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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资料概要：再鼎醫藥有限公司 - SB                                                          建議認購 
招股详情： 

行業 生物製藥 財務狀況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主要股東 QM11 Limited 千美元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2.0%**)     

上市類別 主板 收益 --- 129 12,985 

股票代號 9688 銷售成本 --- (43) (3,749) 

發售股數* 10,564,050 股# 研發 --- (120,278) (142,221) 

國際配售* 9,792,350 股## 銷售、一般及行政 --- (21,576) (70,211) 

香港發售* 771,700 股### 虧損淨額 --- (139,075) (195,071) 

發售後股份總數** 85,939,561 股 毛利率(%) --- 66.7 71.1 

招股價 648.00 港元 流動比率(倍) --- 5.5 6.3 

上市後市值** 55,369.3 百萬港元 資本負債比率(%) --- 1.5 2.2 

集資淨額** 636.6 – 826.6 百萬港元 時間表   

2019 年虧損 (195,071)千美元 公開認購日期 17/09/2020 上午 09:00^ 

2019 年每股虧損 (3.03)美元#### 公開截止認購日期 22/09/2020 中午 12:00^ 

2019 年市盈率 N.A. 定價日 22/09/2020  

每股有形資產淨值** 119.5 港元 公佈申請結果 25/09/2020  

每股面值 每股股份 0.00006 美元 掛牌日期 28/09/2020  

  保薦人 J.P. Morgan Securities (Far East) Limited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 

* 如果超額配售權獲悉數行使，將按發售價配發及發行最多 1,584,600 股額外股份，占全球發售項下初步提呈發售的發售股份數目的 15% 

** 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且不計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 

# 視乎超額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 可予調整及視乎超額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 可予調整 

^ 本公司孖展認購截止日期可能早於公開認購截止日期 

 

 
 

新股分析： 

再鼎醫藥目前主要靠藥物授權模式(License-in)建立產品管線。憑藉成熟的產品體系，再鼎已順利進入全面收穫期，公司上半年實現營

收 1921.3 萬美元，同比增長 4.6 倍。公司佈局管線逐漸進入收穫期，營收有望維持增長趨勢，值得認購。 

 

業務簡要： 

再鼎醫藥有限公司為一間創新型、立足研發及處於商業階段的生物製藥公司，專注於發現、授權、開發及商業化差異化創新療法。該

等療法可解決中國及全球市場的巨大醫療需求缺口，包括腫瘤、抗感染及自體免疫性疾病領域。通過有效地執行公司的計劃及嚴密 

地遵循公司的戰略，公司打造了一個綜合性平台以向全球患者提供經引入及內部研發的新療法。公司認為，公司為中國最早進行規模

擴張的生物製藥公司之一，這使公司能夠進一步利用全球最新的創新成果及商機。 

 

自成立以來，公司通過全球合作引入授權有前途的生物醫藥產品以及投資內部研發，以實踐戰略方針。公司創新及差異化的產品組合

包括 16 種產品及候選藥物，包括在中國、香港及澳門的兩種商業化產品，以及處於腫瘤及抗感染的關鍵或潛在註冊用試驗中的七項

資產，其在大中華地區為具有巨大醫療需求缺口但缺乏創新治療方案的治療領域。公司正處於商業化拐點上，在公司傳承最暢銷跨國

公司及創新型腫瘤品牌理念的商業化團隊的支撐下，最近公司在多個地區推出則樂及 Optune（腫瘤電場治療）。公司認為，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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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製藥行業的重點領域中仍為可信賴的合作夥伴，因為公司為合作夥伴提供了差異化方法而助彼等獲得成功，同時亦及時進行試驗

並最終商業化有前途的療法，從而加快應用於較大的患者人群。 

 

通過與全球生物製藥公司的合作及夥伴關係，以及內部研發，公司已針對具有巨大醫療需求缺口的大型市場打造了深厚、經臨床驗證

及創新型的產品組合。公司認為，公司的產品組合為中國生物製藥領域中最強大及最具差異性的產品組合之一，及公司的療法專注於

治療婦科癌、胃癌、腦癌、肺癌及多重耐藥細菌感染等嚴重疾病。下表概述公司商業化產品組合及候選藥物及臨床項目的全球開發狀

況。 

 

 

為補充公司的發現、研發及商業化工作，公司亦有效地建立了能夠支持公司候選藥物的臨床及商業化生產的大小分子藥物產能。該等

設施將使公司能夠按照全球標準（如當前的良好生產規範或 cGMP）生產大小分子藥劑。公司的小分子製造設施支持則樂的商業化生

產。公司小分子製造設施的商用口服片劑及膠囊的年產能高達五千萬個單位。於往績記錄期，公司小分子製造設施的產能利用率不到

總產能的 10%。公司的大分子製造設施支持 ZL-1201 的臨床生產。公司大分子製造能力的年產能分別達到 12 至 18 個 200L 或 1000L

臨床批次。於往績記錄期，公司大分子製造設施的產能利用率約為 40%。公司擬以某種方式擴大製造能力，前提為其將就候選藥物商

業化為公司提供有形及無形的益處，包括成本優勢、較好的質量控制、經加強的合規能力及更強大的物流規劃能力。 

 

公司是一家尋求根據上市規則第 18A 章在聯交所主板上市的生物製藥公司，投資於如公司等同類公司存在獨特的挑戰、風險及不確定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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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用途： 

分配至公司的核心產品 46.2% 

將為進行中及計劃臨床試驗以及管線中其他候選藥物（尤其是晚期候選藥物）的準備中註冊備案撥資： 11.8% 

用於探索新的全球授權及合作機會並引進具有臨床驗證的潛在全球同類最佳╱同類首創資產 25.0% 

用於持續投資及擴大公司的內部研發產品管線以及在全球招聘及培訓高端人才 7.0% 

用於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撥資 10.0% 

 
 
 

 

 

 
 
披露 
分析員及其關連人士並沒有持有報告內所推介股份的任何及相關權益。 
 

免責聲明 
只供私人翻閱。本報告（連帶相關的資料）由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撰寫。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為申萬宏源集團成員，本報告不
論是向專業投資者、機構投資者或是個人投資者發佈，報告的資料來自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相信可靠的來源取得，惟申萬宏源研究（香港）

有限公司並不保證此等資料的準確性、正確性及或完整性。本報告部份的內容原由上海申萬宏源研究所撰寫並於國內發表，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
限公司對認為適用的內容進行審閱並翻譯，然後採用。本報告內的資料、意見及預測只反映分析員的個人意見及見解，報告內所載的觀點並不代表申
萬宏源集團的立場。本報告並不構成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對投資者買進或賣出股票的確實意見。報告中全部的意見和預測均反映分析員在

報告發表時的判斷，日後如有改變，恕不另行通告。申萬宏源集團各成員公司（包括但不限於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和申萬宏源證券（香港）
有限公司）及其董事、行政人員、代理人和僱員可能有在本報告中提及的證券的權益和不就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陳述及不對使用本報告之資料
而引致的損失負上任何責任。故此，讀者在閱讀本報告時，應連同此聲明一併考慮，並必須小心留意此聲明內容。倘若本報告於新加坡分派，只適用

分派予新加坡證券及期貨法第 4A 條所界定的認可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本報告及其內容只供相關認可投資者或機構投資者翻閱。任何人於新加坡收
取本報告，並對本報告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65-6323-5207 聯繫 Shenwan Hongyuan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 申萬宏源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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