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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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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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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生物：致力于成为国际一流的生物制药公司

全面深入的

全球化合作

 持续扩大与全球伙伴的战略合作

 拥有卓越有效的全面集成平台，致力成

为合作伙伴的最佳选择

全球化创新的

核心战略

雄厚的研发管线

涵盖肿瘤及非肿瘤领域

 雄厚的研发管线，系统性布局肿瘤及非
肿瘤领域创新疗法

 5 款产品商业化, 1 款NDA获受理，5 
款注册或关键性临床, 14 款临床不同阶
段

世界级的生物制药

全面集成平台

 集世界级药物发现、开发、生产及商
业化能力于一体

 预计2021年底实现60,000升1可投入
使用的产能，中国行业内最大产能之一

 具备强大的商业化能力，拥有~2000
人销售及市场团队

 全球研发平台，1,000多人研发团队
遍布中国，美国和欧洲

 信达国清院，作为强大的研发引擎，旨
在研究发现全球同类首创(First-in-Class)
和同类最佳(Best-in-Class)药物

 达伯舒®首个BLA申请获美国
FDA受理，覆盖主要癌种大适应症，
探索海外市场潜力

注: 1) 24,000升现有已投入使用的产能，另有36,000升预计2021年内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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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的生物制药全面集成平台，以创新疗法解决未被满足
的临床需求

药物发现

 肿瘤免疫领域理解深刻、抗体
工程领域优势独特

生产&质量(CMC) 

 In-house自建生产模式、产能

充足

临床研究

 高价值管线遍布临床不同阶段

 执行能力强

商业化

 渠道网络覆盖近4,700家医院

和1000家DTP药房

 销售及市场团队~2,000人

世
界

级
的

生
物

制
药

全
面

集
成

平
台

肿瘤

非肿瘤

雄厚的研发管线覆盖创新疗法

• 肿瘤免疫治疗基石药物及下一代
高潜力靶点产品：PD-1, CTLA-4, 
CD47, LAG-3, TIGIT等

• 先进技术：单抗，多特异性抗体
，细胞治疗，ADC

• 高竞争力、高潜力的非肿瘤领域
布局：覆盖自身免疫、眼底病和
新陈代谢等疾病领域

致力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2,261,419 2,206,771
1,931,590

1,414,259

1,089,103

乳腺癌 肺癌 结直肠癌 前列腺癌 胃癌

815,563

555,477
478,508

416,371 410,038

肺癌 结直肠癌 胃癌 乳腺癌 肝癌

2020年新发癌症病例数 （全球） 2020年新发癌症病例数 （中国）

20

14
12

9 8 8 8 8 7 7 6 6 5 5 5 5 5 4 4 4

美元，十亿
2020年销售额前20药物（全球）

自身免疫 眼部疾病 新陈代谢

资料来源: WHO IARC 2020年度报告; Fierce Pharma, EvaluatePharma

11.7% 11.4% 10.0% 7.3% 5.6%%

#

17.9% 12.2% 10.5% 9.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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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众的商业化能力：建立达伯舒®在中国市场领先品牌地位；
发掘全球市场的巨大增长机会

信达有信心在中国PD-1市场保持达伯舒®领先品牌地位，同时拥有发掘国际市场巨大潜力的最佳优势。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018 2019 2020 2020 1H 2021 1H

人民币百万元
自产品上市，销售增长强劲1

人民币1,016百万元

人民币2,368百万元

先发优势明显

• 2019年首个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的PD-1抑制剂

• 销售增长强劲，占据领先市场

份额

• 广泛的渠道优势和富有经验的

商业化团队 (>2000人)

• 生产产能：24,000升已投入使

用，另有36,000升在建

中国市场稳居领先地位

全面的开发策略

• 获批多个主要癌种大适应症：

1L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2021年

2月已批)，1L 鳞状非小细胞肺

癌(2021年6月已批) ，1L 肝细胞

癌（2021年6月已批）。2L 鳞状

非小细胞肺癌 （预计年底获批）

• 1L 食管鳞癌和1L 胃癌达到首要

临床终点

• 达伯舒成为全球首个在五项高

发肿瘤适应症一线治疗中证实

临床有效性的PD-1抑制剂

• 与自有管线联合用药/双抗

(CTLA-4, TIGIT, LAG-3, VEGF等)

肿瘤治疗里基石药物

与礼来海外授权合作

• 第一个已上市中国PD-1海外权

益授权给国际MNC药企

• 2021年5月在美国申报BLA 获

受理(1L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 继续与礼来就达伯舒在美国及

其它海外市场，以及在不同瘤

种适应症上进行开发注册

• 全球PD-1市场规模庞大，价值

多倍大于中国市场

拥有发掘国际市场巨大
潜力的最佳优势

人民币921百万元

人民币1,855百万元

注:1) 产品销售额包括所有获批产品销售额

2018年12
月获NMPA
批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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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潜力下一代IO靶点:
- CD47 (IBI-188, IBI-322,IBI-397)
- LAG-3 (IBI-110, IBI-323)

- TIGIT (IBI-939, IBI-321)

• 双抗:
- IBI-319 (PD-1/CD137)

- IBI-315 (PD-1/Her2)

• 非肿瘤:
- IBI-362 (OXM3)

- IBI-302 (VEGF/C-protein)
- IBI-112 (IL-23 p19)

25款高价值临床管线，系统性布局肿瘤及非肿瘤领域创新疗法

5款

商业化产品

1 款

NDA获受理

5 款

注册/关键性临床

14 款

早期临床

• 达伯舒® (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 达攸同®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 苏达信® (阿达木单抗注射液)

• 达伯华®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 达伯坦® (培美替尼片)1

• IBI-348 (BCR-ABL/TKI)

- 2020年NDA申请获NMPA受
理，用于治疗耐药慢性髓
性白血病(CML)

- 与亚盛医药达成中国区商
业化合作

• IBI-376 (PI3Kδ)
- 复发或难治滤泡性淋巴瘤(r/r FL), 
- 关键性临床2期进行中

• IBI-306 (PCSK9)
- 杂合性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eFH）
- 临床III期达到首要终点

• IBI-310 (CTLA-4)
- 联合达伯舒治疗多项适应症临床试验中，

包括肝细胞癌，卵巢癌和黑色素瘤

• IBI-326 (BCMA CAR-T)
- 复发或难治多发性骨髓瘤（r/r MM）
- 关键性临床2期进行中

• IBI-344 (ROS1/NTRK)
- 非小细胞肺癌（NSCLS）
- 关键性临床2期进行中

肿瘤：20条管线覆盖单抗、双抗、细胞治疗、小分子 非肿瘤: 5条管线覆盖自身免疫、眼科、新陈代谢等疾病领域

注: 1) 达伯坦® (培美替尼片) 于2021年6月台湾市场获批上市，2021年7月NMPA受理NDA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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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国清院 临床研究 商务发展 项目管理

800+ 员工
负责中国&国际临床双报

20+ 员工
与制药企业建立区域性及

全球化战略合作
20+ 员工

1,000+ 研发员工

200+ 员工
强大的研发引擎，旨在研究发现全球

同类首创(First-in-Class)和同类最佳
(Best-in-Class)药物

研发平台

由信达生物总裁

刘勇军博士领导

•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免疫学系主任和癌症免疫
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 赛诺菲全球研究负责人

苏州研发中心 上海研发中心 美国马里兰实验室

打造全球化的研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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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的全球合作，致力成为海内外药企合作伙伴的最佳选择

跨国药企合作:与全球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持续稳固的合作

• 总交易价值超过25亿美元1 

• 包括2.56亿美元1首付款

• 使用罗氏技术开发2:1双特异性T细
胞抗体(TCB)和通用型CAR-T平台

• 高达21亿美元中国以外的海外权益
授权费以及销售提成

• 从Incyte引入3个临床阶段的小分子
的大中华区权益

• 1款临床前管线：引入大中华区权益

• ADC: 联合开发，技术引进
• 生物类似药：印度尼西亚开发及商

业化权益授权
• 生物类似药：北美地区开发及商业

化权益授权

本土药企合作:凭借一流的集成平台，我们力争成为合作伙伴的最佳选择

• 新一代TKI: 中国区联合开发和独家
商业化权益

• BCMA CAR-T: 管线资产50:50所有
权 ……

• 总交易价值达2.45亿美元

• 达成开发、商业化合作和股权投资

……

注: 1) 包括2015年和2020年与礼来的战略合作交易，不包括销售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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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标准设计、建造及运作的先进生产设施

36,000升
建设中

24,000升

未来总产能：60,000升

®
 已有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GMP认证的总计24,000升产能投入生产使用

 另有36,000升产能预计在2021年完成建设

产业化厂房按照中国NMPA、美国FDA、

欧洲EMA的标准设计， 生产厂房通过合

作方美国礼来审计、通过中国GMP认证

在日常过程中对生产设施进行全面的年

度检查，以评估生产设施是否符合行业

GMP和质量合规标准

生产团队具有丰富的跨国制药公司生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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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卓越的高管团队

远见卓识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得到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的支持

刘勇军
总裁

 原迈瑞医疗国际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负
责财务、投资者关系、北美业务及内部审
计

 原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Ltd.首席财务官

 原罗氏全球肿瘤特许经营领导团队成员

 原罗氏中国BU2肿瘤业务部门副总裁，领导
用于肺癌、胃肠癌和血液病的产品市场推广
及销售工作

俞德超 博士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中国科学院遗传学博士学位

 三个国家1类新药：安柯瑞® 的发明人，康柏西普以及达
伯舒®的共同发明人和主要开发者

 60多项已发布专利及专利申请的发明人

 曾发表50多篇SCI科学论文及专著

拥有24年行业经验

 1997年至2001年：Calydon副总裁

 2001年至2005年：Cell Genesys首席科学家兼高级总监

 2005年：Applied Genetics研发副总裁

 2006年至2010年：成都康弘生物科技董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2011年至今：信达生物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高管团队

奚浩
首席财务官

 负责总裁办公室运营

 负责公司人力资源、法务、合规、
企宣、审计和行政等

张倩
首席人才官

刘敏

首席商务官

 超过30年的学术和生物制药经验

 原赛诺菲全球研发部负责人

 原阿斯利康旗下全球生物制药子公司
MedImmune全球研究负责人、首席科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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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重要里程碑 - 2021年至2022年初

6

商业化
产品

6

NDA
批准

• 达伯舒® 
- 1L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 1L 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 1L 肝细胞癌

• 达攸同® 
- 1L 肝细胞癌

9

NDA
受理

8

关键性临床
数据披露
• 达伯舒® 

- 2L 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 1L 食管鳞癌 (达到临床

终点)
- 1L 胃癌 (达到临床终点)

• IBI-306 (PCSK9)
- 杂合性家族性高胆固醇

血症(HeFH)(达到临床
终点)

• IBI-362 (OXM3)
- 肥胖症

• IBI-110 (LAG-3)
- 临床I期爬坡中

产能

产能扩增

• 完成36,000L产能建设

• 总产能从24,000L扩张至
60,000L

至2021年底，我们预期将拥有6款商业化产品和多样化的临床阶段管线，为公司长期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若干

其他临床
数据披露

若干

重点推进
临床管线

• 临床 3 期或关键临床 2 期

- IBI-310 (CTLA-4)

- IBI-306 (PCSK9)

- IBI-375 (FGFR)

- IBI-376 (PI3Kδ)

- IBI-344 (ROS1/NTRK)

- IBI-326 (BCMA CAR-T)

• 临床 2 期 / 临床 1b 期
- IBI-188 (CD47)
- IBI-110 (LAG-3)
- IBI-362 (OXM3)
- IBI-302 (VEGF/补体蛋白)

• 临床 1 期

- IBI-322 (PD-L1/CD47)

- IBI-939 (TIGIT)

- IBI-323 (LAG-3/PD-L1)

- IBI-321 (TIGIT/PD-1)

- IBI-319 (PD-1/4-1BB)

- IBI-315 (PD-1/Her2)

已
达

成
(至

2
0

2
1

.0
8

)
预

计
实

现

• 达伯舒®

• 达攸同®

• 苏立信®

• 达伯华®

• 达伯坦® (台湾) 

• IBI-348 (BCR-ABL/KIT)

• 达伯舒® 
- 2L 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 IBI-348 (BCR-ABL/KIT)
- 抗耐药T315I基因突变型慢

性髓性白血病
(Drug-resistant and T315I-
mutation CML)

• 达伯舒® 
- 1L 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美国BLA
• IBI-375 (FGFR)

- 2L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胆管癌，中国大陆

• IBI-375 (FGFR)
- 2L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胆管癌, 中国香港
• 达攸同® 

- 印度尼西亚NDA

• 达伯舒®

• 达攸同®

• 苏立信®

• 达伯华®

• 达伯坦® (台湾市场) 

• 达伯舒® 
- 1L 食管鳞癌
- 2L EGFR突变阳性非小

细胞肺癌(EFGR+NSCLC)
- 1L 胃癌

• IBI-376 (PI3Kδ)
- 复发或难治滤泡性淋巴

瘤(r/r FL)
• IBI-326 (BCMA CART)

- 复发或难治多发性骨髓
瘤(r/r MM)

• 达伯舒® 
- 2L EGFR突变阳性非小

细胞肺癌
• IBI-375 (FGFR)

- 2L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胆管癌

• IBI-376 (PI3Kδ)
- 复发或难治滤泡性淋

巴瘤(r/r FL)

• IBI-362 (OXM3)
- 肥胖症

• IBI-310 (CTLA-4)

• IBI-315 (PD-1/Her2)

• IBI-302 (VEGF/补体蛋白)

• IBI-188 (CD-47)



第二章 — 第一部分

研发管线总览



15信达生物版权所有©2021

Confidential

发展阶段

候选药物/参比药物 靶点 药物形式 治疗领域 商业化权力 临床阶段 IND获批 1期 2期 关键性2期 / 3期 NDA 上市

达伯舒（信迪利单抗） PD-1 单抗 肿瘤 全球

达攸同（贝伐珠单抗） VEGF-A 单抗 肿瘤 全球

达伯华（利妥昔单抗） CD20 单抗 肿瘤 全球

达伯坦 (培美替尼片) FGFR1/2/3 小分子 肿瘤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1L CCA (joined Incyte’s global Phase 3 trial)

IBI-348 (Olverembatinib) BCR-ABL/KIT 小分子 肿瘤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IBI-310 CTLA-4 单抗 肿瘤 全球
Adjuvant melanoma (China)
1L HCC (China)
2L cervical cancer (China)

IBI-376 (Parsaclisib) PI3Kδ 小分子 肿瘤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r/r FL and MZL (China)
Myelofibrosis (Incyte’s global Phase 3)

IBI-326 BCMA-CART 细胞治疗 肿瘤 全球 r/r MM (China)

IBI-344(Taletrectinib) ROS1/NTRK 小分子 肿瘤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IBI-188 CD47 单抗 肿瘤 全球
MDS (China)

r/r AML (China)

IBI-110 LAG-3 单抗 肿瘤 全球

IBI-322 PD-L1/CD47 双抗 肿瘤 全球

IBI-318 PD-1/PD-L1 双抗 肿瘤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Advanced malignancies (China)

IBI-315 PD-1/HER2 双抗 肿瘤 全球 Advanced malignancies (China)

IBI-939 TIGIT 单抗 肿瘤 全球 Advanced malignancies (China)

IBI-321 PD-1/TIGIT 双抗 肿瘤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Solid tumor (China)

IBI-319 PD-1/4-1BB 双抗 肿瘤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Solid tumor (China)

IBI-323 LAG-3/PD-L1 双抗 肿瘤 全球 IND approved (China)

IBI-102 GITR 单抗 肿瘤 全球 IND approved (China)

IBI-101 OX40 单抗 肿瘤 全球 IND accepted (China)

晚期实体瘤 (中国)

临床1b期(多个肿瘤适应症）

2L 胆管癌 (台湾获批，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NDA获受理)
1L 胆管癌 (加入Incyte全球3期临床研究)

复发或难治多发性骨髓瘤

临床1b期和临床2期(多个肿瘤适应症计划)

复发或难治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中国)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国)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美国)

黑色素瘤辅助治疗(中国)
2L 宫颈癌(中国)
1l 肝细胞癌(中国)

复发或难治滤泡淋巴瘤/边缘区淋巴瘤 (中国)
骨髓纤维化 (Incyte全球临床3期)

晚期实体瘤 (美国)

雄厚的研发项目储备 – 肿瘤管线
4个商业化，1个NDA获受理，4个在注册性或关键性临床，11个在不同临床阶段

ROS1+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1L + 2L)

NTRK+ 实体瘤

胃肠间质瘤
耐药性慢性髓性白血病, 中国NDA获受理

费城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雄厚的肿瘤管线拥有20款高价值产品链，涵盖单抗、双抗、CAR-T及小分子药物领域，全球化增长潜力可期。

在美国的临床进展生物药物 小分子药物已上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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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候选药物/参比药物 靶点 药物形式 治疗领域 商业化权力 临床阶段 IND获批 1期 2期 关键性2期 / 3期 NDA 上市

苏立信（阿达木单抗） TNF-alpha 单抗 自身免疫 全球

IBI-306 PCSK9 单抗 新陈代谢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IBI-362 GLP1/GCGR (OXM3) 多肽 新陈代谢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IBI-302 VEGF/补体蛋白 融合蛋白 眼底病 全球

IBI-112 IL-23 p19 单抗 自身免疫 全球

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临床3期进行中)

杂合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中国临床3期达到主要终点)

纯合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中国临床2期进行中)

雄厚的研发项目储备 – 非肿瘤管线
1个商业化，1个在注册性或关键性临床，3个在不同临床阶段

肥胖症(临床2期进行中)

湿性年龄相关黄斑病变 (临床2期进行中)

糖尿病(临床2期进行中) 

糖尿病黄斑水肿 (即将开展临床2期)

炎症性肠病及其他自免疾病

银屑病 (即将开展临床2期)

5款非肿瘤管线在自身免疫、新陈代谢及眼底病等主流疾病领域形成差异化优势。

在美国的临床进展生物药物 小分子药物已上市产品



第二章 — 第二部分

重点管线详述 –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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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

适应症 药/联合用药治疗 （其他组成部分）
1A期 1B期 II 期 III 期

NDA 
已提交

NDA
已获批

中国

r/r 经典霍奇金淋巴瘤 单药治疗

一线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联合用药治疗（培美曲塞和顺铂）

一线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联合用药治疗（吉西他滨和铂类）

一线肝细胞癌 联合用药治疗（IBI-305 /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

二线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单药治疗

EGFR+ TKI耐药非小细胞肺癌 联合用药治疗（IBI-305 /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

一线胃癌 联合用药治疗（卡培他滨和奥沙利铂）

一线胃癌 （CPS ≥10） 联合用药治疗（雷莫芦单抗）

一线食管癌 （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 联合用药治疗（紫杉醇和顺铂/氟尿嘧啶和顺铂）

二线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联合用药治疗（ICE）

黑色素瘤 （辅助治疗） 联合用药治疗（IBI-310/CTLA-4单抗）

一线肝细胞癌 联合用药治疗（IBI-310/CTLA-4单抗）

二线肝细胞癌 联合用药治疗（IBI-310/CTLA-4单抗）

二线+ 宫颈癌 联合用药治疗（IBI-310/CTLA-4单抗）

二线食管鳞癌 单药治疗

r/r NK/T细胞淋巴瘤 单药治疗

3L 结直肠癌 联药治疗（IBI-310/CTLA-4单抗 ）

难治性胃肠癌 单药治疗

一线胃癌 联合用药治疗（卡培他滨及奥沙利铂）

二线非小细胞肺癌 单药治疗

一线/二线黑色素瘤 单药治疗

一线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联合用药治疗（吉西他滨和铂类）

二线神经内分泌瘤 单药治疗

实体瘤/结直肠癌 联合用药治疗 （呋喹替尼）

实体瘤/胆管癌 联合用药治疗 （索凡替尼）

三线结直肠癌 联合用药治疗（西达本胺）

二线肝细胞癌 联合用药治疗 （siRNA）

美国

一线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联合用药治疗（培美曲塞和顺铂）

一线食管癌 （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 联合用药治疗（紫杉醇和顺铂/氟尿嘧啶和顺铂）

实体瘤 单药治疗

晚期子宫内膜癌 单药治疗

信迪利单抗临床研究项目
中国4个适应症获批，1个 sNDA申请已受理；美国 BLA已受理

符号:         = 已完成； = 完成患者入组； = 进行中； = 将在下个季度内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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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伯舒®:全球首个在五项肿瘤大适应症一线治疗中证实临床有效性
的PD-1抑制剂

全球首个获批的一线治疗肝
癌的PD-1免疫联合疗法

全球唯二成功的一线治疗胃
癌的PD-1抑制剂

少有的获批两项非小细胞肺癌一线适应症的PD-1抑制
剂

1 2
1L 非鳞状非小细胞

肺癌

首个在一线治疗食管癌国际
3期成功的中国PD-1抑制

剂

1L 鳞状非小细胞
肺癌

43 51L 肝细胞癌 1L 食管鳞癌 1L 胃癌

ORIENT-11 研究

− 2020.01：达到研究终点

− 2021.02：中国 sNDA 申请获批

− 2021.05：美国 BLA 申请获受

理，主要基于ORIENT-11数据

ORIENT-12 研究

− 2020.05：达到研究终点

− 2021.06：中国 sNDA 申请

获批

ORIENT-16 研究

− 2021.08：对于意向治疗分析

(ITT)人群和PD-L1阳性人群均达

到主要研究终点，显著延长总

生存期（OS）

− ESMO 2021：研究结果即将公布

− 2021年底：计划向NMPA递交

sNDA申请

ORIENT-32 研究

− 2020.09：达到主要研究终点

，显著延长总生存期（OS）

− 2021.06：中国 sNDA 申请获批

ORIENT-15 研究

− 全球多中心临床III期研究

− 2021.06：达到主要研究终点，

显著延长总生存期（OS），不论

PD-L1表达情况

− ESMO 2021：研究结果即将公布

− 2021年底：计划向NMPA递交

sNDA申请

达伯舒®为全球首个在五项高发肿瘤适应症一线治疗中证实临床有效性的PD-1抑制剂，
对应癌症中国每年新发病例数达200万，全球每年新发病例数达4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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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11 (一线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信迪利单抗联合治疗在PFS
和OS均取得显著疗效

风险人数

Sint+Chemo 266 231 202 143 63 25 3 3 0

PL+Chemo 131 106 77 42 19 4 1 0 0

Events HR (95% CI) P

Sint+chemo 42.1% 0.482
（0.362, 0.643）

<0.00001
PL+chemo 65.6%

无
进

展
生

存
率

%

风险人数

Sint+Chemo 266 S2 248 206 134 72 18 3 0

PL+Chemo 131 128 113 92 61 33 8 1 0

Events 6-mo OS rate HR (95% CI) P

Sint+chemo 19.2% 89.6% 0.609
（0.400,0.926）

0.01921
PL+chemo 29.8% 80.4%

无进展生存期PFS (IRRC评估)

总生存期OS 

[1] Zhang L, et al. WCLC 2020
[2] Gandhi L, et al. NEJM 2018. DOI: 10.1056/NEJMoa1801005

[3] Lu S, et al. ESMO 2020
[4] Zhou CC, et al. WCLC 2019

ORIENT-11[1] KEYNOTE-189[2] NCT03663205[3] NCT03134872[4]

产品 Sintilimab Pembrolizumab Tislelizumab Camrelizumab

设计 双盲 双盲 开放标签 开放标签

PFS (by IRRC)

中位 (95%CI), 
月

8.9 (7.1, 11.3) vs 5.0 
(4.8, 6.2)

8.8 (7.6, 9.2) vs 4.9 
(4.7, 5.5)

9.7 (7.7, 11.5) vs 7.6 
(5.6, 8.0)

11.3 (9.5, NR) vs 8.3 
(6.0, 9.7)

HR (95%CI) 0.48 (0.36, 0.64) 0.52 (0.43, 0.64) 0.65 (0.46, 0.90) 0.61 (0.46, 0.80)

P <0.00001 <0.001 0.0044 0.0002

OS

中位 (95%CI), 
月

NR vs NR NR vs 11.3 (8.7, 
15.1)

未披露 NR (17.1, NR) vs 20.9 
(14.2, NR)

HR (95%CI) 0.61 (0.40, 0.93) 0.49 (0.38, 0.64) 0.72 (0.52, 1.01)

P 0.01921 <0.001 0.0272

信迪利单抗联合化药治疗一线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1L NSCLC)在疾病进
展和死亡风险上获得显著性下降

总
生

存
率

%



21信达生物版权所有©2021

Confidential

ORIENT-32 (一线肝细胞癌): 全球首个达到3期主要终点的
PD-1联合治疗研究

ESMO Asia Virtual Congress 2020发表论文演讲

无进展生存期 (PFS) (IRRC评估)总生存期 (OS)

信迪利单抗联合达攸同® (贝伐珠生物类似药): 全球首个治疗一线肝细胞癌(1L HCC)达到3期主要终点的PD-1联合治疗研究，
显著延长了OS和PFS

无
进

展
生

存
率

%

总
生

存
率

%



22信达生物版权所有©2021

Confidential

达伯坦 (FGFR1/2/3, IBI-375)临床开发概览
已获批并具有同类最佳 (Best-in-Class) 潜力的FGFR1/2/3

PFS OS

Fight202研究: IBI-375用于既往接受过治疗的胆管癌患者（海外）

达伯坦在FGFR 1/2/3上的优异效力展现出其具有同类最佳 (Best-in-Class) 潜力，
已在台湾市场获批，已向NMPA及香港卫生署递交NDA申请并获受理。

Abou-Alfa GK, et al. Lancet Oncol. 2020 May;21(5):671-684.

Cellular 
potency

Desired 
target activity

Off-target 
activity

IBI-375

1. Guagnano et al (2011) J. Med. Chem; 2. Babina & Turner (2017), Nature Reviews Cancer; 3. Hall et 
al (2016) PLoS ONE 11(9); 4. Lorenzi et al (2017) Molecular Cancer Therapeutics

IBI-375酶抑制活性 达伯坦 (pemigatinib) 临床开发项目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 二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胆管癌 (2L mCCA)

- 2021年6月于台湾市场获批用于治疗2L mCCA

- 2021年7月，在中国大陆递交的IBI-375用于治疗2L 
mCCA的NDA申请已获NMPA受理

- 2021年7月，在香港市场递交的IBI-375用于治疗2L 
mCCA的NDA申请已获香港卫生署受理

• 一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胆管癌 (1L mCCA)

- 正在参与Incyte赞助的全球3期临床试验 (FIGHT-302)，
评估 IBI-375用于治疗1L mCCA

• 计划ESMO 2021年会上发布治疗2L mCCA的临床2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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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348 (Olverembatinib, BCR-ABL)临床开发概览
即将上市的第三代创新BCR-ABL抑制剂

IBI-348 (Olverembatinib) 差异化优势

临床研究亮点

临床研究亮点

IBI-348 临床开发项目

• IBI-348 对伴有T3151突变的严重TKI耐药的CML慢性期（CML-CP）及
加速期（CML-AP）患者中展现出良好的有效性和耐受性

• 随着治疗周期延长，临床响应概率和深度可能增加

• IBI-348 耐受性良好

即将上市的第三代创新BCR-ABL抑制剂，靶向治疗耐药慢性髓性白血病，

有效解决CML患者一代、二代药物TKI耐药性和不耐受性问题。

• 与亚盛医药达成在多方位战略合作，其中包括在大中华区共同
开发和商业化IBI-348 (Olverembatinib) 

• 慢性髓性白血病 (CML)

₋ 2020年10月IBI-348 (Olverembatinib) NDA申请获NMPA受理
并纳入优先审评，用于治疗TKI耐药、T3151突变和加速期
在内的多种CML

• 慢性髓性白血病 (CML)

₋ 预计2021年底NDA获批

• IBI-348 是一种口服第三代BCR-ABL抑制剂，用于治疗一代和二代酪氨
酸激酶抑制剂耐药和/或不耐受的慢性期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患者

• IBI-348 对BCR-ABL以及包括T315I突变在内的多种BCR-ABL突变有突出效
果，可用于治疗一代、二代TKI耐药的CML患者

• 临床试验CC201(截止2020年3月23日
)，共计41例患者入组，中位随访时
间7.9个月，患者3个月无进展生存
率 （ PFS ） 为 100% ， 6 个 月 PFS 为
96.7%

• 临床试验CC202截止2020年2月11日)
，共计23例患者入组，中位随访时
间8.2个月， 患者3个月无进展生存
率 （ PFS ） 为 100% ， 6 个 月 PFS 为
95.5%

• 常见不良反应为1/2级
Blood (2020) 136 (Supplement 1): 50–51. https://doi.org/10.1182/blood-2020-142142

Novel BCR-ABL1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 HQP1351 (Olverembatinib) Is Efficacious and Well Tolerated in Patients with T315I-
Mutated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Results of Pivotal (Phase II) Trials.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https://doi.org/10.1182/blood-2020-14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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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376 (PI3Kδ) 临床开发概览
即将在中国递交NDA的潜在同类最佳PI3Kδ抑制剂

IBI-376在复发或难治的滤泡淋巴瘤/边缘区淋巴瘤 (r/r FL, r/r MZL) 展
现了快速回应和持续回应

IBI-376 (PI3Kδ) 是一种高选择性强效的差异化PI3Kδ抑制剂。IBI-376在多B细胞淋巴瘤治疗中展现了同类最佳 (Best-in-Class) 
的潜力。计划于2021年末至2022年初向NMPA递交NDA。

评估Parsaclisib用于治疗r/r FL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2期临床研究 (CITADEL-203) (ASH 2020) 

WG：20mg，qd，8 weeks; 20mg，qw afterward; DG： 20mg, qd, 8 weeks; 2.5mg，qd afterward;

评估Parsaclisib用于治疗r/r MZL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2期临床研究(CITADEL-204) (ASH 2020) 与其他PI3K 抑制剂有效性比较

IBI-376 (parsaclisib) 临床开发项目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 复发或难治滤泡淋巴瘤/边缘区淋巴瘤 ( r/r FL和MZL)

- 在中国进行的治疗r/r FL的关键性2期完成患者招募

• 复发或难治滤泡淋巴瘤/边缘区淋巴瘤 ( r/r FL和MZL)

- 2021年末至2022年初之间，计划就IBI-376用于治疗r/r FL向
NMPA提交NDA申请

• 骨髓纤维化(Myelofibrosis)

- 参与由Incyte赞助的用于评估IBI-376治疗二线骨髓纤维化全球
3期临床研究, 计划于2021年末在中国开始患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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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326 (BCMA CAR-T)临床开发概览
即将在中国递交NDA的潜在同类最佳BCAR CAR-T

临床研究亮点

临床研究亮点

IBI-326 临床开发项目

• 客观缓解(ORR) 100% ，完全缓解(CR)/严格意义的完全缓解(sCR) 72%

• 1年无进展生存期(PFS) 58% (对比2个最早评估的BCMA CAR-T 临床试验，bb2121 和
LCAR-B38M/JNJ-4528,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 小于1年)

• CAR-T细胞中位体内存续时间：308天(对比bb2121 和 LCAR-B38M/JNJ-4528两项试验
中CAR-T细胞在体内的存续时间通常≤6个月)

• 4例经过异源CAR-T治疗后复发的受试者，3例达到CR/sCR，1例达到VGPR

国内研发进展领先的BCMA CAR-T项目，临近NDA申报；

临床1/2期数据令人惊喜，应答快速、持久有效、兼具安全性，具有成为同类最佳(BIC)药物潜力。

• 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r/r MM)

₋ 关键性临床2期患者招募持续进行中

₋ 获NMPA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Breakthrough Therapy 
Designation)

₋ 临床1期数据发表在美国血液学会《Blood》

• 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r/r MM)

₋ 计划2021年底至2022年初向NMPA递交NDA申请

一项临床1期研究IBI-326治疗18例r/r MM患者：

• 70.6% G1-2 CRS1

• 0 ICANS1

• 通过相对较低的结合亲和力(促进CAR-T细胞连续激活)和较高的体内
持续性提升有效性

• 全人源BCMA CAR-T展现出优异的体内扩增水平和持续时间（减少
CAR引起的免疫介导的细胞清除）

• 经过异源CAR-T治疗后复发受试者中依旧展现了良好的有效性

• 通过降低CAR-T细胞体内峰值浓度提升安全性

IBI-326 差异化优势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注：CRS=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

ICANS=免疫效应细胞相
关神经毒性综合征

(Blood , 2021，137 : 2890–2901).

(Blood , 2021，137 : 2890–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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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344 (Taletrectinib, ROS1/NTRK)临床开发概览
处于关键临床二期,研发进度领先的下一代ROS1/NTRK抑制剂

IBI-344 (Taletrectinib) 差异化优势

临床前及临床研究亮点

关键性临床2期初步数据(2021 ASCO年会)

IBI-344 临床开发项目

关键性临床2期初步数据显示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作为下一代靶向ROS/NTRK的小分子抑制剂，具备同类首创 (FIC)
和同类最佳(BIC)新药潜力，切实解决ROS1阳性肺癌患者和NTRK阳性实体瘤患者未满足临床需求。

• 与葆元医药达成在大中华区的独家许可协议，共同开发和商业
化 IBI-344 (taletrectinib) 

• ROS1阳性非小细胞肺癌 (ROS1+ NSCLC)

₋ 2021 ASCO年会上发布关键性临床2期研究数据初步结果

• NTRK阳性实体瘤 (NTRK+ solid tumor)

₋ 关键性临床2期首例患者给药

• ROS1阳性非小细胞肺癌 (ROS1+ NSCLC)

₋ 计划完成关键性临床2期患者招募

• IBI-344 (Taletrectinib)作为一款开发中的下一代靶向ROS1和NTRK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对未经TKI治疗，和经TKI治疗的ROS1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有效，具有明显的差异化优势

• IBI-344 可穿越血脑屏障，具有中枢神经
系统耐受性

• IBI344 安全性可控，主要表现为胃肠道不良事件和可逆的AST、ALT升高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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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310 (CTLA-4) 临床开发概览
处于多项关键临床中的开发进度领先的CTLA-4单抗

Part A (1a): IBI-310
N=10

Part B+C (1b): IBI-310 + 
sintilimab

N=17

DLT No DLT No DLT

AE ≥ grade 3 No AEs of ≥ grade 3
One AE of ≥ grade 3: AST 

increased

Melanoma subtypes
Part A (1a): IBI-310

N=10

Part B+C (1b):
IBI-310 + sintilimab

N=17

Mucosal 6 (60%) 5 (31.3%)

Acral 3 (30%) 2 (12.5%)

Non-chronic sun 
damaged 

1 (10%) 9 (56.3%)

chronic sun damaged 0 1 (5.9%)

在ASCO 2020上披露

CTLA-4是全球范围内少数经验证的IO靶点。
IBI-310在1a/1b期研究中展现了良好的安全性，正在推进多个适应症的注册性临床研究。

1a/1b期安全性数据 (N=27) IBI-310 + 信迪利单抗临床开发项目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 黑色素瘤辅助治疗

- 3期临床进行中
(首例患者给药, 2020年4月)

• 宫颈癌

- 二线及以上治疗2期临床进行中
(首例患者给药, 2020年12月)

• 肝细胞癌

- 一线治疗3期临床进行中
(首例患者给药, 2021年2月)

• 宫颈癌

- 2021年底完成2期临床患者招募

• 黑色素瘤

- 公布临床1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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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188 (Letaplimab)临床开发概览
开发进度领先的潜在同类最佳 CD47单抗

• 优化的亲和力，平衡毒性和功效

• 与hu5F9相比，疗效更强，NHP耐受性相当

1a期试验数据在SITC 2020大会上公布：

- 耐受性好。完成所有预先指定的七个剂量，无任何DLT（最大剂量
30mg / kg QW）

- 良好的安全性。 TRAE大多是1-2级。贫血15％且均在可控制水平

- 1a期中观察到抗肿瘤活性

IBI-188差异化优势

临床前研究亮点

临床研究亮点

IBI-188临床开发项目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 急性髓性白血病 (AML)

- 1b期试验患者持续招募中，评估治疗r/r AML

•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

- 1b期试验患者持续招募中，评估治疗 1L MDS

在1a期试验中 (63个患者) 展现出良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1L MDS)和急性髓性白血病(AML)两
项临床1b期试验进行中。计划在2021年底完成临床1b期患者入组。

IBI188 in Raji on NOD/SCI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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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1b期试验患者入组，评估治疗r/r AML

•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

- 完成1b期试验患者入组，评估治疗 1L 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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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322 (PD-L1/CD47):临床开发概览
首个进入临床的同类首创 PD-L1/CD47双特异性抗体

IBI-322差异化优势

临床前研究亮点

临床研究亮点

IBI-322临床开发项目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 安全性可控，减少CD47与红血球的结合以减轻贫血副作用
和由于弱CD47阻断活性而减少的红血球吞噬作用

• 改善的DMPK分布，具有减少的外周CD47介导的下沉效应，
优化的生物分布和增强的PD-L1 +肿瘤吸收

• 对于正在进行的1期试验，目前所有研究的剂量爬坡设计均
采用改良的Fibonacci方法

• 在所有剂量组中均未观察到DLT

• 贫血的发生率和程度较低

• 已经观察到初步的抗肿瘤活性

• 中国

- 晚期恶性肿瘤的1a/1b期患者招募进行中

• 美国

- 2021年2月，启动晚期恶性肿瘤的1a期患者招募

• 2021年计划在中国进入IBI-322的1b期试验

首个全球进入临床阶段的PD-L1/CD47双抗；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1期试验。
 初步观察到良好的耐受性，安全性和抗肿瘤活性。

在24小时观察后，IBI-322在PD-L1/CD47双阳性的肿瘤细胞上均显示出选择性聚
集，证明其有力的靶向能力

1. 将CD47+ PD-L1+的MC38肿瘤
细胞植入人源化CD47的小鼠
皮下

2. 以0.5mg/kg剂量注射89Zr标
记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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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1期临床试验

- IBI-323 1 期临床试验完成首例患者给药，评估治疗晚期实
体瘤

• 1期临床试验进行中

- IBI-323 1期临床试验患者招募进行中

LAG-3组合临床开发概览: IBI-110 (LAG-3单克隆抗体) 和 IBI-
323 (PD-L1/LAG-3双特异性抗体)

IBI-110临床研究亮点

IBI-110临床开发项目

IBI-323临床前研究亮点

IBI-323临床开发项目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 LAG-3和PD-L1的双重阻断效应。阻断LAG-3还可以抑制Treg的负
调控作用，比单个靶点具有更强和更持久的T细胞活性潜能

• 具有桥接作用的双特异性抗体，表达PD-L1的肿瘤细胞可以更接近
表达LAG-3的T细胞，从而形成稳定的TCR：MHC免疫突触，进一
步激活T细胞

我们在LAG-3领域中拥有领先和差异化优势地位，IBI-110 (LAG-3单抗) 多项1b/2期临床快速推进，IBI-323 (PD-L1 / LAG-3
双抗) 拥有创新的生物学机理和潜力巨大的协同作用。

1期试验数据于2021 ASCO发布：初步结果令人鼓舞，安全性和抗肿瘤
活性良好

- 耐受性好。未观察到DLT

- 良好的安全性。 TRAE大多是1-2级

- 在1期试验的单一疗法和联合疗法中均观察到抗肿瘤活性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 完成 1期临床试验

- 2021年1月完成1期临床试验的患者入组

- 2021年6月在ASCO年会上发表IBI-110的1期研究数据

• 计划启动 1b期和 2期临床试验

- 计划启动1b期和2期临床试验，探索IBI-110在多种癌症类
型的治疗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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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110 (LAG-3单克隆抗体): 2021 ASCO 数据
临床1期显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和疗效

IBI-110 临床1a/1b方案设计和安全性数据 IBI-110 临床1a/1b有效性数据

在临床1期实验中IBI110单药及联合信迪利单抗展现了良好的安全性、耐受性和抗肿瘤活性。

• 截止ASCO 2021交稿日，3例受试者达到部分缓解(PR)，包括1名接受过多线系统
性治疗后进展的晚期卵巢癌患者在接受IBI-110单药治疗后获得部分缓解(PR)，1
名子宫内膜癌患者和1名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IBI-110联合信迪利单抗治疗后获
得部分缓解(PR)

• 2021年8月，有效性数据更新，新增2例受试者达到部分缓解(PR)，均为标准治疗
失败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IBI-110联合信迪利单抗治疗后获得部分缓解(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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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1期临床试验

- 2021年年初启动1b期临床试验，评估IBI-939联合信迪利
单抗治疗晚期肺癌

• 1b期临床试验进行中

- IBI-939 1b期临床试验患者招募进行中

TIGIT组合: IBI-939 (TIGIT单克隆抗体) 和IBI-321 (PD-1/TIGIT
双特异性抗体)

IBI-939临床前研究亮点

IBI-939临床开发项目

IBI-321临床前研究亮点

IBI-321临床开发项目

• 通过对PD-1和TIGIT的抑制，释放PD-1/PD-L1以及TIGIT/PVR抑制

肿瘤内T/NK细胞，增强T/NK细胞介导的抗肿瘤疗效

• 在同一细胞（T细胞、NK细胞）上连接PD-1和TIGIT，最大限度地
激活CD226/PVR，减轻肿瘤免疫抑制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 IBI-939是全人源化抗体，具有高度的TIGIT亲和力和强力的配体阻
断活性

• IBI-939单药或联合抗PD-1抗体在不同肿瘤模型下均表现出较强的
抗肿瘤活性

在TIGIT领域领先和差异化优势地位：IBI-939是国内开发进度领先的TIGIT单抗，IBI-321 (PD-1/TIGIT) 拥有创新的生物学
机理和潜在的协同效应。

• 启动 1期临床试验

- 完成首例患者给药，评估治疗晚期实体瘤

• 1期临床试验进行中

- IBI-321 1期临床试验患者招募进行中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第二章 — 第三部分

重点管线详述 – 非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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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306 (PCSK9) 临床开发概览
开发进度领先的PCSK9单抗，多项3期注册临床

IBI-306
信达生物

进口PCSK9
Amgen, Sanofi

其他国内PCSK9

状态 3期 已上市 1/2/3期

适应症
HoFH
HeFH

Non-HF

HoFH
HeFH

Non-HF

HoFH
Mixed Dyslipidema

用药周期 4周或6周 2周或4周 2周或4周

有效性 50-70% LDL-C下降 50-70% LDL-C下降 未披露

安全性 与其他可比 未披露

中国临床研究患者入
组数

1200 300-500 600-900 

与其他PCSK9抑制剂相比，IBI-306具有长效潜力并且在中国国内PCSK9中临床进展最快，
杂合性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HeFH) 3期试验已达到主要临床终点。

IBI-306 临床开发项目

每个剂量组与安慰剂相比，在12周时LDL-C与基线相比减少百分比的差异的点估计值和95％置信区间如下：

• 75 mg   Q2W: -58.91% (-76.54%, -41.28%) 

• 140 mg Q2W: -51.89% (-70.09%, -33.68%) 

• 300 mg Q4W: -57.73% (-72.89%, -42.57%) 

• 420 mg Q4W: -69.85% (-84.43%, -55.26%) 

• 450 mg Q6W: -59.95% (-78.81%, -41.10%) 

• 600 mg Q6W: -54.11% (-73.78%, -34.44%) 

MAD中IBI-306的安全性与SAD中的安全性相一致

• IBI-306与安慰剂组之间TEAE的发生率相似

• 没有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SAE)

SAD和MAD数据

1期: LDL-C的平均相对基线变化率

2期: LDL-C的平均相对基线变化率

在SAD / MAD研究中，IBI-306表
现出良好的疗效/安全性，并有
可能被开发为长效PCSK9抑制剂。

与其他在中国的PCSK9比较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 杂合性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HeFH)

- 2021年8月，HeFH的3期试验达到主要临床终点

• 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nFH)

- 2021年1月，完成在3期试验患者招募

• 持续推进IBI-306治疗nFH的注册性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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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 (Diabetes)

₋ 完成2期试验首例患者入组

₋ 计划在IDF 2021年会公布临床1b期研究数据

• 肥胖症 (Obesity)

₋ 在2021 ADA年会和柳叶刀子刊Eclinical Medicine上公
布临床1b期研究数据

₋ 2021年6月IBI-362 2期试验首例患者入组

IBI-362 (GLP-1/GCGR) 临床开发概览
糖尿病和肥胖治疗效果潜在同类首创和同类最优

IBI-362 差异化优势

临床1b期研究亮点

临床1b期研究亮点

IBI-362 临床开发项目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 每周注射一次的OXM类似物，同时结合GLP-1和胰高血糖素受体；
最优化的激活比率

• GLP-1/GCGR的双重激活有望带来多种代谢和心血管益处，包括：

1）血糖降低和减重；

2）血压和血脂改善；

3）改善肝脂肪堆积、炎症和纤维化；

4）潜在心血管风险降低

作为中国潜在First-in-class的OXM3, 有望为1.3亿糖尿病患者带来血糖控制外的潜在获益。

中国肥胖人群逐渐增加，IBI-362在1b期试验中表现出优异的减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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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体重较基线平均百分比变化 12周体重基线变化

IBI-362的临床1b期研究数据在减重和血糖控制上数据令人鼓舞（肥胖
症/糖尿病）

- IBI-362 在超重或肥胖人群的1b期临床数据（已发表在2021 ADA年会和柳叶刀
子刊Eclinical Medicine）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具有显著的减重作用
和多重代谢特征获益，体现了IBI-362作为新一代GLP-1同类最佳药物的优势和
潜力，并在扩展队列中(高剂量组)显示出更优异的有效性数据

- 在2型糖尿病人群1b期临床数据表现优异，将于IDF 2021年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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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新生型/湿性年龄相关黄斑病变 (Neovascular/wet AMD)

₋ 计划在2期临床探索对视网膜纤维化和黄斑病变治疗改善
的有效性

• 糖尿病黄斑水肿 (Diabetic macular edema)

₋ 计划2021年底启动临床1b/2期研究

• 血管新生型/湿性年龄相关黄斑病变 (Neovascular/wet AMD)

₋ 2021年4月启动wet AMD临床2期试验
临床进展

2021年
计划

IBI-302 (VEGF/补体蛋白)临床开发概览
同类首创 (First-in-Class) 抗VEGF/补体融合蛋白

IBI-302 差异化优势

临床研究数据

临床研究亮点

IBI-302 临床开发项目

• VEGF家族和补体蛋白的高亲和力抑制剂；同时抑制血管生成和炎
症通路

• IBI-302由人IgG1主干上的人VEGFR1/2和CR1结构域构建；全人类序
列具有低免疫原性风险

• IBI-302对视网膜纤维化和黄斑病变有潜在效果

BCVA: 最佳矫正视力

1a期研究主要结果

全球首个VEGF/补体蛋白双特异性分子针对黄斑病变(AMD)和其他眼科疾病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1期临床显示出良好的
安全性和耐受性及可喜的临床效果。

2020年AAO发布临床1期数据：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及可喜的效果

1) 4mg组第12周BCVA (最佳矫正视力) 平均增加8个字母，3次初始注射后效果持
续8～12周

2) 第12周视网膜中央平均厚度减少134μm

计划于2021年AAO公布临床1b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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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生物的核心战略：创新和全球化

创新 全球化

国际一流的生物制
药企业

 继续扩充丰富研发管线

 专注于临床未满足需求

 打造全球领先的研发能力和突
破性技术

 继续与全球领先的生物医药企业
拓展合作

 在全球区域扩大信达的自有研发
和商业化平台

 在全球扩大商业化产能

 目标：2030年前，信达拥有更
多商业化品种 ， 包括 first-in-
class产品的全球上市

开发具有全球首
创(First-in-class)

潜力的管线

在全球市场开发
和商业化信达的

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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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代谢疾病自身免疫

信达国清院和主要研发策略

 定位：作为信达强大的新药研发引擎，致力于在

全球范围内研发出First-in-class 新药分子

 疾病领域： 肿瘤、代谢、免疫和眼科疾病

 目标：成为中国第一、全球领先的融科学研究、

技术应用为一体的新药研发机构

 架构：免疫研究、蛋白抗体工程、药理学、转化

医学和细胞治疗五个部门

信达国清院

单抗 ADC多抗 细胞治疗

肿瘤：免疫治疗、靶向治疗 非肿瘤：自身免疫、代谢、眼科

以生物学为驱动，用创新技术赋能
（国清院已有50多个临床前研发项目在进展中）

 定位：美国研发中心，信达全球化

研发机构中重要组成部分

 聚焦: 疾病致病机理研究和技术平

台开发

 目标：链接世界前沿创新技术和临

床实践，推进科研成果临床转化

美国实验室 (马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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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正在加速全球化布局

 IBI-305(贝伐珠单抗)：2021年合作伙伴Etana在印度尼西
亚申报NDA; IBI-305北美权益授权Coherus

 IBI-188 (CD47): 2020年上半年完成美国1a剂量爬坡; 已开
展MDS 1b期临床

 IBI-322 (PD-L1/CD47):2021.02在美国开展临床1期研究,完
成首例患者入组

 IBI-110 (LAG-3) : 已获得美国IND临床批件

 IBI-939 (TIGIT): 已获得美国IND临床批件

全球化的组织能力建设

 充分利用中国的临床开发优势，加速管线全球开发注册

 扩大海外开发团队，布局创新管线的全球临床开发

快速组建起能力齐全的全球开发团队: 

 拓展全球研发版图

 全球开发策略制定和执行

 对CRO及临床监督能力

 国际监管沟通能力

 全球医学学术支持

布局创新管线的全球化临床开发

 信迪利单抗：2021年5月美国FDA已正式受理信迪例单抗

关于非小细胞肺癌适应症的BLA。为后续各癌症大适应症

的全球化布局打好基础。

 自主创新：以全球化思维引领指导，
开发出自主创新性、行业颠覆性的药
物分子，解决巨大的未被满足临床需
求

 差异化优势：从疾病种类、致病机理、
作用机制多维度开发定位差异化创新
型药物分子

 全球化：建设全球化产品开发的平台
能力、队伍能力、临床研究督导能力

全球化的产品开发策略



第四章

财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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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表

收入

 2021年上半年总收入为人民币1,941.8百万元，其中人民币
1,854.6百万元来自产品销售，人民币87.2百万元来自授权和
提供服务收入

费用

 研发开支主要用于公司全球产品线中处于后期开发阶段及优
先发展产品的推进，以进一步扩大现有产品的适应症以及开
发新产品，包括临床前产品开发。

 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按计划增长，主要源于销售团队的扩建
以及持续增强的为公司产品挖掘潜在市场的商业化推广力度
，公司商业化产品包括达伯舒（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达攸
同（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苏立信（阿达木单抗生物类
似药）及达伯华（利妥昔单抗生物类似药）

净亏损

 经调整的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Non-IFRS）2021年上半年
净亏损为人民币676.8百万元，调整项主要是员工持股计划
开支以及外汇盈利或亏损。

截止6月30日六个月

人民币百万元 2021 2020

来自客户合约的收入 1,941.8 984.2 

销售成本 (234.8) (184.8)

毛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1,707.0 799.4 

其他收入 90.3 107.4  

研发开支 (1,042.1) (808.0)

行政及其他开支 (340.9) (186.8)

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 (1,137.3) (446.6)

特许权使用款项及其他相关付款 (339.8) (134.9)

其他收益及亏损 (85.2) 97.5  

融资成本 (27.1) (32.6)

所得税开支 (0.2) (3.5)

净亏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1,175.3) (608.2)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调整项 498.50 75.80  

净亏损（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676.8) (532.4)

备注: 数字加总合计存在尾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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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现金余额

 截至2021年6月30日，我们的现金总额增加至人民币
11,164百万元（约为17亿美金）

备注: 数字加总合计存在尾差调整

截止
人民币百万元 2021.06.30 2020.12.31

银行结余及现金 11,164.0 7,763.8 

其他金融资产 - 357.3 
贸易应收款项 1,002.5 475.4 

按金、预付款项及其他应收款项 164.4 164.5 

存货 1,101.6 705.7 

流动资产总计 13,432.5 9,466.7

物业、厂房及设备 2,011.5 1,584.1 

使用权资产 316.1 327.1 

无形资产 96.9 32.6 

购买物业、厂房及设备的按金 395.9 272.3 

其他应收款项及可收回税项 158.2 139.3 

其他金融资产 45.4 12.9 

非流动资产总计 3,024.0 2,368.3 

总资产 16,456.5 11,835.0 

贸易应付款项 (277.3) (120.6)

其他应付款项及应计开支 (1,369.4) (973.7)

合约负债 (210.2) (120.4)

借款 (370.0) (255.0)

租赁负债 (14.9) (16.2)

流动负债总计 (2,241.8) (1,485.9)

合约负债 (779.7) (588.1)

政府补贴 (58.5) (45.8)

借款 (1,468.1) (925.2)

租赁负债 (3.1) (10.2)

非流动负债总计 (2,309.4) (1,569.3)

总负债 (4,551.2) (3,055.2)

所有者权益 11,905.3 8,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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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投资者持续关注并信任，超额认购

执行力强，一贯业绩表现优秀

公司发展超出市场预期

股票去除“B”标志；纳入恒生综指；纳
入港股通

全球知名投资者的强力持续支持

上市前

融资

5.62亿美元

IPO融资

4.85亿美元

上市后再
融资

16亿美元

全球知名投资者从上市前至上市后持续支持 资本市场向优秀头部企业靠拢

累计融资26亿美元

IPO创下当时中国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融资金额最高的记录

超16亿美元上市后发行融资

联交所生物科技板首次且唯一成功的上市后18月内三次后续发行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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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集药物发现、开发、生产及商业化能力为一体的综合型平台，清晰的全球创新战略，致力于成为全球性的生物制药公司

新药研究

CMC （生产与质量） 临床开发

商业化

• 25款不同临床阶段的高价值管线 (5 款商业化, 1款NDA获受理，5 款注册或关键临床, 14 款临床不同阶段)

• 布局多款全球权益的高潜力品种 (CD47组合, LAG-3组合, TIGIT组合, OXM31, VEGF/补体蛋白)

•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世界一流的研发平台，信达国清院作为新药发现的强力引擎，专注于创新开发和尖端技术平台

• 致力于开发国际创新标准的创新药物 (潜在的全球first-in-class和best-in-class药物)

• 全面深入的全球合作，力争成为首选合作伙伴 (in-license, out-license, 资产, 技术平台)

• 充分利用中国的新药开发优势，加快管线的全球开发注册

注: 1: 我们拥有OXM3在大中华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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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的长期愿景

2020

 4 个产品获批

 更多药物进入晚期临床开
发阶段

 更大产能的GMP生产设施

 成立全球研发平台–信达
国清院

2025

 更丰富的中国上市产品

 多个产品全球市场获批

 海外商业化供应能力

03

2030

 更多商业化品种，包括
first-in-class 品 种的 全 球
上市

 成为国际一流的生物制
药公司

01

02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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