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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神州 2010 年在开曼群岛

注册成立，主要从事治疗癌症为主

的分子靶向及肿瘤免疫治疗药物的

研发与销售，商业化产品及临床阶

段候选药物共 47 款，包括 8 款商

业化阶段药物、4 款已申报候选药

物和 35 款临床阶段候选药物。其

中 3 款处于商业化阶段的自主研

发药物分别为 BTK 小分子抑制剂

百悦泽誖（BRUKINSA誖，泽布替

尼胶囊，zanubrutinib），抗 PD-1

单抗百泽安 （替雷利珠单抗注射

液，tislelizumab）誖和 PARP 抑

制剂百汇泽誖 （通用名：帕米帕

利）。预计到 2021 年底，百济神州

还将有至多 12款产品上市。

招股书（申报稿）显示，百悦泽誖

2020年开始实现规模化销售，2020

年1-9月销售额超过1.6亿元;百泽

安誖2020 年 3 月开始在中国上市

销售，至 2020 年 9月 30 日即实现

近 7亿元的销售收入；2021 年 5月

7日，百济神州第三款自主研发的

抗癌新药 PARP 抑制剂百汇泽誖

正式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附条件批准。

不过百济神州仍然在继续投

入上述已上市药品的适应症拓展

研究，相应研发支出随之增加，因

此已上市药品销售仍处于亏损状

态。

2017 年至 2020 年 1-9 月，百

济神州营业收入分别为 16.11 亿

元、13.10 亿元、29.54 亿元和 14.59

亿元，包括药品销售收入以及技术

授权和研发服务收入，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9.82

亿元、-47.47 亿元、-69.15 亿元及

-81.04 亿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百济神州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243.03 亿元。

天眼查 App 显示，此次 IPO

前百济神州已完成 8 轮融资，其中

不乏高瓴资本、摩根士丹利、高盛集

团等国内外知名机构参与，从 2014

年的A轮到之后的美港股 IPO，高

瓴资本参与其 8轮融资。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百济神州第一大股

东安进持股 20.36%；高瓴资本则持

有 12.43%的股份，为第三大股东。

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016 年，公司在纳斯达克交易

所上市，成为首个在美国纳斯达克

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创新型生物科技

公司；2018 年登陆香港联交所，是

所有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未盈利

生物科技公司中最大市值的公司，

最新市值约 2560 亿港元。

2020 年 7月，高瓴作为锚定投

资人，对百济神州追加 10 亿美元

投资，其他几个股东跟进，百济神州

共融资 20.8 亿美元，创造了全球生

物医药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股权融

资，高瓴的 10 亿美元也成为全球

生物医药史上最大的一笔投资。

在百济神州创立至今的 10 年

间，高瓴共参与和支持了百济神州

的 8轮融资，是百济神州在中国唯

一的全程领投投资人。

百济神州本次科创板上市拟公

开发行不超过 13.23 亿股 (绿鞋机

制行使后）A股，募资 200 亿元，围

绕管线产品的临床试验研发项目是

本次募集资金的投资重点，拟投入

约 132 亿元用于药物临床试验研

发项目，占整体拟募集资金

66.23%。

公司还计划通过设计有针对性

的市场准入策略，以更实惠的药物价

格分阶段进入全球市场，开创全球增

长新模式，成为具备全球实力、拥有

本地智慧的全球性生物科技公司。

记者 林劲榆

晨报讯 昨天，国家发改委宣

布，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自

2021 年 6 月 28 日 24 时起，国内

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 225

元和 215 元。这是今年以来第九

次上涨，也是年内第二次 “两连

涨”。

根据卓创资讯的数据，截至本

周期第十个工作日，原油变化率为

5.01%，从调整幅度看，折合每升油

价上调 0.18 元 -0.20 元，这意味着

上海 92 号汽油也将正式进入 7 元

时代，对于一辆可加 50 升油的轿

车来说，此次油价上涨后，加油成本

将多花 8.5 元 -10 元。

6月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上行。

隔夜市场，WTI 原油期货收盘价格

为每桶 74.05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

货收盘价格为每桶 76.18 美元，均

创 2018 年 10 月以来的最高收盘

价。这也是国际原油价格连续第五

周上涨。

2021 年以来，国内成品油调价

已进行了十二轮，汽油总计上调了

1405 元 / 吨，柴油总计上调了

1355 元 / 吨。此次价格上调落实

后，2021 年成品油调价将呈现“九

涨一跌两搁浅”的格局。

今年第九涨，申城油价进入 7元时代

中芯国际之后，科创板最大IPO到来
国内首家美股、港股、A股三地上市的药企，拟募资 200 亿元

晨报记者 曹西京

拟募资 200 亿元， 国内首家

三地上市的药企要来了！

6月 28日， 已在美股和港股

上市的百济神州有限公司（百济神

州，BGNE.US，06160.HK） 科创板

首发过会，中金公司及高盛高华为

联合保荐人。 若此番 A股 IPO闯

关成功，百济神州将成为首家“三

地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

目前科创板“考生”中，募资

超过 200 亿元的除了去年 6 月

30 日上市的中芯国际，百济神州

也是拟 IPO 公司中募资金额最

大的。出色的创新药研发能力、丰

富的管线产品储备、 已经在中国

生物科技公司中建立的全球临床

布局和运营的领导地位， 使这家

植根中国、 全球领先的生物科技

公司备受关注。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横沙乡民

建村进一步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先后开展了两次实

践活动，从而深化党性，增强党建引领。

深化党史学习 迎接百年建党
———横沙乡民建村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系列活动

6 月 18 日上午，民建村党支部联合区域化党建
共建单位乡市场监督管理所党支部、城乡结对共建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实验室与装备处党支部共同前
往淞沪抗战纪念馆开展党史教育活动，此次活动共
有 50多位党员参与。

活动中，党员干部们通过精心布置的展览，感
叹淞沪抗战的壮烈，正是他们的牺牲才换回了我们
国家现在的安宁。在展馆外，支部书记袁卫华带领
参加活动的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党员干部们将不
忘初心，继续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同日下午，党员们又一同观看了红色电影《悬
崖之上》。影片中的四位同志为了完成组织下达的
任务，无畏的牺牲精神让党员们感动不已。电影结束
后，多位党员都感慨道，电影让生活在安逸中的我们
能够感受到在黑暗时期的同志们为了新中国不畏牺
牲的革命精神，也深感现在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

理论与实践并行，在 6月 22 日，民建村与民东

村党支部、海鸿村党支部联合开展了庆祝建党一百
周年系列活动:联合党课，本次活动包括“书记上党
课”、观看《我是党员———胡军华》以及党员集体过
政治生日等，三个党支部共计 85 位党员参与了此
次活动。

学习期间，民建村支部书记袁卫华通过文字、图
片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让党员们加深了对党的创建
史的印象。与会党员还一同观看了《我是党员———
建党百年专辑》，他们在赞叹片中胡军华同志党性修
养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为党为民的信念。

党史学习教育需要长时间的熏陶与淬炼，党员
干部们只有坚定自己的信仰，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
认知能力和工作能力。在未来，民建村将把党史学习
教育常态化，以饱满的精神姿态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唱响百年红色旋律 牢记奋斗初心使命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隆重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活动

    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进一步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展示风采，凝聚人心、昂

扬斗志、促进发展，2021 年 6 月 18 日下午，宝山城

市工业园区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表彰先进、致敬

前辈、唱响红色旋律，开展以“颂歌献给党，奋进新

征程”为主题的活动，园区领导班子、落户企业的负

责人、基层党组织书记、工会主席、党员群众、村居

民代表等参加活动。

园区党工委副书记苏玲，在现场宣读了《关于

表彰上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定》，10 名优秀共

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接

受表彰。

活动现场，园区党工委响应党中央号召，向来

自机关、居、村的 9名老党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机关退休支部党员、原园区党工委

书记毛菊弟作为老党员代表做了发言。

颂歌献给党，奋进新征程，唱红歌、学党史，来

自园区机关、企业、社区的 10 支合唱团队的红歌

赛，将主题活动推向高潮。一曲曲颂歌唱出园区广

大党员和干部职工的对党的崇敬和热爱，一段段经

典旋律道不尽对伟大祖国美好未来的祝福与期待。

经过专家评审，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荣获一等奖，园区区域化党建机关团队《走

进新时代》、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明天会更

好》荣获二等奖，另 7支参赛队荣获三等奖。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建党

百年之际，园区开启“十四五”新篇章，园区上下有

信心、有能力在加快推进宝山科创主阵地重要承载

区的建设中昂首阔步、破浪前行！

村企共建 助力发展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棉场村环境显著改善

    近两年来，为了提升群众满意度与幸福感，上海

市浦东新区棉场村党总支在镇党委的牵头下， 先后

与 11家企业形成共建，针对村民们的需求进行了一

系列村内改造， 使棉场村的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质

量大大提升。

为了感谢这些企业对村内设施建设的大力资
助与支持，6月 22 日，书院镇棉场村举办了综合帮
扶主题党日活动，共有 11 家共建单位人员与众多
村民参加，整场活动饱含着浓浓的情谊。

据了解，棉场村作为待开发区域，村内设施较
为落后，老百姓出行问题急需解决。2019 年，在中共
上海宏南市政设施养护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的帮
助下，棉场村在丰产路主干道上选取一处地方打造
了口袋公园，内设健身步道，丰产路又在浦养集团
党委的帮助下进行了铺设污水纳管与路面翻新两
大工程。

同年，上海振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党
支部和中共上海宏南市政设施养护有限公司支部
委员会分别为棉场村各援建一个健身点；上海亚荣
电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新岸建设有限公司为棉
场村新建的睦邻点活动室给村民们提供了交流娱

乐的好去处，大大提升了居民们的幸福感。
今年 4月，浦养集团与棉场村开展了党史学习

专题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筹备村委会前的 3 组
机耕路的翻修施工。集团在短时间内进行实地勘
察，制定实施方案与工作计划，并在 5 月份启动工
程，在修缮破损路面的同时，还铺设了沥青，于 6 月
22 日正式竣工。

另外，在重阳节时，共建单位中捷金属为棉场
村 80 岁以上的老人送上了慰问品，上钢四村居委
为老人们送上文艺表演；张江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则直接进行捐助。
随着“村企联建”活动的开展，棉场村将拥有越

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一个个惠民工程签约落地，开启
了乡村振兴新模式，在未来，棉场村将在村企共建引
领下，补齐村内基础设施发展和民生短板，走出一条
“以企带村、以企促村、村企互动”的新路径。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周浦镇开展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禁毒法》，使大家充分了
解毒品的危害， 进一步引导辖区家庭树立远离
毒品、抵制毒品的意识，周浦镇平安办组织各部
门及整合各方法制宣传力量围绕以“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为宣传主题，多载体、多途径开展禁
毒知识宣传活动。

6 月 3 日，由周浦平安建设办牵头，上海中致社
周浦分社禁毒社工前往上海市健康医学院，参加医
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同时在此
契机下举办禁毒宣传月拒毒先锋校园行课堂活动。
学校积极配合组织了学生参与投入其中。

6 月 8 日上午，由周浦镇禁毒工作小组,中致
社禁毒社工协调组织开展“拒毒防毒，人人有责”
禁毒知识展会活动，汇同周浦派出所、周东派出所
以及张江高校派出所专职法宣民警一同前往，同
时有 610 反邪教、青少年社工，司法所，扫黄打非
相关部门的积极参与，在上海健康医学院宣传部
门的高度配合下完成了 6 月份以来的第二次禁毒
宣传活动。
6月 16 日，周浦镇平安办禁毒工作小组前往周

浦镇澧溪小学做禁毒宣传，同时前往的还有刚刚招
募的大学生志愿者三名。活动安排学生在课余时间

观摩禁毒宣传展板，用广播宣讲毒品的概念及传统
毒品等。邀请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资深专业禁毒社
工———杨芬芬授课。课堂上学生们踊跃发言，积极
互动，课堂氛围非常热烈。此次授课不仅完成了禁
毒课题授课，同时给现场旁听的大学生志愿者专业
化的教学示范。

通过本月三次的禁毒宣传活动收效盛好，即完
成了目标任务的大半，同时在活动中完成了大学生
志愿者的招募、组建及前期培训，为周浦镇后期“拒
毒先锋校园行”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月 25 日，周浦镇平安办禁毒工作人员及禁毒
社工组织在周浦镇万达商场设摊宣传活动，通过悬
挂横幅、展板、海报、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及宣传品等
形式开展活动。

宣传中，同时还对扫黄打非、电信网络诈骗、远
离赌博、反邪教、打击非法营运进行了宣传。通过宣
传，充分调动了辖区群众参与禁毒斗争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有效增强了群众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