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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
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变更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在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睿智医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许剑

300149

证券事务代表
李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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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268 号交易广场 28 楼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268 号交易广场 28 楼

传真

0750-3869666

0750-3869666

电话

020-66811798

020-66811798

电子信箱

ir@cppt.com.cn

ir@cppt.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睿智医药作为一家拥有领先水平的生物药、化学药一站式医药研发及生产外包服务提供商，睿智医
药始终秉持“科技为本，技术为先”的发展理念与“成为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创新服务企业”的企业愿景，致
力于持续赋能全球医药健康产业创新策源。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含两大业务板块，分别为医药研
发及生产服务（CRO/CDMO）、微生态营养与医疗。
（1）医药研发及生产服务（CRO/CDMO）
医药研发及生产服务（CRO/CDMO）板块作为公司核心业务板块，通过前沿、多元且全面的技术积
累，为国内外大中型制药企业、生物技术公司以及科研院校提供涵盖生物药、化学药，从药物早期发现
到药物开发与规模化生产阶段的一体化服务。按业务性质划分，医药研发及生产服务（CRO/CDMO）板
块业务由化学类CRO、生物类CRO、小分子CDMO、大分子CDMO四大服务模块组成，为全球合作伙伴
提供医药研发及生产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医药研发及生产服务（CRO/CDMO）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35,843.51万元，占公司总收入的80.35%；其中药物临床前研发外包服务（临床前CRO）作为医药研发及
生产服务（CRO/CDMO）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其实现营业收入121,989.39万元，占医药研发及
生产服务（CRO/CDMO）板块的89.80%。
①化学类CRO
化学类CRO业务为客户提供了小分子药物早期发现阶段全方位的服务内容，涵盖了从靶标解析与验
证、苗头化合物的设计、苗头化合物到先导化合物的筛选、先导化合物优化至临床候选化合物以及支持
小分子药物早期发现阶段的化合物合成等不同细分阶段，服务内容包括结构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设计
合成化合物库、药物化学、合成化学、多肽化学、基于片段的药物筛选、分析化学，并前瞻性布局了连
续性反应技术、超临界流体手性分离技术（chiral SFC）以及靶向泛素化降解蛋白质技术（PROTAC）。
此外，公司化学类CRO业务协同大分子药物研发、生物及药理药效以及药物代谢动力学与早期毒理等业
务板块，对外提供一体化服务项目。公司化学类CRO业务基于上海、四川成都、美国旧金山三处基地对
外提供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人工智能辅助药物设计及开发，提供客户大数据分析及机器学习和建模，创建
含有8百万个小分子的数据库可用于虚拟筛选。在多肽化学方面，公司进一步拓展在药物靶向递送方面的
研发能力，开发了新型GalNAc药物转运分子，并已提交专利申请。
②生物类CRO
公司生物类CRO业务包括生物药研发服务、药代动力学与早期毒理、生物与药理药效学研究三个业
务板块。
公司生物药研发服务板块成立于2010年，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先进全面的生物制剂研发方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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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模块涵盖从蛋白表达平台的构建至临床候选抗体生成，包括利用多种表达系统生产重组蛋白和抗体以
及抗体研发（特异性抗体筛选、亲和力成熟、抗体人源化以及生物制剂分析与表征）等服务。
生物与药理药效、药代动力学与早期毒理服务板块作为药物研发的重要支撑，公司借助其开发积累
的多种疾病动物模型与体内外生物学分析方法，为客户提供快速高效的新药体内外药效药理学、药物代
谢动力学与安全毒理等相关性研究，并结合数据辅助客户确定候选化合物的结构修饰方案，从而帮助客
户快速有效推进候选先导化合物进行IND申报。
③小分子CDMO
公司小分子CDMO主要为全球客户提供中间体与原料药、制剂的工艺开发及小批量生产等服务，根
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于2022年3月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凯惠药
业（上海）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同意将经营小分子CDMO的凯惠药业全部股权转让给博腾
股份。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交易事项在有序推进中。
④大分子CDMO
公司大分子CDMO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为全球客户提供涵盖从早期DNA序列筛选到后期规模化
生产服务，以支持国内外IND与NDA申报，其业务 内容包括了稳定的细胞株开发和建库、工艺开发和优
化、无菌灌装和冻干，中试规模的样品生产和大规模 的商业生产等。报告期内，公司大分子CDMO主要
通过位于上海张江CDMO基地为国内外客户提供符合NMPA、 FDA以及EMA质量体系的生物药研发及生
产服务，重点覆盖各类客户临床前研究、临床I期及临床II期的药物研发及生产需求。江苏启东“创新生物
药研发及生产基地”的抗体原液车间和制剂车间已经全面建设完成，并且投入生产。公司大分子CDMO服
务能力可以有效覆盖客户从临床前研究至商业化生产需求。
（2）微生态营养与医疗
报告期内，公司微生态健康板块主要以生产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系列益生元产品为主。经过多年
的技术及市场积累，公司形成了QHT®益生元配料品牌，在国内益生元配料市场占有率领先，其下游客户
主要包括乳制品、保健品等领域。除益生元配料业务以外，公司借助自身前端研发实力及规模化生产能
力，积极开拓ODM/OEM业务及自主终端益生元产品，并逐步延伸至微生态医疗，借助肠道菌群基因数据
库结合患者肠道菌群检测结果，开发个性化微生态健康管理方案。报告期内，微生态健康板块实现营业
收入33,340.34万元，占公司总收入的19.72%。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聚焦医药研发及生产服务业务
（CRO/CDMO业务），公司决定置出益生元业务，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交易事项在有序推进中。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单位：元

总资产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4,217,591,526.68

4,121,581,017.24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33%

2019 年末
3,767,716,6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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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64,444,590.44
2021 年

营业收入

2,427,903,737.42
2020 年

-19.09%

2,291,888,764.28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1,690,677,943.33

1,481,591,872.64

14.11%

1,327,826,06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2,245,074.78

154,550,403.78

-360.27%

138,922,36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2,303,938.34

82,898,722.44

-609.42%

118,950,350.00

378,219,891.25

343,160,357.56

10.22%

215,069,587.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1

0.31

-361.29%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1

0.31

-361.29%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0%

6.55%

-24.95%

6.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89,706,314.16

455,686,691.30

416,090,491.65

429,194,446.22

1,631,770.54

3,506,091.10

9,695,301.07

-417,078,23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21,313.16

3,513,467.55

3,916,277.66

-425,212.370.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025,423.75

103,818,778.76

93,290,948.36

116,084,74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17,333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19,778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持有特别表决
0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北海八本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8%

76,342,300

0 质押

杭州磁晅量佳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4%

51,185,660

0

上海睿昀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20%

40,968,82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93%

29,626,441

曾宪经

境内自然人

4.91%

24,555,275

MEGA STAR CENTRE
LIMITED

境外法人

4.54%

22,711,333

0

广州宝鼎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

14,990,000

0

22,354,415 质押

数量
11,080,000

10,990,000

0
24,555,275 质押

14,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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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嘉泉商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2%

12,593,868

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
有限公司－中金稳定收
益专户

境外法人

1.99%

9,956,900

0

张道才

境内自然人

1.58%

7,908,3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曾宪经为北海八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积极有序开展各项工作。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9,067.79万元，同比增长14.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224.51万元 。在业务板块上，
医药研发及生产服务（CRO/CDMO）板块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35,843.51万元，同比增长11.94%；实
现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3,226.82万元。收入稳定增长但净利润亏损的原因主要为：（1）计
提商誉减值36,760万元；（2）江苏启东生物药商业化生产项目投入使用早期各项开支费用增加而收入规
模有待进一步提升；（3）薪酬调整导致人工成本同比增加；（4）执行新租赁准则下，原经营租赁（新
准则下需确认为租赁负债）下未确认融资费用的摊销导致该部分财务费用增加。微生态健康业务板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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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3,340.34万元，同比增长19.10%；实现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6,863.93万元，
同比增长20.05%，主要是进一步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以及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及产品结构调整所致。
公司始终坚持以持续赋能全球医药健康产业创新策源为使命，秉承科学为本、技术为先的理念，聚
焦主业，集中资源持续打造与完善一体化CRO/CDMO服务平台为核心发展战略。未来，公司将做好：1、
持续巩固CRO在技术领先及客户口碑等方面的优势；2、加大国内医药市场开拓力度，持续优化符合国内
市场的营运体系；3、持续引进优秀人才，做好人才库的管理以及加大员工的培养力度；4、依托CRO优
势，发挥CRO/CDMO协同效应，加快公司CDMO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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