經調整之 EBITDA 608.9 372.2 

 

人民幣百萬元   

經調整之純利對賬表 2017 年 2016 年 

純利 252.6 141.1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 65.1 47.6 

上市相關費用 16.1 31.9 

由於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餘款的期末折算

損失造成的外匯虧損 

74.3 - 

經調整之純利 408.1 220.5 

 
注：由於四捨五入可能導致上述結果加總並不完全一致。 

 

- 完 - 

 

 

關於藥明生物 

 

藥明生物技術是全球唯一一家的開放式生物製劑技術平台，提供端到端解決方案，讓任何人能

發現、開發及生產生物製劑，實現從概念到商業化生產的全過程。集團的歷史與成績彰顯其承

諾，向全球客戶提供真正一站式的服務和價值主張。 

有關藥明生物的更多資訊，請瀏覽： http://www.wuxibiologics.com 

 

前瞻性陳述 

 

本新聞稿載有若干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並非歷史事實，乃基於本集團的信念、管理層

所作出的假設及現時所掌握的資料而對未來事件作出的預測。儘管本集團相信所作的預測合

理，但基於未來事件固有的不確定性，前瞻性陳述最終或會變得不正確。前瞻性陳述受以下相

關風險影響，其中包括本集團所提供的服務的有效競爭能力、能夠符合擴展服務的時間表、保

障客戶知識產權的能力。本新聞稿所載的前瞻性陳述中僅以截至有關陳述作出當日為準，除法

律有所規定外，本集團概不承擔義務對該等前瞻性陳述更新。 因此，閣下應注意，依賴任何

前瞻性陳述涉及已知及未知的風險。本新聞稿載有的所有前瞻性陳述需參照本部分所列的提示

聲明。  

http://www.wuxibiolog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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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指標  

為補充本集團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綜合財務報表，本集團提供經調整純利、經調整純

利率、經調整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經調整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率及經調整每股基本及攤

薄盈利（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上市相關費用及由於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餘款的

期末折算損失造成的外匯虧損）作為額外的財務指標，這些指標並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規定

或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本公司認為經調整之財務指標有助瞭解及評估業務表現及經營

趨勢，並有利於管理層及投資者透過參考此等經調整之財務指標評估本集團的財務表現，消除

本集團並不認為對本集團業務表現具指示性的若干不尋常或非經常性項目。惟該等非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的財務指標並不意味著可以僅考慮非公認準則的財務指標，或認為其可替代遵照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及表達的財務資訊。閣下不應獨立看待以上經調整的財務指標，或將其視為

替代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準備的業績結果，或將其視為可與其他公司報告或預測的業績相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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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玥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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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明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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