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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resentation include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ll statements contained in this presentation other than statements of historical facts, including statements regarding future 

results of operations and financial position of Innovent Biologics (“Innovent” “we,” “us” or “our”), our business strategy and plans, the clinical development of our product candidates 

and our objectives for future operations, ar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e words “anticipate,” believe,” “continue,” “estimate,” “expect,” “intend,” “may,” “will” and similar 

expressions are intended to identif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e have based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largely on our current expectations and projections about future 

events and financial trends that we believe may affect our financial condition, results of operations, business strategy, clinical development, short-term and long-term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objectives and financial needs.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subject to a number of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assumptions. Moreover, we operate in a very 

competitive and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New risks emerge from time to time. It is not possible for our management to predict all risks, nor can we assess the impact of all 

factors on our business or the extent to which any factor, or combination of factors, may cause actual results to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contained in an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e may make. In light of these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assumptions, the future events and trends discussed in this presentation may not occur and actual results could 

differ materially and adversely from those anticipated or implied in th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lthough we believe that the expectations reflected in th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reasonable, we cannot guarantee future results, levels of activity, performance, 

achievements or events and circumstances reflected in th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ill occur. We are under no duty to update any of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fter the 

date of this presentation to conform these statements to actual results or revised expectations, except as required by law. You should, therefore, not rely on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s representing our views as of any date subsequent to the date of this presentation. 

This presentation also contains estimates and other statistical data made by independent parties and by us relating to market size and growth and other data about our industry. 

This data involves a number of assumptions and limitations, and you are cautioned not to give undue weight to such estimates. Neither we nor any other person makes any 

representation as to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such data or undertakes any obligation to update such data after the date of this presentation. In addition, projections, 

assumptions and estimates of our future performance and the future performance of the markets in which we operate are necessarily subject to a high degree of uncertainty and 

risk.

This presentation may not be all inclusive and may not contain all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you may consider material. Neither Innovent nor any of its affiliates, shareholders, 

directors, officers, employees, agents and advisors makes any expressed or implied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as to the completeness, fairness, reasonabl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and none of them shall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whether or not arising from any error or omission in compiling such information 

or as a result of any party's reliance or use of such information. By attending or receiving this presentation you acknowledge that you will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your own 

assessment of our business, the market and our market position and that you will conduct your own analysis and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forming your own view of the potential 

future performance of our business.

This presentation is intended solely for investors that are qualified institutional buyers or institutional accredited investors solely for the purposes of familiarizing such investors with 

Innovent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such investors might have an interest in a securities offering contemplated by Innovent . Any such offering of securities will only be made 

pursuant to an exemption from, or in a transaction not subject to, th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U.S. Securities Act of 1933, as amended, or by means of a registration 

statement (including a prospectus) filed with the SEC, after such registration statement becomes effective. No such registration statement has been filed, or become effective, as of 

the date of this presentation. This presentation shall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to sell or the solicitation of an offer to buy any securities, nor shall there be any sale of any securities in 

any state or jurisdiction in which such offer, solicitation or sale would be unlawful prior to registration or qualification under the securities laws of any such state or jurisdiction.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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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願景和發展戰略

公司
使命

公司
願景

發展
戰略

 開發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質量生物藥

 做中國最好、國際一流的高端生物藥製藥公司

 建立豐富、高質量的產品鏈

 建設中國規模最大、符合國際標準的生產基地



3Copyright© 2019 Innovent Biologics

公司歷史

2011.8  信達生物製藥（蘇州）有

限公司成立

2012
 向國家藥監局

提交第一項藥

物臨床試驗

(IND)申請

2013
 與Adimab建立

戰略合作

2014
 第一項IND

申請獲批

 產業化基地

建成投入使

用

2015
 與禮來公司達成

戰略合作

 GMP體系，廠房

設施及產品質量

通過國際製藥集

團全面審計

開發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質量生物藥

2016
 IBI-301、IBI-303和

IBI-305進入臨床III期

試驗

 藥物產品體系通過

GMP審核

2017

2018
 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

 提交adalimumab生物類似藥

IBI-303的新藥上市申請 (NDA)

 抗PD-1單克隆抗體達伯舒

（信迪利單抗注射液）在中國

正式獲批

 IBI-101 (OX40)獲美國IND批

准

 與美國Incyte達成戰略合作

 與韓國韓美製藥達

成戰略合作

 抗PD-1單克隆抗體

IBI-308進入臨床III

期試驗

2019

 提交bevacizumab

生物類似藥IBI-305

的新藥上市申請

 IBI-318雙特異單抗

的IND獲批

 達伯舒 （信迪利

單抗注射液）治療

淋巴癌關鍵研究結

果榮登《柳葉刀·血

液學》封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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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來的主要成就

1 截至2019年3月11日

臨床進展

通過合作
拓展儲備項目

公司里程碑

6
與美國Incyte達成戰略合作
與Incyte就pemigatinib（FGFR1/2/3抑制劑）、itacitinib（JAK1抑制劑）和parsaclisib (PI3Kδ抑制劑）達成戰略合
作

8 公司擴增至
1,200名員工 1

9 在香港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
2018年10月31日在香港聯交所主板成功掛牌上市，香港聯交所代碼：01801.HK

7 持續擴大廠房設施
6條3000升M1b設施已完成建設并正在進行認證

1 第一項NDA獲得批准
2018年12月24日，達伯舒 （信迪利單抗注射液）獲得中國國家藥監局的新藥上市批准

2
向中國國家藥監局提交三項NDA申請
信迪利單抗（2018年4月）、 阿達木單抗（adalimumab）生物類似藥（2018年11月）、貝伐珠單抗（bevacizumab）
生物類似藥（2019年1月）

3 一項臨床III期試驗完成患者招募
完成IBI-301（利妥昔單抗（rituximab）生物類似藥）的患者招募

4 九項臨床試驗完成首例患者給藥
信迪利單抗（6項試驗）；IBI-188；IBI-101；IBI-310 

5
九項IND獲得批准
IBI-101中國及美國IND；IBI-188中國及美國IND；IBI-310中國IND；IBI-307中國IND；IBI-310中國IND；IBI-338中
國IND；IBI-318中國I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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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3月11日 發展階段（中國）

IND

候選藥物/參比藥物 靶點 治療領域：疾病適應症 商業化權利 臨床前 已提交 獲受理 1期 2期 3期 NDA 上市

信迪利單抗（IBI-308） PD-1
腫瘤： r/r霍奇金淋巴瘤、一線及二線黑素瘤、難治性胃腸癌、二線非小細胞肺癌、二線
食道癌、一線及二線鱗狀非小細胞肺癌、一線非鱗狀非小細胞肺癌、r/r NK/T細胞淋巴瘤、
二線食管鱗狀細胞癌、一線胃癌、實體瘤及食管癌

全球2

IBI-303（阿達木單抗生物類
似藥）

TNF-alpha
自身免疫：類風濕性關節炎、幼年特發性關節炎、銀屑病關節炎、強直性脊柱炎、克羅恩
病、潰瘍性結腸炎及銀屑病

全球2

IBI-305（貝伐珠單抗生物類
似藥）

VEGF-A 腫瘤：r/r非小細胞肺癌及轉移性CRC 全球2

IBI-301（利妥昔單抗生物類
似藥）

CD20 腫瘤：非霍奇金淋巴瘤、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類風濕性關節炎 全球2

IBI-377 (Itacitinib) JAK1 移植物抗宿主病（在美國推進至3期） 中國大陸、香港、臺灣

IBI-376 (Parsaclisib) PI3Kδ NHL（在美國推進至2期） 中國大陸、香港、臺灣

IBI-375 (Pemiga) 替尼類 FGFR1/2/3 膽管癌、尿路上皮癌（在美國推進至2期） 中國大陸、香港、臺灣

IBI-306 PCSK9 新陳代謝：純合子型家族性高脂血症；他汀不耐受高CV風險患者 中國大陸、香港、臺灣

IBI-3101 CTLA-4 腫瘤：黑素瘤及腎細胞癌 全球

IBI-101 OX40 腫瘤：晚期實體瘤、乙型肝炎 全球

IBI-188 CD47 腫瘤：B細胞淋巴瘤、卵巢癌、結直腸癌 全球

IBI-318 PD-1/未披露靶點 腫瘤：晚期腫瘤（未披露靶點）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3 

IBI-302 VEGF/補體蛋白 眼底病：濕性AMD 全球

IBI-307 RANKL 新陳代謝：與癌症轉移相關的骨質疏鬆症和溶骨性骨病變 全球

IBI-110 LAG-3 腫瘤：非小細胞肺癌、黑素瘤、mBrCA、晚期腫瘤 全球

IBI-939 TIGIT 腫瘤：晚期實體瘤 全球

IBI-319 PD-1/未披露靶點 腫瘤：晚期腫瘤（未披露靶點）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3 

IBI-322 PD-L1/CD47 腫瘤：PDL1/CD47共表達腫瘤、M1巨噬細胞特徵性腫瘤 全球

IBI-315 PD-1/HER2 腫瘤：Her2 + 癌症、mBrCA、胃癌、非小細胞肺癌 全球

IBI-323 LAG-3/PD-L1 腫瘤：PDL1+“熱腫瘤”表型腫瘤 全球

自IPO以來的臨床進展

1 儘管IBI-310與伊匹單抗具有相同的氨基酸序列，但由於伊匹單抗尚未獲准在中國上市銷售，我們正在根據中國國家藥監局的條例開發IBI-310作為一種創新候選藥物
2 我們與禮來將在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共同推廣信迪利單抗(IBI-308)和利妥昔單抗(IBI-301)
3 禮來可能會選擇與我們在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共同商業化IBI-318和IBI-319

IND已獲批：2016年12月

IND已獲批：2017年9月

IND已獲批：2018年6月

NDA已提交：2019年1月

NDA已提交：2018年11月

NDA將提交：2019年四季度

IND已獲批：2018年2月

IND已獲批：2018年6月

IND已獲批：2019年2月

IND已獲批：2018年8月

生物藥物 小分子藥物

NDA已獲批：2018年12月24日

雄厚的研發項目儲備，橫跨生物藥及小分子藥物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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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伯舒 （信迪利單抗注射液）已於
2018年12月24日獲得中國國家藥品監
督管理局的上市許可

®

達伯舒 （信迪利單抗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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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伯舒 （信迪利單抗注射液）的臨床亮點

《柳葉刀·血液學》關於達伯舒 （信迪利單抗注射液）的封面故事

 中國的經典霍奇金淋巴瘤患者有著巨大的未被滿足的醫
療需求

 96名患有復發或難治的經典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已參與登
記臨床試驗

 對非PD-1類毒性有著很好的耐受性

 80.4% ORR，34% CR

《柳葉刀·血液學》報道

臨床研究亮點

 目前有超過1,000名患者已參與信迪利單抗相關研究，
該藥物的安全特性與在全球獲得批准的抗PD-1產品非常
相似

 信迪利單抗在癌症患者體內顯示出更高的PD-1佔有率，
這意味著可能產生更好的臨床療效

 在患有復發或難治的經典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的適應症，
已於2018年12月24日得到中國國家藥監局的批准上市

 超過20項臨床試驗正在進行，其中包括7項註冊臨床研
究

®

®



8Copyright© 2019 Innovent Biologics

信迪利單抗的臨床研究

截至2019年3月11日

進展情況

適應症1, 2, 3 單藥/聯合用藥治療 （其他組成部分）

1期

2期 3期
NDA
已提交

NDA
已獲批1a 1b

中國

r/r經典霍奇金淋巴瘤 單藥治療

2L鱗狀非小細胞肺癌 單藥治療

1L非鱗狀非小細胞肺癌 聯合用藥治療（培美曲塞及鉑）

1L鱗狀非小細胞肺癌 聯合用藥治療（吉西他濱及鉑）

1L非鱗狀非小細胞肺癌 聯合用藥治療（培美曲塞及鉑）

EGFR+TKI耐藥非小細胞肺癌 聯合用藥治療（IBI-305）

1L肝細胞癌 聯合用藥治療（IBI-305）

1L胃癌 聯合用藥治療（卡培他濱及奧沙利鉑）

1L食管癌 聯合用藥治療（紫杉醇及順鉑）

2L食管鱗狀細胞癌 單藥治療

r/r NK/T細胞淋巴瘤 單藥治療

2L非小細胞肺癌 單藥治療

1L/2L黑素瘤 單藥治療

難治性胃腸癌 單藥治療

2L神經內分泌瘤 單藥治療

1L鱗狀非小細胞肺癌 聯合用藥治療（吉西他濱及順鉑）

1L胃癌 聯合用藥治療（卡培他濱及奧沙利鉑）

難治性實體瘤 單藥治療

美國

實體瘤 單藥治療

晚期子宮內膜癌 單藥治療

注
1 縮略語：r/r = 復發、難治；2L = 二線；1L = 一線；NK/T細胞淋巴瘤 = 自然殺手/T細胞淋巴瘤；EGFR =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TKI = 酪氨酸激酶抑制劑
2 符號： = 已完成； = 進行中； = 將在下個季度內啟動
3 若干適應症可能不需要在提交新藥申請前完成本圖所示的每項臨床試驗

自首次公開募股以來的進展

首例患者給藥

首例患者給藥
首例患者給藥

首例患者給藥

首例患者給藥
首例患者給藥

已獲NDA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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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及策略

1 截至2019年3月11日

經驗豐富的團隊 策略

首席商務官劉敏先生曾在羅氏任職副總裁，負責羅氏在中
國兩個腫瘤部門之一，在肺癌、胃腸癌和血液病領域擁有
豐富經驗



主要領導成員在醫藥行業擁有豐富的商業化經驗

目前已經為信迪利單抗組建了一支350人1 的商業化團
隊

 專注於快速提升信迪利單抗在市場上的可及性

 提高在營銷和醫療服務中的市場份額

 在推出產品時收集廣泛的第一手臨床使用經驗

 借力於禮來在中國商業化領域的豐富經驗

信迪利單抗注射液於2019年3月9日正式進入市場

達伯舒 （信迪利單抗注射液）的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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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營銷準備就緒

研究基金項目媒體渠道 系列學術會議

 增強醫藥專業人員的臨床使用
經驗

 填補信迪利單抗在不同疾病領
域臨床數據的空白

 為信迪利單抗注射液的商業化啟
動舉行新聞發佈會

 在獲得中國國家藥監局批准後，
邀請學術領域專家進行系列學
術會議

達伯舒 （信迪利單抗注射液）的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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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前 IND 1期 2期 3期 NDA 上市

其他項目主要臨床進展

處於各開發階段的研發項目取得持續進展

IBI-101 (OX40) IND已於2018年12月獲批

IBI-318（PD-1 / 未披
露靶點）

IND已於2019年2月獲批

IBI-101 (OX40) 2019年2月首例患者給藥

IBI-188 (CD47) 2019年1月首例患者給藥

IBI-303（阿達木單抗） 2018年11月提交NDA

IBI-305（貝伐珠單抗） 2019年1月提交NDA

中
國

美
國

已提交NDA 首例患者給藥 IND已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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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國際標準設計、建造及運作的最先進生產設施

信達生物的廠房設施按照美國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歐洲藥品管理局及中
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標准設計，
並支持從DS到DP的整個過程。DS、
DP和GMP已成功通過審核

在日常過程中對生產設施進行全面的
年度檢查，以評估生產設施是否符合
行業GMP和質量合規標准

生產團隊在跨國製藥公司積累了豐富
的經驗

M1b廠房

4 x 15,000升
已規劃

3 x 1,000升 已投入運營
6 x 3,000升（經cGMP認證）
將於2019年就位

未來總產能：81千升

2018年12月29日，信達生物的廠房設施獲得了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GMP認證，用以生產達伯舒 （信迪利單抗注射液）®



13Copyright© 2019 Innovent Biologics

全球合作夥伴

2013年7月

治療性抗體發現平臺

2016年6月

雙特異性抗體平臺

2017年3月

雙特異性抗體合作

2018年11月

聯合用藥治療

2019年2月

聯合用藥治療

2015年10月12日

 信達將另外3種PD-1雙特異性
單抗的中國大陸以外權利授權
給禮來

 作為回報，信達獲得超過10億
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2015年3月20日

 信達將PD-1單抗的中國大陸以外
權利授權給禮來

 在中國聯合開發3種單抗

 首付款5,600萬美元，里程碑付
款超過4億美元

2018年12月17日

 信達與極具創新力和影響力的生物製藥公司Incyte宣佈，就多項產品達
成戰略合作

 信達通過獲得3種潛在同類最佳、處在臨床試驗後期階段的創新候選藥
物的授權，面向中國市場進行開發和商業化，從而加強公司候選藥物的
產品組合

 使信達從一家致力於單抗研發的公司，轉變為一家覆蓋更廣泛的腫瘤治
療領域醫藥公司

其他全球研發夥伴同知名跨國公司達成戰略合作



14Copyright© 2019 Innovent Biologics

通過合作夥伴擴大產品管線

由Incyte授權的面向中國市場的候選藥物產品

2018年12月17日

 通過獲得3種潛在的同類最佳的、處在臨床試驗後期階段的創新候選藥物的授權，包括2種潛在的一類新藥候選藥物，
面向中國市場進行開發和商業化，從而加強公司的產品管線

 將信達從一家專注於單克隆抗體的創新醫藥公司，轉變為一家業務橫跨生物藥物和小分子藥物的創新醫藥公司

Pemigatinib
(FGFR1/2/3)

在治療患有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
（FGFR）突變的癌症患者方面，潛在的
同類最佳的首創新藥

針對膽管癌和尿路上皮癌的實體瘤

Itacitinib
(JAK1)

在治療移植物抗宿主病方面，潛在的同類
最佳的首創新藥

針對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

Parsaclisib
(PI3Kδ)

潛在的治療惡性血液病的同類最佳藥物 針對非霍奇金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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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全球知名投資者的強有力支持

十家基石投資者總計投資金額達2.45億美元

2,000萬美元

約2,000萬美元 2,500萬美元

500萬美元2,000萬美元

1,500萬美元6,000萬美元

3,000萬美元 2,000萬美元

3,0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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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里程碑

1 截至2019年3月14日
2 《國際金融評論》（International Financing Review）

2018年 10月31日在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股票代
碼：01801.HK，融資38億港元（合4.85億美元）

上市時為史上規模最大的尚未盈利的生物製藥公司

自IPO以來，股價已上漲超過100% ¹

優異的定價結構，大量的超額認購

被IFR2評為：

亞太區年度IPO

亞太區年度 IPO

被IFR2亞洲評為：

最佳香港股票發行獎

最佳香港股票發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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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績卓越的高管團隊

遠見卓識的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兼董事長，得到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的支持

俞德超 博士
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兼董事長

 中國科學院遺傳學博士學位

 三個國家1類新藥：安柯瑞 的發明人，康柏西普以及達
伯舒 的共同發明人和主要開發者

 60多項已發佈專利及專利申請的發明人

 曾發表50多篇SCI科學論文及專著

 擁有22年行業經驗

— 1997年至2001年：Calydon副總裁

— 2001年至2005年：Cell Genesys首席科學家兼高級總監

— 2005年：Applied Genetics研發副總裁

— 2006年至2010年：成都康宏生物科技董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 2011年至今：信達生物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高管團隊

周勤偉 博士
首席運營官

 超過24年的生物科技及生物製藥從業經
驗

 原禮來公司生物分析科學副總裁，及
ImClone副總裁

奚浩
首席財務官

 原邁瑞醫療國際有限公司首席財務官，
負責財務、投資者關係、北美業務及內
部審計

 原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Ltd.首
席財務官

薄科瑞醫學博士
首席科學官

 原禮來公司中國藥物開發高級副總裁

 負責建立、培訓及發展藥物開發和醫療
事務組織，並為中國提供禮來的內部及
外部產品組合

劉敏
首席商務官

 原羅氏全球腫瘤特許經營領導團隊成員

 原羅氏中國BU2腫瘤業務部門副總裁，
領導用於肺癌、胃腸癌和血液病的產品
市場推廣及銷售工作

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兼董事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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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達生物：完善的產品開發平臺

集世界級藥物發現、開發、製造及商業化能力為一體的全面集成平臺

IBI-306

IBI-310

IBI-302

IBI-307

IBI-101

IBI-188

IBI-110

IBI-318

IBI-939

IBI-315

IBI-322

IBI-319

IBI-301

IBI-303

IBI-323

IBI-305

IBI-308

IBI-385

IBI-376

IBI-377 

臨床開發CMC
（生產和質量）

新藥研究 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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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達生物的發展策略

我們的使命

開發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質量生物藥

通過內生增長和協作的全球
戰略，實現我們的全面集成

平臺的價值最大化

繼續加強我們的
全面集成平臺

快速推進我們的研發儲備項
目的臨床計劃

加快我們的領先候選藥物產
品的研究開發及商業化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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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推出4種產品

多種生物藥物進入後期開發
階段

全球研發平臺

更大產能的GMP生產設施

更強的商業化能力及產能

2021年下半年

信達生物一覽

20種候選藥物：

• 達伯舒 已上市

• 2項NDA已提交（IBI-303和
IBI-305）

• 1種單抗處於臨床III期（IBI-
301）

資深管理團隊

全球標準GMP生產設施 與禮來達成戰略合作註冊成立

2019年3月2011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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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催化劑

信迪利單抗的上市和商業化

2019年四季度，將向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提交IBI-301（利妥昔單抗生物類似藥）
的NDA申請

多種候選藥物持續取得臨床進展

6x3,000L M1b廠房將投入生產

1

2

3

4

未来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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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Q&A？

始於信 達於行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