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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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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达生物十年历程：已实现从创新生物科技企业到中国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的成功转型

7款
商业化产品

• 2022年上半年实现产品收
入超20亿人民币

27项
临床管线

• 7 款NDA或注册关键性临床管线

• 20款临床1/2期阶段管线

• 80多个临床前研究项目

6万升
商业化产能

• 中国最大的生物药产能

• 国际标准CMC工艺

27项
全球合作

• 多项跨国药企战略合作，如礼
来、赛诺菲、罗氏等

• 海内外创新药企进行技术平台
、产品开发和商业化合作

6,000
员工

• 1,500 R&D团队

• 1,300 CMC团队

• ~3,000 商业化团队

• 在完备的平台基础和综合能力之上，作为中国初创型创新生物制药企业的一员，公
司领先布局探索更加健康可持续的业务发展模式，更高效地支撑和落地长期战略。

领先布局创新生物药企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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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 : 持续推进管线开发，为公司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商业化产品

研发进展

肿瘤

2022年中国大陆获批

上市获批

− 希冉择® (VEGFR) : 二线胃癌

− 达伯舒® (PD-1 ): 一线胃癌, 一线食管癌

− 达伯坦® (FGFR): 二线胆管癌 (中国大陆及香
港市场)

− 达攸同®  (VEGF): 印度尼西亚

上市申报

− Retsevmo® (RET): RET融合阳性肺癌/髓样甲

状腺癌/甲状腺癌

− IBI326 (BCMA CART): 多发性骨髓瘤

− 耐立克® (BCR/ABL): 慢性髓性细胞白血病

− 希冉择® (VEGFR) : 二线肝癌

研发进展

非肿瘤

战略合作

商业化管理
模式和平台升级+

上市申报

− IBI306 (PCSK9): 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
症, 杂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积极PoC数据读出

− IBI362 (GLP1/GCGR): 肥胖症

− IBI362 (GLP1/GCGR): 糖尿病

− IBI112 (IL23p19): 银屑病

临床早期初步数据读出

− IBI110 (LAG-3)

− IBI351 (KRAS)

− IBI188 (CD47)

− IBI322 (PDL1/CD47)

− IBI939 (TIGIT)

− IBI344 (ROS1)

希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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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 : 商业化管理模式从1.0迈向2.0阶段

商业模式2.0
(2022 进行中)

管理模式升级以更好支持
商业化目标，实现业务长
期可持续发展
 调整商业化业务架构，以更为专业精

准的BU模式开展工作，包括IO, VEGF, 
TKI, 血液等六大BU

 优化团队和专家资源，提升团队产出
和专业能力

 建立更精益敏捷的组织和明确的KPI
以提高效率和效益

 作为中国初创型生物制药企业之一，
领先布局更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商业
化管理模式

2.0

1.0 商业模式1.0
(2018-2021)

建立商业化团队至今4年已
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

 商业化产品组合从单一产品扩增至7款产品

 建立近3,000人的专业销售团队和完善的配
套支持

 广阔的渠道覆盖全国5000多家医院和1000
多家DTP药房

 发挥大瘤种领域领先优势 (唯一获批五大瘤
种一线治疗的PD-1抑制剂）

 凭借专业学术能力和团队作战能力取得了
扎实的基础和良好的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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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 : 为业务长期可持续发展打造良好运营能力和模式

• 实现产品收入人民币20.4亿元，相比去年同期产品收入人民币
18.5亿元增长10%

• 尽管达伯舒® （信迪利单抗注射液）最新国家医目录（NRDL) 
价格大幅降幅，商业化产品组合持续快速放量且新产品收入贡
献增大驱动整体产品收入增长

• 由于中国内地若干地区COVID-19疫情反复及政府的相关防疫
措施，部分影响了产品收入的增长率

2022年上半年

• 2022年我们预期商业化产品组合将扩增至8款产品，年底前RET
抑制剂Retsevmo ® （塞普替尼）有望获批

• 我们预期2022年下半年随着COVID-19影响逐渐得到控制，销
售将持续改善，为商业化第二阶段的发展打造了良好的运营模
式和更敏捷精益的平台

2022年下半年

• 长期发展来看，商业化模式的调整升级将更好地支持公司实现国
内市场5年内200亿人民币的年销售额目标，并实现合理效益

未来5年展望
10亿

24亿

40亿

18.5亿 20.4亿

2019 2020 2021 2021
上半年

2022
上半年

达伯舒® 其他产品

年度产品收入（人民币元）

200亿

5年后

五年内200亿人民币
年销售额目标

超过十五款获批及更
多临床后期管线

苏立信®

达伯坦® 

达攸同® 

达伯华® 

达伯舒®

耐立克®

希冉择®



8Copyright© 2022  Innovent
Confidential

战略合作: 和赛诺菲达成战略合作，加速创新肿瘤新药
开发和准入，惠及更多中国患者

创新战略合作模式，长期利益互惠共赢，提高研发资本效益

• 双方将致力于加速赛诺菲两款临床阶段的核心潜在同类首创（First-in-Class）
肿瘤管线的开发和商业化，包括：处于临床3期的SAR408701（tusamitamab
ravtansine; 抗CEACAM5 ADC）和处于临床2期的SAR444245 （非α偏向性
IL-2），探索两块候选药物联合领先PD-1品牌达伯舒®（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在中国人群高发实体肿瘤上的一系列临床研究

• 双方发挥各自优势禀赋、产品管线和研发资源的协同作用，以加速创新肿瘤药
物的产品开发和准入，惠及更多中国患者

• 进一步夯实双方致力于将高质量抗肿瘤药物惠及中国患者的长期承诺

创新战略合作模式，长期利益互惠共赢，提高研发资本效益

• 无需支付首付款和少量的里程碑付款以提升研发的资本效益

• 利润共享，为双方赢得长期最大化收益

• 溢价战略股权投资反映对合作关系和对信达平台型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认可，
并提供现金支持

初次

3亿欧元
溢价20%的战略股权投资

和未来基于双方一致同意条件下，潜在的
额外3亿欧元股权投资

潜在同类首创 (First-in-Class)
肿瘤管线产品

2款

Tusamitamab ravtansine (CEACAM-5)
全球首个处于临床3期CEACAM-5 ADC

SAR’245 (Non-Alpha lL-2) 
差异化PEG修饰 IL-2

不同于传统许可引进 (license-in)模式， 此次创新战略合作包括:

加速创新，协同共赢

 中国人群高发实体瘤显著资源协同

 探索与PD-1品牌达伯舒®（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联用潜力

 加速创新肿瘤药物产品开发和准入，惠及更多中国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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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 与礼来深化肿瘤领域战略合作，包括多款产品的商业化

•

2015年10月

•

信迪利单抗

•

2020年8月

•

•

•

2022年3月

2 4

5

•

2019年8月

3

• 信达生物和礼来制药自从2015年来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七年实现五次战略合作，横跨不同治疗领域和研发阶段，持续拓展业务合作深度广度

• 体现全球性药企对信达生物研发、生产和商业化平台型能力的高度认可

•

•

2015年3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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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为基石，走全球化道路: 蓄势待发，迈入新篇章

信达英国
分公司

信达美国
研发中心

达攸同®

印度尼西亚获批

澳大利亚
临床试验启动

持续推进全球创新的核心发展战略，
持续推进更多创新分子进入全球临床开发和全球市场

全球化研发注册平台

• 美国研发中心及海外开发注册团队建设: 国清院中美团队约300位科
学家协作分工; 全球开发注册团队超1,000人，已逐步完善各功能部
门以承接全球管线开发

• 更多全球临床计划中: IBI363 (PD-1/IL-2) 在澳大利亚实现首例受试
者给药（FPD），IBI343(CLDN18.2 ADC) 计划2022年下半年在澳
完成FPD;  美国平台型临床1期研究获FDA批准，用于治疗黑色素瘤

• 新兴市场新药上市获批: 达攸同®在印尼获批，有望成为首个在东南
亚商业化和本地化生产的中国抗体药

自研创新

• 免疫学、肿瘤生物学和抗体工程领域长期积累和禀赋

• 自研创新技术平台，80多个聚焦七大研发领域的临床前研究项目

• 打造高潜力的全球重磅药物

BD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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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国药企深度合作、技术平台合作探索、优质产品共同开发，验证公
司平台价值，助力公司全球化发展道路

• 积极寻求生物类似药在新兴市场out-license机会，例如东南亚、南美
和中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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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管线进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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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2022年至今管线主要进展

上市获批

达伯坦®

二线胆管癌 (香港，中国大陆)

希冉择®

二线胃癌（中国大陆）

达伯舒®

一线胃癌（中国大陆） 一
线食管癌（中国大陆）

达攸同®

五大瘤种（印度尼西亚）

关键 PoC 
数据读出

IBI110 (LAG3) 
肺鳞癌，胃癌

IBI351 (KRAS G12C)  
肺癌

IBI188 (CD47)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IBI344 (ROS1)               
肺癌

IBI362 (GLP-1R/GCGR) 
糖尿病，减重

IBI112 (IL-23) 
银屑病

递交上市申
请获受理

IBI326 (BCMA CAR-T) 
多发性骨髓瘤

耐立克®

TKI耐药慢性髓细胞白血病
*支持完全批准

IBI306 (PCSK9) 
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杂合子
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Retsevmo®  

RET融合阳性肺癌/髓样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 *2021年8月NDA获受理

希冉择®

二线肝癌（中国大陆）

临床管线新增分子
(首次进入临床 / 合作项目) 

IBI345 (CLDN18.2 CAR-T) 
CLDN18.2阳性实体瘤

IBI389 (CLDN18.2/CD3)
CLDN18.2阳性实体瘤

IBI325 (CD73)             
实体瘤

+4 +5 +6 +8

IBI363 (PD-1/IL-2)
实体瘤

IBI311 (IGF-1R)
甲状腺相关眼病

IBI324 (VEGF-A/ANG-2)            
糖尿病性黄斑水肿

IBI126 (Tusamitamab, CEACAM-5 ADC)       
多个瘤种

IBI127 (Non-alpha IL-2)    
多个瘤种

Phase 1

Phase 2

Ph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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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110 初步临床1b期PoC数据 (2022 ASCO) 

IBI110:强效 LAG3单抗，与 PD-1联合治疗具有协同效应

IBI110 开发计划

临床进展

临床开发

计划

关键临床管线研发进展更新 – 肿瘤

临床 1b期初步PoC数据-鳞状NSCLC (ASCO 2022 #e21145)

临床 1b期初步PoC数据-胃癌 (ASCO 2022 #e16097)

• 截止2022年1月20日, 中位随访时
间3.3个月 (range:2.6-7.0) ，20例
一线鳞状非小细胞肺癌受试者中
16例达到部分缓解，ORR为80%。

• 截止目前，大部分受试者仍在获
益中，且治疗反应持续加深中。

• 截止2022年1月20日，中位随访时
间 4 周 (range:0-20). 15例一线胃
癌受试者中9例受试者达到部分缓
解，ORR为60%，DCR为100%。

• 随着治疗持续，截止2022年5月20

日，ORR达到了76.5%，大部分受
试者仍在获益中，且治疗持续中。

• 临床开发进度领先的LAG3单抗

- 所有临床试验中已完成超过280例受试者
给药

• 临床1b期 PoC 试验

- 2022年6月ASCO大会上发布PoC数据读出

- 截至2022.08月，最新鳞状NSCLC 1b期临
床数据随访：中位随访时间9.5个月，持
续观察到积极信号，大部分患者持续深
度响应，且中位PFS尚未达到。

• 临床1b期 PoC 试验 进行中

- 持续进行临床随访

- 基于PoC数据进一步读出将计划后续的
IBI110联合信迪利单抗的关键性临床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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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939 (TIGIT) : TPS>=50% 非小细胞肺癌上观察到初步疗效信号
关键临床管线研发进展更新 – 肿瘤

IBI939: 靶向TIGIT的全人源IgG4单克隆抗体 开发计划

临床进展

IBI939(IgG4)

IBI939是全人源化IgG4抗体，具有高度的TIGIT亲和力和强力的

配体阻断活性

- 阻止癌细胞膜上过量表达的CD155与TIGIT结合

- 重新激活细胞毒性T 细胞和NK细胞, 表现出肿瘤杀伤活性

- 减轻肿瘤免疫抑制，重新激活CD8 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疗效

PD-L1 TPS≥50% NSCLC

Experimental Arm:
IBI939 20mg/kg + 
Sintilimab 200mg 

D1 IV Q3W
R 2:1

N=42 Control Arm：
Sintilimab 200mg

D1 IV Q3W

Follow up

主要终点
• ORR (IRRC per RECIST v1.1)
次要终点
• PFS, ORR(per INV),DOR, OS 

• 取得积极信号的TIGIT分子

- IBI939单药或联合信迪利单抗在临床1期
试验展现了初步有效性信号以及良好的耐
受性

- 正在进行临床1b期随机对照试验，IBI939
联合信迪利单抗，对比信迪利单抗，治疗
TPS>=50% 非小细胞肺癌

- 在TPS>=50% 非小细胞肺癌上观察到初步
的积极信号：IBI939联合信迪利单抗相比
信迪利单抗，显示出ORR与PFS的双重获
益

• 临床1b期 PoC试验

- 临床1b期试验持续进行观察中

- 计划在2022年底至2023年初取得内部初
步数据读出

临床1b试验方案设计，治疗一线非小细胞肺癌 （PD-L1≥50%）

- 随机对照试验，与信迪利单抗联合治疗

临床开发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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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322 :淋巴瘤上观察到初步疗效信号
关键临床管线研发进展更新 – 肿瘤

IBI322: 靶向CD47/PD-L1的全人源双克隆抗体 开发计划

IBI322是全人源双抗，通过CD47和PD-L1的双重阻断效应达

到抗肿瘤效果

- 协同调动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反应

- 选择性靶向肿瘤细胞，提升安全性

• 临床1期进行中

- 临床1期进行中

- 初步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

- 截至2022年7月最新数据: 在PD-1治疗失
败的复发/难治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cHL) 患者上观察到了初步积极ORR信号

• 临床1b期PoC试验

- 临床1期试验持续进行观察中，继续入组
和随访PD-1治疗失败的cHL患者的数据

- 计划2022年底至2023年初在中国进入临
床1b期试验，以取得初步PoC数据

淋巴瘤临床1期试验

截止2022年6月25日，56例淋巴瘤患者接收了至少一次

IBI322治疗（剂量从1 mg/kg Q3W 到45mg/kg Q2W ）

- 未观察到剂量依赖性毒性

- 最常见的的TRAE为血液相关不良反应，整体可控

- PD-1耐药淋巴瘤中观察到积极响应的信号
3 mg/kg，Q2W (n=3)

10 mg/kg，Q2W (n=3)

20 mg/kg，Q2W (n=3)

45 mg/kg，Q2W (n=3)

30 mg/kg，Q2W (n=3)

1 mg/kg，Q3W (n=3)

Expansion 

Expansion 

RP2D

临床进展

临床开发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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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2期临床: 24周减重最高可达11.6% （2-4-6 mg组）

IBI362 (GLP-1/GCGR): 糖尿病和肥胖治疗效果潜在同类最优

临床1期 临床2期 临床3期

2型糖尿病

肥胖症

肥胖症 (高剂量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开发计划

• 肥胖

- 肥胖临床2期数据读出

- 2022年ENDO大会上肥胖症（高剂量组）
临床1b期数据发布

• 糖尿病

- 2型糖尿病临床2期数据读出

• 肥胖

- 计划2022年底到2023年初启动肥胖症临
床3期研究

- 计划2022年下半年启动肥胖症高剂量组
的2期临床入组

• 糖尿病

- 计划2022年底到2023年初启动糖尿病临
床3期研究

关键临床管线研发进展更新 – 非肿瘤

24周体重较基线平均百分比变化

−7.2%

−11.6
%

−10.6% 

1.1%

整体平均基线体重, 89.4 kg

1.1 kg 

−6.4 kg

−9.1 
kg −9.9 

kg 

24周体重较基线下降≥5%/≥10%/≥15%的受试者比例

≥15% weight loss≥10% weight loss≥5% weight loss

58.1%

80.3%82.5%

19.4%

50.8%49.2%

9.7%

26.2%

15.9%

0.0%0.0%
4.8%

IBI362 3.0 mg
(n = 63)

IBI362 4.5 mg
(n = 61)

IBI362 6.0 mg
(n = 62)

Pooled placebo
(n = 62)

糖尿病2期临床: 20周HbA1c<7.0%且体重较基线下降≥5%的受试者高达52.2%

Time (Weeks)

2H 2022
2022Q2 

数据读出

2H 2022
2022Q2 

数据读出

2H 2022

IND 计划中

Placebo
(n=45)

IBI362 3.0mg
(n=42)

IBI362 4.5mg
(n=43) 

IBI362 6.0mg
(n=46) 

Dulaglutide 1.5mg
(n=43)

20周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
平较基线百分比变化

HbA1c<7.0%受试者比例 20周FPG较基线下降水平 (mmol/L) HbA1c<7.0%且体重下降≥5%的
受试者比例

临床进展

临床开发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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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112 MoA及2期临床数据

IBI112 (IL23p19) :潜在同类最佳, 长间隔给药优势明显

开发计划

关键临床管线研发进展更新 – 非肿瘤

临床2期银屑病有效性数据：达到PASI 90 患者比例（%）

IBI112通过IgG抗体

Fc端突变以增强Fc

端和FcRn受体的结

合，从而改善药代

动力特征

差异化MoA带来长间隔给药优势

更友好的注射方案，长间隔给药优势明显，长期疗效可比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0 4 8 12 16 20 24 28 32 36 40 44 48Week

placebo 50mg q12w 100mg q12w 100mg q8w 200mg q12w

• 银屑病（Psoriasis）

- 2022年8月银屑病临床2期数据读出

- 2022年下半年计划开启银屑病3期研究

• 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 2022年6月溃疡性结肠炎2期研究完成FPD

差异化优势

截止36周的研究结果
， 72.5%~78.0% 的 受
试 者 实 现 PASI90 ，
84.3%~88.0% 的 受 试
者实现PASI75，最高
可 使 51.0% 的 受 试 者
实 现 皮 损 完 全 清 除
（PASI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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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302：旨在维持长期视力改善的全球创新分子

IBI302(VEGF/C) :全球同类首创 (First-in-Class) ，有望抑制纤维化

开发计划

关键临床管线研发进展更新 – 非肿瘤

A multi-dose phase Ib study of IBI302 in patients with 
neovascular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s Annual 
Meeting 2021.
nAMD=Neovascular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BCVA=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CST=Central subfield thickness

CST（中央视网膜厚度）
较基线水平变化

BCVA（最佳矫正视力）
较基线水平变化

Cohort
Baseline

BCVA CST (μm)

2 mg Aflibercept (n=6) 51.2 535.3

2 mg IBI302 (n=6) 49.8 377.3

4 mg IBI302 (n=6) 58.2 424.8

IBI302: 靶向VEGF和补体的双抗融合蛋白

Source:

1) Ambati J, Atkinson JP, Gelfand BD. Nat Rev Immunol. 2013;13(6):438-451. 

2) Nebbioso M, Lambiase A, Cerini A, Limoli PG, La Cava M, Greco A. Int J Mol Sci. 2019;20(7). 

3) Rossato FA, Su Y, Mackey A, Ng YSE. Cells. 2020;9(9). 

4) Parsons N, Annamalai B, Obert E, Schnabolk G, Tomlinson S, Rohrer B. Mol Immunol. 2019;108:8-12. 

2021 AAO大会临床1b期数据

• 血管新生型年龄相关黄斑病变 （nAMD）

- 2022年底至2023年初，计划nAMD 2期临床数据读出，预计视力改善
持续，并有望观察到在纤维化改善方面的数据

- 2022年，高浓度IBI302治疗nAMD 进入临床2期，预计进一步拉长给
药间隔，提升用药便利性

IBI302 有望成为一款抑制纤维化并带来视力改善和视网膜水肿改善
的抗VEGF抗体药物

● 所有试验组中均展现视力提高和视网膜水肿改善

● 4mg组第12周BCVA (最佳矫正视力) 平均增加8个字母

● 4mg组第12周三次负荷治疗后，83.3%（5/6）患者效果持续12周

● 4mg组中大多数患者保持视网膜“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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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里程碑： 2022年至2023年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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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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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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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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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达

成
）

上市获批
开展3期

/关键临床
上市申请

递交
关键PoC
数据读出

首次进入
临床

• 达伯坦®  : 二线胆管癌(香港，中国大陆)

• 希冉择® : 二线胃癌

• 达伯舒® : 一线胃癌， 一线食管癌

• 达攸同® : 五大瘤种（印度尼西亚）

• IBI110 (LAG3) ：肺鳞癌，胃癌

• IBI351 (KRAS G12C) ：肺癌

• IBI188 (CD47) ：多发性骨髓瘤

• IBI344 (ROS1) ：肺癌

• IBI362 (GLP-1R/GCGR)  ：糖尿病

• IBI362 (GLP-1R/GCGR)  ：肥胖

• IBI112 (IL-23)：银屑病

• IBI326 (BCMA CAR-T) ：多发性骨髓瘤

• Retsevmo®：RET融合阳性肺癌/髓样甲状
腺癌/甲状腺癌 （2021年8月NDA获受理）

• IBI306 (PCSK9)：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杂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 耐立克®：TKI耐药慢性髓细胞白血病 （支持完
全批准）

• IBI345 (CLDN18.2 CAR-T): CLDN18.2+实体瘤

• IBI389 (CLDN18.2/CD3) : CLDN18.2+实体瘤

• IBI325 (CD73): 实体瘤

• IBI363 (PD-1/IL-2): 实体瘤

• IBI311 (IGF-1R): 甲状腺相关眼病

• IBI324 (VEGF-A/ANG-2) : 糖尿病性黄斑水肿

• IBI362 (GLP-1R/GCGR)  ：糖尿病

• IBI362 (GLP-1R/GCGR)  ：肥胖

• IBI112 (IL-23)：银屑病

• IBI351 (KRAS G12C) ：肺癌

*上半年准备，2022年下半年计划进入关键/注册临床

• 希冉择® :二线肝癌

• RETSEVMO® (RET): 肺癌

• RETSEVMO® (RET): 髓样甲状腺癌

• RETSEVMO® (RET): 甲状腺癌

• 达伯舒®  : 二线EGFR突变肺癌

• IBI310 (CTLA-4)  ：宫颈癌

• IBI376 (PI3Kδ) ： 滤泡性淋巴瘤*

• IBI362 (GLP-1R/GCGR)  ：糖尿病

• IBI362 (GLP-1R/GCGR)  ：肥胖

• IBI112 (IL-23)：银屑病

• IBI351 (KRAS G12C) ：肺癌

• IBI333 (VEGF-A/VEGF-C)  

• IBI353 (PDE4)

• IBI343 (CLDN18.2 ADC)

包括更多ADC, 细胞治疗，单抗，多抗等…

• IBI110 (LAG3)  ：数据更新

• IBI939 (TIGIT) ：肺癌

• IBI322 (CD47/PDL1)：淋巴瘤

• IBI302 (VEGF/C) ：新生血管性年龄
相关性黄斑变性

*公司计划与 NMPA 进行沟通，讨论在中国的潜在申报计划。2022年1月，Incyte决定撤回PI3Kδ抑制剂parsaclisib在美国的
FL、MZL和MCL的NDA申请。撤回是一项商业决定，与parsaclisib的疗效或安全性无关。公司拥有parsaclisib的中国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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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表（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收入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总收入为人民币2,239.6百
万元，其中人民币2,040.9百万元来自产品销售，人民币
198.5百万元来自按时点及时段确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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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源于获批产品增多以
及商业化活动更为广泛，销售及市场团队由2021年6月30日
的2,117名雇员战略性地扩张至2022年6月30日的2,745名，
为商业化产品种类迅速扩充及覆盖范围拓宽作准备。

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的净亏损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22年上半年净亏损人民币1,085.4百
万元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的净亏损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调整项主要是指员工持股计划开支以及外
币汇率变动的汇兑损益

备注: 数字加总合计存在尾差调整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币百万元 2022 % 2021 %

来自客户合约的收入 2,239.6 100.0% 1,941.8 100.0%

销售成本 (436.4) (19.5%) (188.5) (9.7%)

毛利(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1,803.2 80.5% 1,753.3 90.3%

研发开支 (1,077.7) (48.1%) (879.6) (45.3%)

行政及其他开支 (310.6) (13.9%) (224.2) (11.5%)

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 (1,361.6) (60.8%) (1,051.9) (54.2%)

特许权使用款项及其他相关付款 (236.9) (10.6%) (339.8) (17.5%)

其他收入-政府补助 33.5 1.5% 10.9 0.6%

营业亏损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1,150.1) (51.4%) (731.3) (37.7%)

其他收入 (除政府补助之外) 71.5 3.2% 79.4 4.1%

其他收益及亏损 (8.1) (0.4%) 2.4 0.1%

其他收益及亏损-由基金运营产生 (2.5) (0.1%) 0.0 

融资成本 (44.6) (2.0%) (27.1) (1.4%)

所得税开支 48.4 2.2% (0.2) (0.0%)

净亏损（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1,085.4) (48.5%) (676.8) (34.9%)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调整项 134.8 6.0% (326.7) (16.8%)

净亏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950.6) (42.4%) (1,003.5)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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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收入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总收入为人民币2,239.6百
万元，其中人民币2,040.9百万元来自产品销售，人民币
198.5百万元来自按时点及时段确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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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源于获批产品增多以
及商业化活动更为广泛，销售及市场团队由2021年6月30日
的2,117名雇员战略性地扩张至2022年6月30日的2,745名，
为商业化产品种类迅速扩充及覆盖范围拓宽作准备。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的净亏损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22年上半年净亏损人民币950.6百万元

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的净亏损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调整项主要是指员工持股计划开支以及
外币汇率变动的汇兑损益

备注: 数字加总合计存在尾差调整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币百万元 2022 % 2021 %

来自客户合约的收入 2,239.6 100.0% 1,941.8 100.0%

销售成本 (471.5) (21.1%) (216.9) (11.2%)

毛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1,768.1 78.9% 1,724.9 88.8%

研发开支 (1,174.5) (52.4%) (974.3) (50.2%)

行政及其他开支 (407.8) (18.2%) (307.9) (15.9%)

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 (1,397.9) (62.4%) (1,084.2) (55.8%)

特许权使用款项及其他相关付款 (236.9) (10.6%) (339.8) (17.5%)

其他收入-政府补助 33.5 1.5% 10.9 0.6%

营业亏损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1,415.5) (63.2%) (970.4) (50.0%)

其他收入 (除政府补助之外) 71.5 3.2% 79.4 4.1%

其他收益及亏损 392.1 17.5% (85.2) (4.4%)

其他收益及亏损-由基金运营产生 (2.5) (0.1%) - -

融资成本 (44.6) (2.0%) (27.1) (1.4%)

所得税开支 48.4 2.2% (0.2) (0.0%)

净亏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950.6) (42.4%) (1,003.5) (51.7%)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调整项 (134.8) (6.0%) 326.7 16.8%

净亏损（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1,085.4) (48.5%) (676.8)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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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现金余额

 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们的现金总额为人民币8,317.9
百万元（约为12.4亿美金）

 截至2022年8月，预计在手现金总额约折合15亿美金，其
中包括2022年8月收到来自赛诺菲战略合作价值3亿欧元
现金的股权投资。

备注: 数字加总合计存在尾差调整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人民币百万元 2022/6/30 2021/12/31
银行结余及现金 8,317.9 8,377.1 
其他金融资产 - 644.8 
贸易应收款项 1,186.6 968.4 
预付款项及其他应收款项 213.0 213.3 
存货 1,476.9 1,347.2 
流动资产总计 11,194.4 11,550.8 
物业、厂房及设备 2,960.4 2,693.0 
使用权资产 380.8 396.9 
无形资产 815.5 772.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资 160.7 203.4 
购买长期资产的预付款 264.3 285.9 
预付款和其他应收款项 146.1 127.7 
其他金融资产 236.3 213.8 
非流动资产总计 4,964.1 4,692.9 
总资产 16,158.5 16,243.7 
贸易应付款项 (236.4) (195.0)
其他应付款项及应计开支 (2,047.9) (2,051.6)
合约负债 (323.6) (355.5)
借款 (858.0) (365.0)
租赁负债 (15.9) (22.3)
应付税项 - (60.6)
流动负债总计 (3,481.8) (3,050.0)
合约负债 (899.7) (458.5)
政府补贴 (288.2) (294.8)
借款 (1,808.0) (2,023.3)
租赁负债 (84.2) (86.4)
其他金融负债 (5.8) (0.3)
非流动负债总计 (3,085.9) (2,863.3)
总负债 (6,567.7) (5,913.3)
所有者权益 9,590.8 1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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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经过十年高速发展，公司已成长为一家中国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拥有成熟平台
能力、强效的执行力和良好的现金状况

• 公司拥有雄厚且持续扩张的管线，持续推进“以创新为基石，走全球化道路”的
核心发展战略，继续提升药物研发能力、扩大全球研发团队、推动全球创新开发

• 随着商业化取得初步成功，公司作为中国初创型生物制药企业先行者之一，主动
寻求探索更加可持续的健康的管理模式，以期有效提升销售规模同时进一步提升
产出和改善效益，更好实现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 公司致力于为患者、雇员、股东及社会创造可持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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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及2022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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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全球创新战略，致力于成为全球性的生物制药公司

以创新为基石

走全球化道路

继续扩展商业化产品组合
及销售表现

专注研发创新，聚焦七大
研发领域，开发具有全球

潜力的分子

发挥业务拓展能力，赋能
创新及全球化

 十多款商业化及晚期临床管线

 五年内200亿人民币销售潜力

 四组全球潜力管线的概念验证（PoC）临床
进行中，持续有更多进创新管线进入PoC

 建立了全球开发体系与平台

 增强核心技术能力

 加强全球产品组合

 从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市场

加快创新在研产品管线的
全球开发

 国清院80多个临床前开发项目进行中

 顶尖水平的抗体工程平台

 每年将多个全球创新候选药物推进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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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Incyte决定撤回PI3Kδ抑制剂parsaclisib在美国的FL、MZL和MCL的NDA申请。撤回是一项商业决定，与
parsaclisib的疗效或安全性无关。我们计划与 NMPA 进行沟通，讨论在中国的潜在申报计划。

领先的R&D平台实现前沿科学技术临床转化

战
略

性
管

线
规

划
以

支
撑

高
速

增
长

PD-1

VEGF

TNFα

CD20

FGFR1/2/3

BCR/ABL

VEGFR-2

已获批

申报/晚期管线

80+ 临床前项目拥有全
球 FIC/BIC重磅药物潜力

小分子

单抗

CAR-T

小分子

单抗

CAR-T

单抗

多抗

小分子

单抗

细胞治疗

多抗

T/NK engager 

Pro-drug

Immuno-cytokine

ADC

Polymeric IgG

聚焦前沿创新科技，强大的研发引擎推进全球高潜管线持续增长

全球潜力及高潜力产品

临床1/2期

ADC ISAC

小分子

RET
BCMA CAR-T

PCSK-9
CTLA-4
ROS1

PI3Kδ*
CEACAM5

肿瘤 /   非肿瘤

扎实基础

丰富的去风险产品组合

战略布局全球产品组合，加速增长

世界级的免疫肿瘤科学，蛋白工程和BD合作

KRAS G12C

TIGIT, PD-1/TIGIT

LAG-3, PD-L1/LAG-3

CD47, PD-L1/CD47

PD-1/IL-2, IL-2

VEGF/C3, VEGF/ANG-2,

VEGF-A/VEGF-C

GLP-1/GCGR

IL-23, PDE4

IGF-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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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五年内

凭借成熟的商业化能力及丰富的后期在研管线，
继续拓展商业化产品组合

CTLA-4

PCSK9

BCMA CAR-T

ROS1/NTRK

Retsevmo®

希冉择®

+
更多管线临床探索中: 

CD47 /LAG3/TIGIT / VEGF 领域
及 80多项临床前项目…

KARS G12C 

IL-23 

GLP1-GCGR 

+ =

+69.0%

+133.0%

达伯舒®

苏立信®

达攸同® 

达伯华® 

达伯舒®

苏立信®

达伯坦® 

达攸同® 

达伯华® 

达伯舒®

耐立克®

2019 2020 2021

10亿

24亿

40亿

年度产品收入 (人民币)

年增长率(%)

五年内
两百亿人民币
年产品销售额

超过十五款获批
及后期管线

上升空间

以及

来自临床早期阶段的
全球权益管线，及持

续的BD合作

PI3Kδ*

经验证的商业化能力 丰富的商业化及后期管线成熟全面的商业化平台

*2022年1月，Incyte决定撤回PI3Kδ抑制剂parsaclisib在美国的FL、MZL和MCL的NDA申请。撤回是一项商业决定，与
parsaclisib的疗效或安全性无关。我们计划与 NMPA 进行沟通，讨论在中国的潜在申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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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潜力十足，树立主要治疗领域的品牌效应与协同效应

疾病领域 靶点 产品 进度 适应症

血液肿瘤

PD-1 (信迪例单抗) 达伯舒® 已获批 cHL

CD20 (利妥昔单抗) 达伯华® 已获批 NHL

BCR/ABL (奥雷巴替尼) 耐立克® 已获批 CML

BCMA CART (伊基仑赛) IBI326 NDA获受理 MM

PI3K (parsaclisib) IBI376 关键2期 FL

肺癌

PD-1 (信迪例单抗) 达伯舒® 已获批 1L sqNSCLC; 1L nsqNSCLC

PD-1 (信迪例单抗) 达伯舒® NDA审评中 EGFR+ NSCLC

RET (selpercatinib) RETSEVMO® 预计2022获批 RET+ NSCLC

ROS1 (他雷替尼) IBI344 关键2期 ROS1+ NSCLC

KRAS G12C IBI351 临床1期 KRAS+ NSCLC

CEACAM5 IBI126 临床3期 CEACAM5+ NSCLC

肝癌

PD-1 (信迪例单抗) 达伯舒® 已获批 1L HCC

VEGF-A (贝伐珠单抗) 达攸同® 已获批 1L HCC 

VEGFR2 (雷莫西尤单抗) 希冉择® 已获批 2L GC

CTLA-4 (伊匹木单抗) IBI310 临床3期 1L HCC

消化道肿瘤

FGFR1/2/3 (pemigatinib) 达伯坦® 已获批 CCA

PD-1 (信迪例单抗) 达伯舒® 已获批 1L GC

PD-1 (信迪例单抗) 达伯舒® 已获批 1L ESCC

VEGFR2 (雷莫西尤单抗) 希冉择® 已获批 2L GC

KRAS G12C IBI351 临床1/2期 CRC, PC, etc.

CEACAM5 IBI126 临床1/2期 GC, etc

CLDN18.2 IBI345;IBI389;IBI343 临床1期 GC, PC, etc.

妇科肿瘤

PD-1 (信迪例单抗) 达伯舒® 关键2期 2L CC

CTLA-4 (伊匹木单抗) IBI310 关键2期 2L CC

VEGF-A (贝伐珠单抗) 达攸同® 已获批 OC, CC

代谢
PCSK-9 (tafolecimab) IBI306 NDA获受理 nFH, HeFH

GLP1/GCGR IBI362 2022进入临床3期 肥胖, 糖尿病

自免

TNFα (阿达木单抗) 苏立信® 已获批 RA, AS,PJIA, Uveitis,银屑病

IL-23 IBI112 2022进入临床3期 银屑病; UC

PDE4 (orismilast) IBI353 2023进入临床3期 银屑病; AD

眼科 VEGF/C (efdamrofusp alfa) IBI302 临床2期 nAMD

达伯舒® IBI362

达攸同® 

希冉择®

CTLA-4

BCMA CAR-T

ROS1/NTRK

耐立克®

达伯坦®

苏立信®达伯华®

PCSK9

IL-23

RETSEVMO®

PI3Kδ*

后期管线促进强劲增长

广阔的患者群
和大市场潜力
⭐⭐⭐⭐⭐

未满足需求和
明确的疗效
⭐⭐⭐⭐

VEGF/C

PDE4

肿瘤/ 非肿瘤

肿瘤 | 代谢| 自免| 眼科

在主要治疗领域形成品牌与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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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创新在研产品管线的全球研发

更多全球权益和全球潜力的
管线候选产品

4 个领域的管线处于PoC阶段 全球开发平台和体系建立

逾十款全球潜力管线

IBI110 (LAG-3)

IBI323 (PD-L1/LAG-3)

IBI188 (CD47)

IBI322 (PD-L1/CD47)

IBI939 (TIGIT)

IBI321 (PD-1/TIGIT)

IBI302 (VEGF/C3)

IBI324 (VEGF/ANG-2)

IBI333 (VEGF-A/VEGF-C)

• IBI188 积极初步POC 数据
读出： H12022 

• IBI322 PoC 数据读出：
2H,2022

• IBI110 PoC 数据读出：
1H,2022

• IBI323 ：临床1b期

• IBI939 PoC 数据读出：
2H,2022

• IBI321 ：临床1期进行中

• IBI302 临床2期数据读出 ：
2H, 2022

• IBI324 and IBI333 ： 2022年
进入临床1期试验

中国
产品开发团队

海外
产品开发团队

• 海外8项IND批件

• 平台型临床1期研究（Platform study) IND 获美国FDA
批准，用于治疗黑色素瘤

• 快速壮大的海外开发团队与中国千人产品开发团队无
缝合作，满足主流市场监管要求

• 有能力开展创新产品管线的全球开发

• 从IND至NDA申报的全流程平台、体系与经验能力

具有全球市场潜力和重磅分子潜力 建立全球临床开发注册能力

• 受益于于创新研发平台国清院的发展壮大，清晰的全球研发策略以及经验丰富的全球产品开发团队，
我们将加速创新管线在全球的临床开发。

IBI188
(CD47)

IBI322
(PD-L1/CD47)

IBI110
(LAG-3)

IBI323
(PD-L1/LAG-3)

IBI939
(TIGIT)

IBI302
（VEGF/C3）

IBI324
(VEGF/ANG-2)

IBI333
(VEGF-A/VEGF-C)

IBI343
(Claudin18.2 ADC)

IBI363 
(PD-1/IL-2) 

IBI112 
(IL23) 

IBI351
(KRAS G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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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七大研发领域的自研项目，打造全球重磅药物

Monoclonal 
antibody

ADC 
traditional

ADC ISAC
Multi-

specific
T/NK 

engager
Immuno-
cytokine

Pro-drug
Polymeric 

IgG

为实现推出具高潜力的全球重磅药物的目标，国清院已成立80多个聚焦七大研发领域的临床前研究项目，每年持续推动多款

创新候选药物进入IND阶段

美国研发中心 上海研发中心（在建）

信达国清院临床
前项目

(80+ 项目& 7大
研发领域)

全球新药发现
团队

Proprietary 技术
平台 ADC 平台, 多抗平台, 噬菌体和酵母展示平台, 杂交瘤细胞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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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创新平台和体系

ADCs/ISAC 细胞治疗
抗体研发

平台

T/NK 细胞

接合器

前药
（Prodrug）

多抗
细胞因子

融合蛋白

mRNA 技术

中早期阶段– 全球权益

In/out-license , 拓展美欧市场布局

后期阶段 – 中国权益

关注与自研管线有协同价值的创新分子

“下一代靶点”

 创新靶向治疗
 创新靶点
 临床验证靶点
 ADC技术

细胞内抗体

BD合作是公司全球化战略的有力补充

“关注核心市场”

 差异化的临床验证靶点
 肿瘤
 非肿瘤（代谢、眼科、自免）

BD合作验证公司平台价值，助力全球化发展道路

加强核心技术平台能力 提升产品全球市场潜力 向全球市场进军

全球化

寻求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互惠共赢

“建立全球品牌”

 最大化产品组合商业价值
 解决全球未被满足临床需求
 树立良好合作伙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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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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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生物：致力于从中国领先成为国际一流的生物制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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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升可投入使用的产能，中国
行业内最大产能之一

 具备强大的商业化能力，拥有~3000
人销售及市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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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研发平台，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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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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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款产品商业化, 3 款NDA获受理，4
款注册或关键性临床, 20 款临床不同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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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候选药物/参比药物 靶点 形式 治疗领域 权益范围 临床前阶段 IND 1期 2期
关键性2期 / 

3期
NDA 上市

达伯舒®（信迪利单抗） PD-1 单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达攸同®（贝伐珠单抗） VEGF-A 单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达伯华®（利妥昔单抗） CD20 单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达伯坦® (培美替尼片) FGFR1/2/3 小分子 肿瘤 全球

耐立克（奥雷巴替尼片） BCR-ABL/KIT 小分子 肿瘤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希冉择®(雷莫西尤单抗) VEGFR-2 单克隆抗体 肿瘤 中国大陆

IBI123 (塞尔帕替尼) RET 小分子 肿瘤 中国大陆

IBI326 BCMA CAR-T 细胞治疗 肿瘤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IBI310 CTLA-4 单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IBI376 (Parsaclisib) PI3Kδ 小分子 肿瘤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IBI344 (Taletrectinib) ROS1/NTRK 小分子 肿瘤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IBI126 (Tusamitamab) CEACAM5 抗体-药物偶联物 肿瘤 中国大陆

IBI127 IL-2 免疫细胞因子 肿瘤 中国大陆

IBI351 KRAS 小分子 肿瘤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IBI188 CD47 单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MDS 

IBI110 LAG-3 单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IBI322 PD-L1/CD47 双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IBI939 TIGIT 单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恶性肿瘤 (China)
IND 批准(US)

IBI360 CLDN18.2 单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Solid tumor (China)

IBI323 LAG-3/PD-L1 双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IBI325 CD73 单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IBI389 CLDN18.2/CD3 双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IBI345 CLDN18.2 Modular CAR-T 细胞治疗 肿瘤 全球

IBI363 PD-1/IL-2 双克隆抗体 肿瘤 全球

IBI343 CLDN18.2 ADC 抗体-药物偶联物 肿瘤 全球

恶性肿瘤

r/r 多发性骨髓瘤

KRAS阳性肺癌/结直肠癌

临床 1b/2 期

MDS (中国)
MDS (美国)

2L 宫颈癌
1l 肝癌
r/r 滤泡性淋巴瘤; 边缘区淋巴瘤
骨髓纤维化 (Incyte 全球三期临床)

恶性肿瘤 (美国)

批准上市 : 1L 非麟肺癌, 1L 肺鳞癌, 1L 肝癌, 1L 胃癌, 1L 食管癌, 霍奇金淋巴瘤;  递交NDA:,2L  EGFRm 肺癌

批准上市: 肺癌, 结直肠癌, 肝癌，胶质母细胞瘤, 宫颈癌, 卵巢癌

批准上市: 非霍奇金淋巴瘤、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及韋格納肉芽腫

雄厚的研发管线覆盖高潜领域—肿瘤
6款获批上市, 2款递交NDA, 4款处于关键临床阶段，13款处于临床开发阶段

ROS1+ 非小细胞肺癌 (1L + 2L)
NTRK+ 实体瘤

研发管线中拥有25款肿瘤候选药物，包括单抗、双抗、CAR-T和小分子多种药物形式

批准上市: 2L 胆管癌

批准上市: 2L TKI耐药慢性髓細胞白血病

批准上市:2L 胃癌, 递交NDA: 2L肝癌

RET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髓性甲状腺癌/甲状腺癌

非小细胞肺癌

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

多癌种

在海外的临床进展生物药物 小分子药物已上市产品

多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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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续

寻
找

单
抗

/双
抗

创
新

靶
点

临床前研究

肿瘤管线进展：打造IO领域全球竞争力

CLDN18.2 ADC

……

跨时代意义的肿瘤基石药物，继
续实现PD-1潜在价值

朝精准治疗迈进，解决未被满足临床需求，
持续打造丰富而多元化的肿瘤管线产品

无缝衔接的研发和产品开发平台，快速将前沿技
术和创新分子推进到临床阶段

临床1期

PD-L1/LAG3

PD-1/CD137 (IBI319)

CLDN18.2/CD3(IBI389)

PD-1/IL-2 (IBI363)

PoC 阶段

LAG3 (IBI110)

NDA/关键临床阶段

上市获批

PD-1 (达伯舒)

VEGF (达攸同)

CD20 (达伯华)

FGFR (达伯坦)

BCR-ABL (耐立克)

…

VEGFR2 (希冉择)

达伯舒®（信迪利单抗）

达攸同®（贝伐珠单抗）

达伯华®（利妥昔单抗）

达伯坦® (培美替尼片)

耐立克（奥雷巴替尼片）

希冉择®(雷莫西尤单抗)

PD-L1/CD47 (IBI322)

TIGIT (IBI939)

CD47 (IBI188)

KRAS (IBI351)

IL-2 (IBI127)

CTLA-4 (IBI310)

PI3kδ (IBI376)

ROS1 (IBI344)

RET (selpercatinib)

BCMA CART(IBI326)

CEACAM5 (IBI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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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候选药物/参比药物 靶点 形式 治疗领域 权益范围 临床前阶段 IND 1期 2期
关键性2期 / 

3期
NDA 上市

苏立信®（阿达木单抗） TNF-alpha 单克隆抗体 自免 全球

IBI306 PCSK9 单克隆抗体 代谢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IBI362 GLP1/GCGR (OXM3) 多肽 代谢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IBI302 VEGF/Complement 融合蛋白 眼科 全球

IBI112 IL-23 p19 单克隆抗体 自免 全球

IBI353 PDE4 小分子 自免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IBI314 SARS-CoV2 S 抗体鸡尾酒疗法 自免 全球

IBI324 VEGF/ANG2 融合蛋白 眼科 全球

IBI311 IGF-1R 单克隆抗体 眼科 全球

家族性纯合子高胆固醇血症

家族性杂合子高胆固醇血症
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葡萄膜炎，成年和儿童克罗恩病等

雄厚的研发管线覆盖高潜领域—非肿瘤
1款商业化, 1款处于关键临床阶段，7款处于临床开发阶段

肥胖症

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二型糖尿病

高浓度治疗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炎症性肠炎及其他炎症疾病

银屑病

非肿瘤管线差异化的9款候选药物带来厚积薄发的增长空间，覆盖自免、新陈代谢和眼科等慢病领域

银屑病( 加入Union全球临床三期研究)

特异性皮炎(加入Union全球临床三期研究)

COVID19  (临床1/2期开展中)

COVID19 ( 临床1/2期开展中) Phase 2)

在海外的临床进展生物药物 小分子药物已上市产品

糖尿病黄斑水肿

甲状腺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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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国清院 临床研究 商务发展 项目管理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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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研发员工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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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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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勇军博士

信达生物集团总裁

带领全球研发团队

•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免疫学系主任和
癌症免疫研究中心（CCIR）创始主任

• 前赛诺菲全球研发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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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平台体系是我们保持管线产品收入稳定增长的强有力保障

优秀的过往业绩

经验证的商业化平台和体系

2019 2020 2021

10亿

24亿

40 亿

年度产品收入（人民币）

成熟的商业化平台和体系

支付方案

患者教育

全域渠道

学术支持

全国广阔市场覆盖

商业化团队

~3000

DTP药房

1000+

城市覆盖

300+

医院覆盖

5000+

+ +

+69.0%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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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L

24,000L

®

 总产能 6万升单克隆抗体产业化生产线，

用以生产达伯舒®、苏立信®、达攸同®、

达伯华®等多个品种的生产，提供产能保

障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成本优势。

 更大产能建设规划中。
Chiang Syin, Ph.D.

• 曾担任药明生物首席质量官兼高级
副总裁。

• 前FDA 驻华办公室副主任，主要负
责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中国核查项目

• 目前担任 Meadows Biosolutions, 
LLC. 的总裁兼创始人。

• 曾起草疫苗CMC和临床I期GMP的
指南以及修订2011年版的工艺验证
指南，获得 FDA 的众多个人奖项以
及团体奖项，包括驻外杰出服务奖、
科学成就奖、公共卫生成就奖和杰
出服务奖。

Charles L. Cooney, Ph.D.

• 信达生物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负
责向董事会提供独立意见及判断。

• 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

• 于多家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担任
顾问，并为GreenLight Bioscience、
Mitra Biotech、Mitra RxDx和
LayerBio等私营公司董事

• 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与技术
联盟(SMART)创新中心顾问。

Erwin Vanhaecke,  Ph.D.

• 曾担任诺华集团质量负责人，负责
监督诺华集团公司的所有质量相关
活动。他在爱尔康担任过全球质量
运营高级副总裁、企业质量保证 –
医药和外科产品副总裁、北欧的质
量保证集团总监等众多职位。此外，
他还曾经代表眼科产品制造商担任
眼科特殊利益集团的主席。

• 目前担任Vanhaecke and Associates
公司总裁

• 曾被授予诺华卓越奖、阿尔伯
特·纳尔逊·侯爵终身成就奖和王室
骑士勋章（比利时）。

David LaPré,  MBA.

• 成就卓著的生物制药行业的高级
管理人员，曾担任罗氏集团的执
行副总裁/全球制药技术运营主
管及全球供应链管理副总裁、罗
氏诊断的全球运营负责人、罗氏
/基因泰克北美技术运营副总裁
等职位，在药物的生产、制造以
及商业化上市供应方面有着非常
丰富的全球管理经验。

• 目前担任DGL Advisors, LLC总裁

• 拥有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伍斯特
理工学院的学士学位和纽约大学
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 建立了符合中国和国际标准的质量体系
的产业化能力，生产团队具有丰富的跨
国制药公司生产经验

• 日常过程中对生产设施进行全面年度检
查，以评估生产设施是否符合行业GMP

和质量合规标准

• 领先的CMC开发能力，包括融合蛋白、
ADC、高浓度DP等技术平台

• 端到端质控体系，系统地贯彻于药品生产
，质量控制，产品放行，贮存，运输全过
程

CMC战略顾问委员会成立

总产能：60,000升

按照国际标准设计、建造及运作的先进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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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学

肿瘤生物学

抗体工程

打造世界一流的研发平台

自研创新
跨国药企
深度合作

本土合作
携手共赢

优质产品
共同开发

技术平台
合作探索

礼来和信达7年间全方位战略合作
与赛诺菲达成战略合作
• 礼来7年5项战略合作: 
 Tyvyt 共同开发和商业化 (2015,2020)
 PD1 双抗 (2015)
 GLP-1/GCGR (2019)
 Tyvyt 海外权益 (2020)
 希冉择和Retsevmo® (2022)

• 与赛诺菲达成战略合作: 
 CEACAM5 ADC
 Non-Alpha IL-2
 价值3亿欧元初次战略股权投资

发挥各自技术优势

• 与罗氏达成多产品、多技术平
台的合作协议

• 与Bolt合作开发ISAC候选药物

• 与Synaffix合作开发ADC候选产
品

• Incyte – 临床后期

 3个临床后期分子– 共同开发和
商业化，其中一款已成功上市

• Alector – 临床早期分子

• Genfleet – 临床早期分子

• 贝伐珠单抗类似药 out-license:
 Etana — Indonesia

• 本土药企合作:
 葆元医药合作 ROS1
 亚盛医药合作 BCR-Abl and BCL2
 驯鹿医药合作 BCMA CART

与本土药企携手共赢开发潜在最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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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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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2025

2030
长期愿景
以卓越的战略眼光、优秀的全球人才队
伍、强有效的执行能力持续打造信达生
物的核心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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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款商业化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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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美国实验室

• 更丰富的中国上市产
品

• 多个产品全球市场获
批

• 海外商业化生产供应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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