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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周观点：JPM 大会召开，信达、百

济、君实公布 2022 年预计里程碑事件 
■本周新药行情回顾：2022 年 1 月 10 日-2022 年 1 月 14 日，新药板块

涨幅前 5 企业：君实生物（+33.7%）、前沿生物（+31.5%）、众生药业

（+19.5%）、歌礼制药（+17.6%）、云顶新耀（+17.1%）；跌幅前 5 企业：

永泰生物（-51.2%）、腾盛博药（-25.3%）、天境生物（-13.8%）、恒瑞医

药（-8.3%）、迈博药业（-8.1%）。 

 

■本周新药行业重点分析：本周，第 40 届 JPM 大会（J.P. Morgan 

Healthcare Conference，JPM）于美国东部时间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13

日召开。作为行业内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医疗投资研讨会之一，JP

摩根医疗健康大会吸引了全球大量生物医药公司参与，国内也有很多

企业积极参与，包括信达生物、百济神州、君实生物等。本次 JPM 健

康大会期间，信达生物、百济神州、君实生物均公布了其 2022 年度预

计里程碑事件，具体如下： 

 

信达生物——2022 年度预计里程碑事件： 

 

（1）创新药获批方面：信迪利单抗胃癌一线、食管癌一线、EFGRm 

NSCLC 二线、nsqNSCLC 一线（美国），佩米替尼胆管癌二线（中国大

陆、香港），贝伐珠单抗（印尼）均有望获批上市。 

（2）注册申报方面：PI3Kδ抑制剂 IBI376 滤泡性淋巴瘤、BCMA CAR-T 

IBI326 多发性骨髓瘤、PCSK9 单抗 IBI306 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和杂

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ROS1/NTRK 抑制剂 IBI344 ROS1+NSCLC、

CTLA-4 单抗 IBI310 宫颈癌有望申报上市。 

（3）新的 3 期/关键研究开展方面：CD47 单抗 IBI188 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2022H1）、GLP-1/GCGR 激动剂 IBI362 肥胖和糖尿病（2022H2）、

IL-23 单抗 IBI112 银屑病（2022H2）、KRAS 抑制剂 IBI351（2022H2）

均有望开展新的 3 期试验/关键研究。 

（4）关键 POC 研究数据读出方面：LAG3 单抗 IBI110（2022H1）、

CD47/PD-L1 双抗 IBI322（2022H1）、TIGIT 单抗 IBI939（2022H1）、

PD-L1/LAG3 双抗 IBI323（2022H2）、KRAS 抑制剂 IBI351（2022H1）

均有望有关键 POC 研究数据读出。 

（5）POC 或 2 期研究数据披露方面：CD47 单抗 IBI188 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2022H1）、CTLA-4 单抗 IBI310、LAG3 单抗 IBI110、CD47/PD-L1

双抗 IBI322、KRAS 抑制剂 IBI351、GLP-1/GCGR 激动剂 IBI362 肥胖

和糖尿病、IL-23 单抗 IBI112 银屑病均有望有 POC 或 2 期研究数据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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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6）首次体内研究开展方面：PD-1/IL-2 双抗 IBI363、CLDN18.2/CD3

双抗 IBI389、CD73 单抗 IBI325、PD-1/IL-21/IL-2 三抗 IBI395、

VEGF-A/VEGF-C IBI333、VEGF/ANG-2 IBI324、IGF-1R IBI311 等均

有望开展相关研究。 

 

百济神州——2022 年度预计里程碑事件： 

 

（1）BTK 抑制剂泽布替尼方面：有望更新全球 3 期头对头临床试验

ALPINE 的顶线数据；向美国 FDA 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递交慢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适应症上市申请；在现有 40 多个国家以外

的另外超过 10 个国家或地区上市。 

（2）PD-1 单抗替雷利珠单抗方面：有望于 2022 年，食管癌二线治疗

适应症获得 FDA 批准；在美国和欧盟递交包括 NSCLC 在内的新适应

症上市申请；取得肝癌一线的顶线临床试验结果；鼻咽癌一线治疗、

食管癌二线治疗、以及高度微卫星不稳定型（MSI-H）实体瘤二/三线

治疗等适应症在中国获批。 

（3）TIGIT 抑制剂 ociperlimab 方面：有望启动新的关键性临床试验；

取得来自扩展队列的数据。 

（4）启动或推进多项早期阶段产品的临床试验方面：包括OX40 激动

剂 BGB-A445、Bcl-2 抑制剂 BGB-11417、造血干细胞激酶 1（HPK1）

抑制剂 BGB-15025 等。 

（5）合作开发创新药方面：有望启动 LAG-3 单抗 LBL-007 联合 PD-1

的全球研究；继续参与 Mirati 的 RTKs 抑制剂 sitravatinib 联合 PD-1 

NSCLC 二/三线治疗 3 期临床试验；完成双特异性抗体 zanidatamab 胆

道癌二线研究，继续胃癌一线研究。 

 

君实生物——2022 年度预计里程碑事件： 

 

（1）获批上市方面：PD-1 单抗特瑞普利单抗鼻咽癌（美国）、NSCLC

一线（中国）、食管癌一线（中国）有望获批上市。 

（2）BLA 申请方面：PD-1 单抗特瑞普利单抗 SCLC 一线（中国/美国）、

肝癌辅助（中国/美国）、食管癌一线（美国）、NSCLC 一线（美国）均

有望申报上市。 

（3）数据读出方面：PD-1 单抗特瑞普利单抗 NSCLC 新辅助、肝癌辅

助、SCLC 一线、三阴乳腺癌一线、肝癌一线（联用贝伐珠单抗）、EGFR+ 

NSCLC 二线；PCSK9 单抗 JS002 高血脂症、BTLA-4 单抗 JS004 1/2 期

数据、IL-17A 单抗 JS005 强直性脊柱炎与银屑病、PARP 抑制剂 JS109

卵巢癌、PD-1/TGF-β双抗 JS201 实体瘤治疗相关研究均有望读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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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药获批&受理情况： 

本周国内有 2 个新药或新药新适应症获批上市，15 个新药获批 IND，

26 个新药 IND 获受理，12 个新药 NDA 获受理。 

 

■本周国内新药行业 TOP3 重点关注： 

（1）1 月 10 日，恒瑞医药宣布，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上市申请已获得

批准，联合氟维司群用于激素受体（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阴性的经内分泌治疗后进展的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 

（2）1 月 14 日，云顶新耀宣布，公司获得新加坡国家药物开发平台

EDDC 研发的一组 3CL 蛋白酶抑制剂的全球独家授权，用于治疗新冠

病毒肺炎。该药有望成为同类领先口服抗新冠病毒药物。 

（3）1 月 10 日，君实生物与 Coherus BioSciences 共同宣布，双方将扩

大于 2021 年达成的肿瘤免疫领域合作，Coherus 已启动行使可选项目

之一重组人源化抗 TIGIT 单克隆抗体（项目代号：JS006）的选择权的

程序，以获得许可在 Coherus 区域开发 JS006 或含有 JS006 的任何产品

用于治疗或预防人类疾病。 

 

■本周海外新药行业 TOP3 重点关注：  

（1）1 月 10 日，百时美施贵宝宣布与 Century Therapeutics 达成合作，

共同开发基于 iPSC 的 NK 细胞疗法或 T 细胞疗法，适应症分别为 AML

和 MM。 

（2）1 月 10 日，默沙东宣布，Keytruda（帕博利珠单抗）在 IB-IIIA 期

NSCLC 术后辅助治疗的 3 期临床试验（KEYNOTE-091 研究）中达到

双主要终点之一。期中结果表明，与安慰剂对照组相比，Keytruda 组的

无病生存期（DFS）显著改善，与患者 PD-L1 表达水平无关。 

（3）1 月 11 日，辉瑞宣布与 Dren Bio 公司合作开发双特异性抗体，这

种双特异性抗体将肿瘤细胞与髓系细胞相连接，可实现强大安全的免

疫刺激、靶向吞噬作用和肿瘤抗原的交叉呈递。 

 

■风险提示：临床试验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临床试验结果不及预期的

风险，医药政策变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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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新药行情回顾 

 

2022 年 1 月 10 日-2022 年 1 月 14 日，新药板块 

涨幅前 5 企业：君实生物（+33.7%）、前沿生物（+31.5%）、众生药业（+19.5%）、歌礼制

药（+17.6%）、云顶新耀（+17.1%）； 

跌幅前 5 企业：永泰生物（-51.2%）、腾盛博药（-25.3%）、天境生物（-13.8%）、恒瑞医药

（-8.3%）、迈博药业（-8.1%）。 

 

图 1：本周涨、跌幅前 5 新药企业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本周新药企业市值排行（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注：多地上市企业按照 A股、H股、美股顺序选择；研发费用为 2020 年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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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周新药行业重点分析 

 

本周，第 40 届 JPM 健康大会（J.P. Morgan Healthcare Conference，JPM）于美国东部时

间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13 日召开。作为行业内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医疗投资研讨会之

一，JP 摩根医疗健康大会吸引了全球大量生物医药公司参与，国内也有很多企业积极参与，

包括信达生物、百济神州、君实生物等。 

 

本次 JPM 健康大会期间，信达生物、百济神州、君实生物均公布了其 2022 年度预计里程碑

事件，具体如下： 

 

信达生物——2022 年度预计里程碑事件： 

 

（1）创新药获批方面：信迪利单抗胃癌一线、食管癌一线、EFGRm NSCLC 二线、nsqNSCLC

一线（美国），佩米替尼胆管癌二线（中国大陆、香港），贝伐珠单抗（印尼）均有望获批上

市。 

 

（2）注册申报方面：PI3Kδ抑制剂 IBI376 滤泡性淋巴瘤、BCMA CAR-T IBI326 多发性骨髓

瘤、PCSK9 单抗 IBI306 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和杂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ROS1/NTRK

抑制剂 IBI344 ROS1+NSCLC、CTLA-4 单抗 IBI310 宫颈癌有望申报上市。 

 

（3）新的 3 期试验/关键研究开展方面：CD47 单抗 IBI188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2022H1）、

GLP-1/GCGR 激动剂 IBI362 肥胖和糖尿病（2022H2）、IL-23 单抗 IBI112 银屑病（2022H2）、

KRAS 抑制剂 IBI351（2022H2）均有望开展新的 3 期试验/关键研究。 

 

（4）关键 POC 研究数据读出方面：LAG3 单抗 IBI110（2022H1）、CD47/PD-L1 双抗 IBI322

（2022H1）、TIGIT 单抗 IBI939（2022H1）、PD-L1/LAG3 双抗 IBI323（2022H2）、KRAS

抑制剂 IBI351（2022H1）均有望有关键 POC 研究数据读出。 

 

（5）POC 或 2 期研究数据披露方面：CD47 单抗 IBI188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2022H1）、

CTLA-4 单抗 IBI310、LAG3 单抗 IBI110、CD47/PD-L1 双抗 IBI322、KRAS 抑制剂 IBI351、

GLP-1/GCGR 激动剂 IBI362 肥胖和糖尿病、IL-23 单抗 IBI112 银屑病均有望有 POC 或 2

期研究数据披露。 

 

（6）首次体内研究开展方面：PD-1/IL-2 双抗 IBI363、CLDN18.2/CD3 双抗 IBI389、CD73

单抗 IBI325、PD-1/IL-21/IL-2 三抗 IBI395、VEGF-A/VEGF-C IBI333、VEGF/ANG-2 IBI324、

IGF-1R IBI311 等均有望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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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信达生物 2022 年预计里程碑事件 

 
资料来源：JPM 2022，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百济神州——2022 年度预计里程碑事件： 

 

（1）BTK 抑制剂泽布替尼方面：有望更新全球 3 期头对头临床试验 ALPINE 的顶线数据；

向美国 FDA 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递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适应症上市申请；

在现有 40 多个国家以外的另外超过 10 个国家或地区上市。 

 

（2）PD-1 单抗替雷利珠单抗方面：有望于 2022 年，食管癌二线治疗适应症获得 FDA 批准；

在美国和欧盟递交包括 NSCLC 在内的新适应症上市申请；取得肝癌一线的顶线临床试验结

果；鼻咽癌一线治疗、食管癌二线治疗、以及高度微卫星不稳定型（MSI-H）实体瘤二/三线

治疗等适应症在中国获批。 

 

（3）TIGIT 抑制剂 ociperlimab 方面：启动新的关键性临床试验；取得来自扩展队列的数

据。 

 

（4）启动或推进多项早期阶段产品的临床试验方面：包括 OX40 激动剂 BGB-A445、Bcl-2

抑制剂 BGB-11417、造血干细胞激酶 1（HPK1）抑制剂 BGB-15025 等。 

 

（5）合作开发创新药方面：启动 LAG-3 单抗 LBL-007 联合 PD-1 的全球期研究；继续参与

Mirati 的 RTKs 抑制剂 sitravatinib 联合 PD-1 NSCLC 二/三线治疗 3 期临床试验；完成双特

异性抗体 zanidatamab 胆道癌 2 线研究，继续胃癌一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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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百济神州 2022 年预计里程碑事件 

 
资料来源：JPM 2022，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君实生物——2022 年度预计里程碑事件： 

 

（1）获批上市方面：PD-1 单抗特瑞普利单抗鼻咽癌（美国）、NSCLC 一线（中国）、食管

癌一线（中国）有望获批上市。 

 

（2）BLA 申请方面：PD-1 单抗特瑞普利单抗 SCLC 一线（中国/美国）、肝癌辅助（中国/

美国）、食管癌一线（美国）、NSCLC 一线（美国）均有望申报上市。 

 

（3）数据读出方面：PD-1 单抗特瑞普利单抗 NSCLC 新辅助、肝癌辅助、SCLC 一线、三

阴乳腺癌一线、肝癌一线（联用贝伐珠单抗）、EGFR+NSCLC 二线；PCSK9 单抗 JS002

高血脂症、BTLA-4 单抗 JS004 1/2 期数据、IL-17A单抗 JS005 强直性脊柱炎与银屑病、PARP

抑制剂 JS109 卵巢癌、PD-1/TGF-β双抗 JS201 实体瘤治疗相关研究均有望读出数据。 

 

图 5：君实生物 2022 年预计里程碑事件 

 
资料来源：JPM 2022，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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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周新药获批&受理情况 

 

本周国内有 2 个新药或新药新适应症获批上市，15 个新药获批 IND，26 个新药 IND 获受理，

12 个新药 NDA 获受理。 

 

表 1：本周获批上市新药或新药新适应症  

申报单位  药品名称  批准文号  签发日期  

石药集团  盐酸米托蒽醌脂质体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220001 2022 年 1 月 7 日 

协和麒麟  注射用罗普司亭 国药准字 SJ20220001 2022 年 1 月 7 日 

资料来源：NMPA，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2：本周获批 IND 新药 

企业名称  药品名称  适应症  

康方生物 
AK112 注射液 三阴性乳腺癌 

AK117 注射液 三阴性乳腺癌 

微芯生物 西达本胺片 PD-L1 表达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 

康诺亚生物 CM350 晚期恶性实体瘤 

祐和医药 YH004 注射液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恶性肿瘤 

龙传生物 WXSH0057 片 复发/难治性 B 细胞恶性肿瘤 

尚德药缘 ACT001 胶囊 进行性纤维化间质性肺病（包括特发性肺纤维化） 

迈博太科 CMAB807X 注射液 实体肿瘤骨转移和多发性骨髓瘤 

博锐生物 BR105 注射液 晚期肿瘤 

西比曼生物 CBM.BCMA 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注射液 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 MM） 

默沙东 Zilovertamab vedotin 注射液 复发性或难治性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 

BIOPROJET PHARMA 盐酸替洛利生薄膜衣片 拒绝或不耐受持续气道正压通气 

Biogen Idec Research Limited BIIB059 正在接受非生物制剂标准疗法的成人活动期系统性红斑狼疮（SLE） 

Sanofi-aventis recherche & 
développement 

SAR444245 注射液 晚期和转移性消化道癌 

Daiichi Sankyo, Inc. DS-1062a 晚期实体瘤 

资料来源：CDE，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3：本周获 IND 受理新药 

企业名称  药品名称  药品类型  申请类型  注册分类  

三生国健 SSGJ-617 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药明巨诺 瑞基奥仑赛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石药集团 注射用 DP303c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百奥泰生物 美泊利珠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3.3 

康方生物 AK127 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绿叶制药 盐酸安舒法辛缓释片 化药 新药 1 

乐普医疗 LLT311202 注射液 化药 新药 1 

正大丰海 FHND5071 片 化药 新药 1 

丹霞生物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3.4 

东阳光生物 14028 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3.3 

华辉安健 HH-009 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雷恩康亚 注射用 GNP 化药 新药 1 

百力司康 注射用 BB-1705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冰洲石生物 AC682 胶囊 化药 新药 1 

Novartis Pharma AG/诺华生物 

用于制备放射性药物 68Ga-PSMA-11的

PSMA-11 药盒 
化药 进口 1 

177Lu-PSMA-617 注射液 化药 进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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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 Belvarafenib Dihydrochloride 化药 进口 1 

Dr. Falk Pharma GmbH/康哲生物 布地奈德肠溶胶囊 化药 进口 5.1 

Merck Sharp & Dohme Corp/ Merck & Co., Inc./

默沙东 
MK-7684A 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GlaxoSmithKline (Ireland) Limited/葛兰素史克 Depemokimab 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进口 1 

Shionogi B.V./平安盐野义 注射用 Cefiderocol 化药 进口 5.1 

- MAX-40279-01 胶囊 化药 新药 1 

- SCR-6920 胶囊 化药 新药 1 

- 注射用 HSK36273 化药 新药 1 

- JAB-BX102 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 QX005N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资料来源：CDE，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4：本周获 NDA 受理新药 

企业名称  药品名称  药品类型  申请类型  注册分类  

科伦药业 枸橼酸西地那非口溶膜 化药 新药 2.2 

贝达药业 伏罗尼布片 化药 新药 1 

我武生物 葎草花粉点刺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绿叶制药 注射用醋酸戈舍瑞林缓释微球 化药 新药 2.2 

正大天晴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3.3 

 

海正生物 
泽贝妥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1 

注射用曲妥珠单抗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3.3 

康润生物 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 细胞）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新药 2.2 

力品药业 阿立哌唑口溶膜 化药 新药 2.2 

Bayer AG/拜耳医药 非奈利酮片 化药 进口 2.4 

Sanofi/赛诺菲（中国） 瑞舒伐他汀依折麦布片 化药 进口 5.1 

Eli Lilly/礼来 巴瑞替尼片 化药 进口 2.4 

资料来源：CDE，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4. 本周国内新药行业重点关注 

表 5：本周国内新药行业重点关注  

公司  涉及药物  类型  事件  

恒瑞医药 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 获批上市 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获批上市，联合氟维司群用于特定类型的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 

云顶新耀 3CL 蛋白酶抑制剂 商业合作 获得 EDDC研发的一组 3CL 蛋白酶抑制剂的全球独家授权，用于治疗新冠病毒肺炎 

君实生物 JS006 商业合作 Coherus 已启动行使重组人源化抗 TIGIT 单克隆抗体 JS006 的选择权的程序 

恒瑞医药 

脯氨酸恒格列净片 获批上市 脯氨酸恒格列净片获批上市，用于改善成人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 

海曲泊帕乙醇胺片 获批临床 治疗恶性肿瘤化疗所致血小板减少症的 3 期临床研究试验获得 FDA 批准 

SHR8008 胶囊 上市申请 SHR8008 胶囊的上市申请获 NMPA 受理，拟用于急性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获批上市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获批上市，用于急、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痰液粘稠、咳痰困难 

百济神州 

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 纳入医保 宣布 3 项新增适应症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泽布替尼胶囊 纳入医保 宣布 1 项新增适应症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帕米帕利 纳入医保 宣布新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石药集团 

唑来膦酸注射液 获批上市 用于实体肿瘤骨转移患者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胳损害、恶性肿瘤引起的高钙血症 

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 获批上市 甲磺酸仑伐替尼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未接受过全身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 

盐酸米托蒽醌脂质体注射液 获批上市 盐酸米托蒽醌脂质体注射液获批上市，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的外周 T 细胞淋巴瘤 

歌礼制药 
ASC61 临床申请 已递交口服 PD-L1 小分子抑制剂 ASC61 的美国临床试验申请，用于治疗晚期实体瘤 

ASC42 临床试验进展 已完成 ASC42 慢性乙型肝炎适应症的 2 期临床试验首例患者给药 

云顶新耀 - 商业合作 
A*ccelerate 向全资附属公司 Everest SG 授出一项授权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授权

产品用于治疗冠状病毒及其他疾病 

基石药业 舒格利单抗注射液 上市申请 计划向 NMPA 递交舒格利单抗注射液针对 R/R ENKTL 适应症的新药上市申请 

北海康成 马昔巴特口服液 纳入优先审评 被 NMPA 纳入优先评审，拟用于 1 岁及以上 Alagille 综合征患者胆汁淤积性瘙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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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济药业 CT041 再生医学先进疗法 
获 FDA 授予的再生医学先进疗法（RMAT）资格，用于治疗 Claudin18.2 阳性晚期胃癌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GC/GEJ） 

康方生物 Ligufalimab 获批临床 Ligufalimab 获批开展联合或不联合化疗治疗晚期恶性肿瘤的 1b/2 期临床研究 

康哲药业 德度司他片 临床试验进展 德度司他片用于 CKD所致贫血的多中心 3 期桥接试验完成首例受试者给药 

东曜药业 朴欣汀 商业合作 科兴制药获授予在除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和日本以外所有国家地区独家商业化许可 

瑞科生物 重组双组分新冠肺炎疫苗 获批临床 菲律宾已批准重组双组分新冠肺炎疫苗（CHO 细胞）开展 2/3 期临床研究 

西比曼生物 C-CAR039 
再生医学先进疗法/

快速通道资格 

FDA 授予 C-CAR039 再生医学先进疗法认定（RMAT）与快速通道资格，用于治疗复

发/难治性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r/r DLBCL）患者 

资料来源：CDE，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本周 TOP3 重点关注： 

 

【恒瑞医药】1 月 10 日，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上市申请获 NMPA 批准，联合氟维司群用于

激素受体（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阴性的经内分泌治疗后进展的复发

或转移性乳腺癌。 

 

【云顶新耀】1 月 14 日，公司获得新加坡国家药物开发平台 EDDC 研发的一组 3CL 蛋白酶

抑制剂的全球独家授权，用于治疗新冠病毒肺炎。该药有望成为同类领先口服抗新冠病毒药

物。 

 

【君实生物】1 月 10 日，公司与 Coherus BioSciences 共同宣布，双方将扩大于 2021 年达

成的肿瘤免疫领域合作，Coherus 已启动行使可选项目之一重组人源化抗 TIGIT 单克隆抗体

（项目代号：JS006）的选择权的程序，以获得许可在 Coherus 区域开发 JS006 或含有 JS006

的任何产品用于治疗或预防人类疾病。 

 

其他重点关注： 

 

【恒瑞医药】1 月 10 日，脯氨酸恒格列净片上市申请已获得批准，用于改善成人 2 型糖尿

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本品单药可配合饮食控制和运动，改善成人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

在单独使用盐酸二甲双胍血糖控制不佳时，本品可与盐酸二甲双胍联合使用，配合饮食和运

动改善成人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 

 

【恒瑞医药】1 月 11 日，公司收到美国 FDA 关于同意海曲泊帕乙醇胺片进行临床试验的函，

将于近期开展 3 期临床试验，用于化疗所致血小板减少症。 

 

【恒瑞医药】1 月 14 日，SHR8008 胶囊的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 NMPA 受理，用于急性外阴

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恒瑞医药】1 月 10 日，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上市申请已获 NMPA 批准，用于急、慢性支

气管炎引起的痰液粘稠、咳痰困难。 

 

【百济神州】1 月 11 日，三款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即：抗 PD-1 抗体药物百泽安（替雷

利珠单抗注射液）3 项新增适应症、BTK 抑制剂百悦泽（泽布替尼胶囊）1 项新增适应症和

PARP 抑制剂百汇泽（帕米帕利胶囊）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21 年)。 

 

【石药集团】1 月 10 日，唑来膦酸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 NMPA 批准，用于治疗实体肿瘤骨

转移患者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胳损害、恶性肿瘤引起的高钙血症（HCM）。 

 

【石药集团】1 月 12 日，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上市申请获 NMPA 批准，用于既往未接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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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 

 

【石药集团】1 月 11 日，盐酸米托蒽醌脂质体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 NMPA 批准，用于复发

或难治的外周 T 细胞淋巴瘤（PTCL）患者。 

 

【歌礼制药】1 月 10 日，公司已在美国递交口服 PD-L1 小分子抑制剂 ASC61 的临床试验申

请（IND），用于治疗晚期实体瘤。ASC61 是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的一款强效、高选择性的在

研口服 PD-L1 小分子抑制剂，可诱导 PD-L1 二聚体的形成和内吞，从而阻断 PD-1/PD-L1

的相互作用。ASC61 单药已在人源化小鼠模型等多种动物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抗肿瘤疗效。 

 

【歌礼制药】1 月 11 日，ASC42 慢性乙型肝炎（CHB）适应症的 2 期临床试验完成首例患

者给药。临床试验表明，在人体有效剂量 15mg、一日一次、为期 14 天的治疗过程中，未观

察到瘙痒症状，且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维持正常水平。同时，FXR 靶向激活的生

物标志物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19（FGF19）在给药第 14 天时的增幅高达 1,780%，7α-羟基

-4-胆甾烯-3-酮（C4）在给药第 14 天时的降幅高达 91%。 

 

【云顶新耀】1 月 13 日，全资附属公司 Everest SG 与 A*ccelerate 订立授权许可协议，

A*ccelerate 向 Everest SG 授出一项授权许可，Everest SG 可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授权产品治

疗冠状病毒及其他疾病，同时有权对授权技术进行改进。 

 

【基石药业】1 月 13 日，PD-L1 单抗择捷美（舒格利单抗注射液）治疗复发或难治性结外

自然杀伤细胞/T 细胞淋巴瘤（R/R ENKTL）的注册性临床研究（GEMSTONE-201）达到主

要研究终点。基石药业计划近期向 NMPA 递交舒格利单抗针对 R/R ENKTL 适应症的新药上

市申请，具体研究数据将于近期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公布。 

 

【北海康成】1 月 10 日，马昔巴特口服液拟纳入优先审评，拟用于 1 岁及以上 Alagille 综合

征（阿拉杰里综合征）患者胆汁淤积性瘙痒。 

 

【科济药业】1 月 10 日，公司自主研发的 CAR-T 产品 CT041 被美国 FDA 授予再生医学先

进疗法（RMAT）资格，用于治疗 Claudin18.2（CLDN18.2）阳性的晚期胃癌/食管胃结合部

腺癌（GC/GEJ）。 

 

【康方生物】1 月 10 日，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肿瘤免疫治疗新药 Ligufalimab（CD47 单抗，

AK117）联合 Lvonescimab（PD-1/VEGF 双抗，AK112）获 NMPA 批准开展 1b/2 期临床研

究。该项临床研究旨在评估 Ligufalimab 联合 Lvonescimab 联合或不联合化疗治疗晚期恶性

肿瘤的安全性、耐受性、药物动力学、免疫原性以及抗肿瘤活性。 

 

【康哲药业】1 月 12 日，德度司他片中国 3 期桥接试验完成首例受试者给药。该研究为随

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的 3 期桥接试验，旨在根据血红蛋白（Hb）水平相对于基线

的变化，评估德度司他片治疗非透析慢性肾脏病（CKD）贫血的疗效。 

 

【东曜药业】1 月 11 日，公司与科兴制药签订海外市场独家商业化许可合作协议，科兴制药

获授予在除中国（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欧盟、英国、美国和日本以外

所有国家和地区就朴欣汀（贝伐珠单抗注射液，拟使用英文商品名称：Pusintin）的独家商

业化许可。 

 

【瑞科生物】1 月 13 日，菲律宾已批准瑞科生物研发的重组双组分新冠肺炎疫苗（CHO 细

胞）开展 2/3 期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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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比曼生物】1 月 12 日，美国 FDA 授予 C-CAR039 再生医学先进疗法认定（RMAT）与

快速通道资格，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r/r DLBCL）患者。 

 

5. 本周海外新药行业重点关注 

 

表 6：本周海外新药行业重点关注  

公司  涉及药物  类型  事件  

百时美施贵宝/ 
Century Therapeutics 

NK 细胞/T 细胞疗法 商业合作 共同开发基于 iPSC的 NK 细胞疗法或 T 细胞疗法，适应症分别为 AML 和 MM 

默沙东 帕博利珠单抗 临床试验成果公示 IB-IIIA 期 NSCLC术后辅助治疗的 3 期临床试验达到双主要终点之一 

辉瑞/Dren Bio 双特异性抗体 商业合作 合作开发双特异性抗体，将肿瘤细胞与髓系细胞连接起来，用于癌症治疗 

辉瑞/PostEra AI药物 商业合作 扩大战略合作，合作建立人工智能实验室，重点开发肿瘤学和抗新冠病毒治疗药 

Rubius Therapeutics RTX-224 临床试验进展 RTX-224 用于复发/难治或局部晚期实体瘤的 1/2期临床试验完成首例患者给药 

Gritstone bio GRANITE 临床试验进展 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 MSS-CRC的 2/3 期临床试验完成首例患者注册 

BioMarin 
Pharmaceutical 

valoctocogene 
roxaparvovec 

临床试验成果公示 valoctocogene roxaparvovec 治疗严重血友病 A 的 3 期临床试验获积极结果 

Idorsia Quviviq 获批上市 FDA 批准 Quviviq 用于治疗失眠症成人患者 

礼来制药 巴瑞替尼片 上市申请 计划向 NMPA 递交酪氨酸蛋白激酶 JAK1/2 抑制剂巴瑞替尼片的上市申请 

Moderna/Carisma 
Therapeutics 

CAR-M疗法 商业合作 共同发现、开发和推广治疗癌症的体内工程嵌合抗原受体单核细胞(CAR-M)疗法 

VBI Vaccines/ 

腾盛博药 VBI-2601 临床试验进展 VBI-2601 治疗非肝硬化乙肝病毒感染患者的 2a/2b 期临床完成首例患者给药 

Allogene Therapeutics AlloCAR-T 疗法 临床试验进展 FDA 已放行公司所有 AlloCAR-T 疗法的临床试验 

Amgen/ Arrakis 

Therapeutics 
RNA 降解疗法 商业合作 达成研究合作，针对多个治疗领域的难成药靶标发现和开发 RNA 降解疗法 

Mirati Adagrasib 临床申请 已完成 adagrasib 的新药申请，用于二线治疗 KRAS G12C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 

Sana Biotechnology/ 

驯鹿医疗/信达生物 
BCMA 的 CAR结构 商业合作 获得临床验证的 BCMA 的嵌合抗原受体（CAR）结构 

Sana Biotechnology/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CD22靶向 CAR结构 商业合作 获靶向 CD22 的 CAR结构，用于开发体内基因疗法和体外同种异体 CAR-T 疗法 

Sarepta Therapeutics SRP-9001 临床试验成果公示 公布 SRP-9001 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DMD）的最新临床试验数据 

ABL Bio/赛诺菲 ABL301 商业合作 共同开发和商业化 ABL301，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和其他潜在适应症 

Ionis Pharmaceuticals 反义寡核苷酸疗法 临床试验进展 3 款目前处于 3 期临床开发阶段的 ASO 疗法有望在今后 3 年内获得结果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本周 TOP3 重点关注： 

 

【百时美施贵宝/Century Therapeutics】1 月 10 日，百时美施贵宝与 Century Therapeutics

达成合作，共同开发基于 iPSC 的 NK 细胞疗法或 T 细胞疗法，适应症分别为 AML 和 MM。 

 

【默沙东】1 月 10 日，Keytruda（帕博利珠单抗）在 IB-IIIA 期 NSCLC 术后辅助治疗的 3

期临床试验（KEYNOTE-091 研究）中达到双主要终点之一。期中结果表明，与安慰剂对照

组相比，Keytruda 组的无病生存期（DFS）显著改善，与患者 PD-L1 表达水平无关。 

 

【辉瑞/Dren Bio】1 月 11 日，公司与 Dren Bio 公司合作开发双特异性抗体，这种双特异性

抗体将肿瘤细胞与髓系细胞相连接，可实现强大安全的免疫刺激、靶向吞噬作用和肿瘤抗原

的交叉呈递。 

 

其他重点关注： 

 

【辉瑞/PostEra】1 月 11 日，两家公司扩大现有战略合作，将合作建立人工智能实验室（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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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共同推进多个药物发现计划，重点是肿瘤学和抗新冠病毒治疗药物。 

 

【Rubius Therapeutics】1 月 13 日，广泛刺激免疫系统的血红细胞疗法RTX-224 的 1/2 期

临床试验已完成首例患者给药，用于治疗某些复发/难治性或局部晚期实体瘤患者。 

 

【Gritstone bio】1 月 13 日，新抗原癌症疫苗 GRANITE 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新确

诊微卫星稳定型转移性结直肠癌（MSS-CRC）患者的 2/3 期临床试验已完成首例患者注册。

此前，GRANITE 已获得美国 FDA 快速通道资格，用于治疗 MSS-CRC 患者。 

 

【BioMarin Pharmaceutical】1 月 10 日，公司宣布 valoctocogene roxaparvovec 的一项正

在进行的 3 期临床试验获得积极结果。在该项临床试验中，valoctocogene roxaparvovec 用

于治疗严重血友病 A 成人患者，使每年凝血因子 VIII 输注率较基线数据显著降低 98%。该疗

法已经获得美国 FDA 授予的再生医学先进疗法认定（RMAT）和突破性疗法认定。 

 

【Idorsia】1 月 10 日，美国 FDA 已批准双重食欲素受体拮抗剂 Quviviq（daridorexant）用

于治疗失眠症成人患者。 

 

【礼来制药】1 月 10 日，CDE 官网显示巴瑞替尼片新适应症国内申报上市。巴瑞替尼片是

一种酪氨酸蛋白激酶 JAK1/2 抑制剂，适用于对一种或多种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s）

疗效不佳或不耐受的中重度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成年患者。 

 

【Moderna/Carisma Therapeutics】1 月 11 日，Moderna 与 Carisma Therapeutics 达成研

发合作，将共同发现、开发和推广用于癌症治疗的体内工程嵌合抗原受体单核细胞（CAR-M）

疗法。 

 

【VBI Vaccines/腾盛博药】1 月 10 日，VBI Vaccines 与腾盛博药（Brii Biosciences）共同

开发的新型重组蛋白免疫疗法 VBI-2601（BRII-179）的第二项 2a/2b 期临床试验已完成首例

患者给药。这项试验旨在评估 VBI-2601 作为乙肝标准治疗的附加疗法，治疗非肝硬化乙肝

病毒感染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Allogene Therapeutics】1 月 11 日，FDA 已放行该公司所有 AlloCAR-T 疗法的临床试验。

此前，因为在该公司在研同种异体疗法 ALLO-501A 治疗的一名患者中发现染色体异常，FDA

暂停了该公司的临床试验。 

 
 

【Amgen/Arrakis Therapeutics】1 月 11 日，Amgen 和 Arrakis Therapeutics 达成研究合作，

将针对多个治疗领域的一系列难以成药靶标发现和开发 RNA 降解疗法。 

 

【Mirati】1 月 11 日，Mirati 公司高管在 JPM 大会报告上宣布，公司已于去年年底完成向美

国 FDA 递交 KRAS G12C 抑制剂 adagrasib 的新药申请，用于二线治疗携带 KRAS G12C

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 

 

【Sana Biotechnology/驯鹿医疗/信达生物】1 月 11 日，Sana Biotechnology 与驯鹿医疗和

信达生物达成协议，获得临床验证的靶向 B 细胞成熟抗原（BCMA）的嵌合抗原受体（CAR）

结构，用于开发某些体内基因疗法和体外细胞疗法。 

 

【Sana Biotechnology/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1 月 11 日，Sana Biotechnology 与美国国家

癌症研究所（NCI）达成协议，获得其开发的靶向 CD22 的 CAR 结构，用于开发治疗 B 细

胞恶性肿瘤的体内基因疗法和体外同种异体 CAR-T 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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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epta Therapeutics】1 月 11 日，Sarepta Therapeutics 在 JPM 报告上公布了用于治疗

杜氏肌营养不良（DMD）的在研基因疗法 SRP-9001 的最新临床试验数据。试验结果表明，

与对照群体相比，SRP-9001 治疗可使用于检测运动能力的 NSAA 指标提高 2.0 点。 

 

【ABL Bio/赛诺菲】1 月 12 日，韩国 ABL Bio 公司与赛诺菲（Sanofi）达成一项全球独家合

作和许可协议，共同开发和商业化 ABL301。ABL301 是一款处于临床前阶段的潜在

“first-in-class”双特异性抗体，同时靶向α-突触核蛋白和 IGF1R，可增强抗体的血脑屏障

（BBB）穿透力，拟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和其他潜在适应症。 

 

【Ionis Pharmaceuticals】1 月 13 日，公司宣布 3 款目前处于 3 期临床开发阶段的 ASO 疗

法有望在今后 3 年内获得结果。其中，与阿斯利康（AstraZeneca）合作开发的 eplontersen

预计在今年可获得 3 期临床试验结果。 

 

6. 风险提示 

 

临床试验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临床试验结果不及预期的风险，医药政策变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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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Table_Aut hor Statement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勤勉

尽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

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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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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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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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深圳市 

地  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8 号中国凤凰大厦 1 栋 7 层 

邮  编： 51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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