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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作类型：研发、生产及商业化
●合作概况：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拟就 HLX35（即
针对 EGFR 与 4-1BB 双靶点的双特异性抗体，以下简称“该产品”）与 Binacea pharma
Inc.（以下简称“Binacea”）进行开发合作，并于区域内（除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
区外的所有国家及地区，下同）及领域内（与任何适应症相关的疾病或失调的人类
的治疗、预防、治愈或管理，下同）就该产品授予 Binacea 研发、生产及商业化的
权利（以下简称“本次合作”）。
●特别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该产品尚处于临床前早期研究阶段，全球范围内尚无其他同
类双特异性抗体的临床开发信息。根据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
例如临床试验中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2、该产品于区域内的开发、注册、生产、销售等还须得到区域内相关监管机构
的批准。
3、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且临床试验研究存在一定风险。若该产品于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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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进展及结果受到（包括但不限于）试验方案、受试者
招募情况等因素影响，并可能因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该产
品能否达到约定的研发及注册里程碑并由复宏汉霖收取相关里程碑款项存在不确定
性。
4、新药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受包括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
该产品在区域内的销售业绩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市场预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
合作是否能够达到约定的销售付款里程碑并由复宏汉霖收取相关里程碑款项及销售
提成亦存在不确定性。
5、Binacea 拟通过股权融资等方式筹措用于支付本次合作的对价款项。截至本
公告日，Binacea 已与若干潜在投资者达成投资意向并签署意向书/投资协议，但该
等融资尚未正式完成，Binacea 存在无法依约履行本次合作义务的风险。

一、概况
2020 年 11 月 25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与 Binacea 签订《License and
Co-Development Agreement》（即《许可和共同开发协议》，以下简称“《许可协
议》”），复宏汉霖拟就该产品与 Binacea 进行开发合作，并于区域内及领域内就该
产品授予 Binacea 研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的权利。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合作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二、标的产品
1、基本信息
该产品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针对 EGFR
（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与 4-1BB（即 CD137，属肿瘤坏死因子受体家族的成员）
双靶点的双特异性抗体产品，拟用于结直肠癌和头颈部肿瘤及其他实体肿瘤治疗领
域。根据临床前的动物实验数据显示，针对 EGFR 与 4-1BB 的双特异性抗体可有效将
两个靶点的优势合并在一起，可以结合在肿瘤表面的 EGFR 分子上，阻断肿瘤信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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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通路，杀死肿瘤细胞，同时还可以结合免疫细胞（T 细胞和 NK 细胞）表面上的 4-1BB
免疫激活分子，使更多的免疫细胞聚集在肿瘤周围，并刺激微环境中免疫细胞的活
性，从而协同杀死肿瘤细胞，提高疗效。
截至 2020 年 10 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产品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 1,553
万元（未经审计）。
2、市场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全球范围内尚无针对 EGFR 与 4-1BB 靶点的双特异性抗体药品、
靶向 4-1BB 的单克隆抗体药品获上市批准；于全球范围上市的靶向 EGFR 的单克隆抗
体药品主要包括德国默克里昂制药公司的西妥昔单抗注射液（Cetuximab）、百泰生
物药业有限公司的尼妥珠单抗注射液（Nimotuzumab）和安进公司的帕尼单抗注射液
（Panitumumab）等。根据 IQVIA MIDASTM 提供的资料（IQVIA 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
产业专业资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者），2019 年度，靶向 EGFR 的单克隆抗体药品于
全球的销售额约为 22 亿美元。

三、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Binacea 成立于 2020 年 2 月，注册地为开曼群岛，董事长为 Feng Weijun 博士。
Binacea 主要从事双特异性抗体、多特异性抗体和融合蛋白的研发及销售。截至本
公告日，Feng Weijun 博士持有其 100%的股权。
Feng Weijun 博士拥有 20 年生物制品的研发经验，在蛋白/抗体工程、工艺开发、
分析、配方、CMC、制造和 IND/NDA 备案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曾在美国多家生物制
药公司担任多个技术管理职位。
因 Binacea 成立于 2020 年 2 月，截至本公告日，Binacea 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四、《许可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及许可内容
（1）复宏汉霖拟就该产品与 Binacea 进行开发合作，并于区域内及领域内就该
产品授予 Binacea 研发、生产及商业化的权利。
（2）复宏汉霖将全权负责该产品的临床前研究，Binacea 同意承担该产品在生
成研究细胞库后的所有临床前研究费用（包括上游工艺、下游工艺、制剂、毒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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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等）的 50%。
2、许可区域：全球范围（除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外的所有国家及地区）
3、付款
（1）Binacea 应根据约定向复宏汉霖支付至多 9,800 万美元首付款、研发及注
册里程碑付款，具体安排如下：
①首付款为 500 万美元：应于《许可协议》生效之日起 14 日内支付；
②研发及注册里程碑付款共计不超过 9,300 万美元，该等里程碑包括：
（i）该产品在区域内获任何国家或地区临床试验批准时，支付 100 万美元；
（ii）该产品在区域内开展 I 期、II 期、III 期临床试验时，分别支付 300 万
美元、500 万美元和 900 万美元；
（iii）该产品于美国提交生物制剂许可申请（BLA）及获批准时，共计支付不
超过 3,500 万美元；
（iv）该产品于日本提交生物制剂许可申请（BLA）及获批准时，共计支付不超
过 1,700 万美元；
（v）该产品于欧盟提交营销授权申请（MAA）及获批准时，共计支付不超过 2,300
万美元。
（2）Binacea 应根据约定向复宏汉霖支付至多 67,000 万美元销售里程碑付款，
其中：根据该产品在区域内的年度净销售额的达成情况向复宏汉霖分别支付 2,000
万美元、5,000 万美元、10,000 万美元、20,000 万美元和 30,000 万美元。
（3）销售提成
在协议约定期间内，根据该产品在区域内净销售额的达成情况，由 Binacea 按
净销售额的 8%至 10%不等的比例向复宏汉霖支付销售提成。
4、再许可
若该产品于美国、欧盟或日本任一国家/地区完成 I 期临床试验，则 Binacea 有
权将该产品的相关知识产权许可内容许可给第三方，且第三方应承担 Binacea 于《许
可协议》项下的同等义务。
5、其他合作开发
经合作双方（即复宏汉霖与 Binacea，下同）书面同意，Binacea 有权从复宏汉
霖的早期研发管线中选择至多 3 款初期研发项目，与复宏汉霖共同合作开发。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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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该等选择权，Binacea 应与复宏汉霖需就所涉研发项目的合作另行签订协议。
6、合同期限
《许可协议》自合作双方签署之日起持续有效，除非根据《许可协议》项下约
定条款终止。
7、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许可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作双方发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的，
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并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且仲裁裁决是终局。

五、本次合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旨在进一步推进本集团双特异性抗体产品的研发进展，并提早规划该
产品的海外市场布局。

六、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该产品尚处于临床前早期研究阶段，全球范围内尚无其他同
类双特异性抗体的临床开发信息。根据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
例如临床试验中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2、该产品于区域内的开发、注册、生产、销售等还须得到区域内相关监管机构
的批准。
3、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且临床试验研究存在一定风险。若该产品于区域内
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进展及结果受到（包括但不限于）试验方案、受试者
招募情况等因素影响，并可能因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该产
品能否达到约定的研发及注册里程碑并由复宏汉霖收取相关里程碑款项存在不确定
性。
4、新药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受包括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
该产品在区域内的销售业绩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市场预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
合作是否能够达到约定的销售付款里程碑并由复宏汉霖收取相关里程碑款项及销售
提成亦存在不确定性。
5、Binacea 拟通过股权融资等方式筹措用于支付本次合作的对价款项。截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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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Binacea 已与若干潜在投资者达成投资意向并签署意向书/投资协议，但该
等融资尚未正式完成，Binacea 存在无法依约履行本次合作义务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许可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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