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先导”、“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成都先导上
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
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并有效执行了持续
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
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
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
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成都先导签订《保荐
协议》
，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走访、尽职调查等方
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
定期回访等方式，了解成都先导业
务情况，对成都先导开展持续督导
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
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
公告

在持续督导期间成都先导未发生按
有关规定需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
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
在持续督导期间成都先导未发生违
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
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
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

6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成
都先导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作
出的各项承诺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发布的业务规则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
诺

1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保荐机构督促成都先导依照相关规
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 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
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
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
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
外投资、控股子公司管理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
规则等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
保荐机构督促成都先导严格执行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
其他相关文件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
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
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
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
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
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成都先导的信息披露文
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
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
施予以纠正

成都先导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
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
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
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成都先导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
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
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经保荐机构核查，不存在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2

保荐机构对成都先导的内控制度的
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成都先导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
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
公司的规范运营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作出说明并限
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涉嫌违
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
（二）证券服务机
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 成都先导未发生前述情况
不当情形；
（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
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
工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
的其他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
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当自知道
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
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核查；
（一）存
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21 年度，成都先导不存在前述情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 形
益；
（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资金往来或
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
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
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
要求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药物发现领域技术替代性和研发风险
目前，早期药物发现市场对于药物发现有多种筛选方法，主要包括传统的高通量筛
选（HTS）、基于结构化的药物筛选（SBDD），以及目前比较热门的基于片段化结构的
筛选（FBDD）和虚拟筛选等，DEL 技术仅是其中一种，虽然在建库和筛选的速度以及
成本方面具有优势，但同样也存在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和不足，加之目前医药企业高额的
研发投入促进了药物发现领域的技术发展和创新速度，因此 DEL 技术存在被目前现有
3

技术以及其他创新性药物筛选方法所取代的风险。
目前公司有两个成熟的药物发现技术（DEL、FBDD/SBDD）和其他新兴核心技术
（STO、TPD）在建设完善，但仍存在新兴技术研发失败和被其他新技术替代的风险。
2、新药研发失败的风险
公司不同于常规 CRO 类企业，由于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DNA 编码化合物库，
具备药物核心知识产权，因此公司选择了部分生物靶点进行自主筛选、新药发现与后续
临床开发。虽然公司会在药物开发到某一特定阶段（通常为临床前候选药物、临床候选
药物等）时将项目转让给合作伙伴（全部/部分权益），从而项目后续收益与风险同时转
移，但在药物权属转让之前公司相关项目仍存在新药研发失败的风险。特别由于公司开
发的药物项目多是针对新靶点/新机制的新分子实体，与改良型新药、仿制药等相比，有
更高的研发失败风险。
（二）经营风险
1、核心技术人才流失及核心技术泄密风险
公司自设立以来围绕 DEL 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性工作，并逐渐形成了一
支在早期小分子新药研发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研发团队，积累了大量的技术诀窍。凭借
雄厚的人才实力以及技术优势，公司在行业内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公司通过不断完善
人才培养制度及人才激励机制、为员工提供更好的科研环境及发展空间，以维持核心技
术人员团队的稳定性，并不断吸引优秀外部人才加盟；同时，公司通过制定严格的保密
制度并实施其他约束措施，以防范核心技术泄密。但是，随着医药研发行业发展，行业
内对于技术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公司仍面临核心技术人才流失及其导致核心技术泄密
的风险，可能对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力及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2、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通过收购英国公司 Vernalis，尽管在产品、技
术和市场方面，Vernalis 与公司有充分的产业协同基础，但由于区域文化、政治环境以
及管理方式的差异，仍不排除收购完成后双方在人事、制度和文化上难以实现高效的整
合与协同发展，影响企业的运营和发展。上市后，公司的管理体系将更加严格，在公司
治理、人才管理、财务管理、运营支持、资本运作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公司管理
4

层的管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如果公司管理层的管理能力及风险意识不能适应公司快速
发展和组织扩增的新环境，能给公司的经营活动带来潜在的管理风险，导致公司管理效
率下降，经营成本上升，甚至关键人员流失，进而削弱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3、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
公司的客户集中度相对较高，公司也在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组建了聚焦国内医药市
场的商务开发团队。若未来因公司主要客户经营状况不佳或因公司无法及时满足客户需
求等原因，导致公司主要客户对公司产品的需求量降低，同时国内市场客户开发不及预
期，则可能对公司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公司利润下滑。
（三）财务风险
1、汇率风险
公司来自于海外的收入占比较高，主要以美元和欧元计价，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公司
服务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2、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风险
公司目前享受了多项税收优惠，如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整
体税负成本或将发生变化，进而对公司盈利能力与股东回报产生一定程度影响。
3、市场波动带来的公允价值计量资产价值变动风险
公司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价值将在每个报告期末以公允价值确定，
此部分资产可能会受到市场剧烈变动而大幅变化，从而导致相关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大幅
变动，进而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四）行业风险
1、市场竞争风险
近年来，由于医药产业政策鼓励创新药及医药企业的研发投入，国内制药企业的研
发能力和外包服务 CRO 公司的规模得以快速发展，以及形成了一些规模尚小但具有特
色型技术的生物技术公司，而这些公司在布局早期药物筛选阶段业务后，也纷纷开始尝
试进入 DNA 编码化合物库技术领域。此外，近几年由于跨国药企纷纷布局 DEL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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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大了投入力度，原本在 DEL 技术领域内的国外竞争对手在 DEL 库规模、合作数量
等方面均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公司将同时面对来自国际老牌竞争对手和国内企业
的技术介入带来的竞争。
2、对医药企业研发投入依赖性风险
公司新药研发服务的业务主要通过对外提供服务获取收入，公司客户主要为跨国药
企、国际生物技术公司及国内创新性制药企业，因此上述客户群体对于研发的整体投入
力度对公司收入影响较大，如果未来行业内整体研发投入力度下降，或对于早期药物发
现阶段的研发投入降低，将对公司业务发展及收入造成不利影响。
（五）宏观环境风险
1、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受全球疫情的持续影响，公司部分海外客户（美国为主）的实验室在疫情期间关闭，
导致部分业务无法按时完成或无法按时与客户完成交接确认。此外，公司海外商务开发
活动亦因为全球疫情而受到限制，导致部分订单签订进程变缓。因此，如果全球疫情持
续严重，会存在对公司主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2、主营业务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为 DEL 技术相关的药物早期发现研发服务，公司主要客户类型包括：
全球跨国制药企业、国际知名生物技术公司、国内大型医药企业等。若中美之间贸易摩
擦继续加剧，贸易政策发生重大不利的变化，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或将受到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1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会计数据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311,058,555.97

243,600,479.33

27.69

63,383,837.59

64,023,167.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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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3,297,466.30

42,938,591.71

-4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43,496,009.09

1,585,475.44

2,64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1,315,907,403.55

1,277,930,264.29

2.97

总资产（元）

1,713,800,021.41

1,648,005,753.49

3.99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6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1

-4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9

6.26

减少1.37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4.20

减少2.40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3.69

41.00

减少17.31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202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31,105.86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7.69%，主要系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收购了 Vernalis (R&D) Limited 公司，2021 年公司因合并范围变化
营业收入增加，2021 年，来自 Vernalis 的收入 9,768.31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31.40%。
2、2021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329.75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964.11 万元，同比下降 45.74%，主要系：
（1）2020 年 12 月，公司收购了 Vernalis，2021 年公司处于资源整合与技术协作期
间，协同效应尚未完全体现；
（2）2020 年度，公司发生一个 IND 阶段的自研新药项目转让，对当年公司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产生积极贡献；2021 年度，公司两个自研
新药项目获批 IND 并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暂未实现转让；
（3）公司 2021 年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4,008.6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900.18 万
元，主要系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增加 2,279.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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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9.60 万元，同比增长 2,643.40%，
主要系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收购的 Vernalis 的客户回款带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大幅增加。
综上，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具备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1）公司依托核心技术，实现了 FBDD/SBDD 技术以及与 DEL 技术的整合
公司自创立始终致力于核心技术——DNA 编码化合物库（DEL）技术的开发、应
用和升级。DEL 技术是早期药物发现领域的创新性热点方向之一。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公司极大地推动了 DEL 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化应用，目前已成为 DEL 技术领域的领先者
之一。
目前，公司 DNA 编码化合物库小分子种类突破 12,000 亿，是全球目前已知的化合
物骨架种类最多规模最大的实体小分子化合物库。公司的 DNA 编码化合物库具有较好
的设计质量和合成质量，在设计上采用数千个不同类型的分子骨架结构作为母核，与数
万种试剂相组合，采用特殊的合成反应在 DEL 合成过程构建母核结构，能够覆盖已经
成药的小分子和已知生物活性分子所含有的大部分结构，并进行了深度扩展，使得小分
子结构数量规模巨大。先导库的分子在兼顾分子多样性的同时，在设计上对分子属性也
进行了优化，从而使“先导库”分子具有较好的成药性。
公司经过多年的摸索，建立了核酸合成、DEL 合成、分析和分离的全流程控制，在
不断优化合成技术的同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质量控制的流程和方法，确保 DEL 的合
成质量。公司使用“先导库”累积筛选上百个生物靶点，筛选结果又反过来可以对库的
设计和合成形成有力的支持和反馈，促使整个 DEL 设计和合成技术的提升。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基于核心技术筛选平台为客户筛选完成了 47 类不同靶点类型，
其中包含蛋白-蛋白相互作用、转录因子、磷酸酶、蛋白复合体、脂肪酶等传统意义上难
成药靶点或具有挑战性的靶点，在报告期内完成的项目平均成功率近 80%，筛选项目的
平均时间周期缩短至 3 个月以内，这一数据高于工业界 HTS 的平均水平，16 个项目筛
选出的新分子实现了对外转让。
（2）FBDD/SBDD 技术以及与 DEL 技术整合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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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DD/SBDD 通常是对几千种结构多样的、分子尺寸较小的分子片段库进行亲和力
筛选，找到能够与靶点蛋白活性位点相结合的分子片段，然后借助于结构生物学和药物
化学，通过片段连接、片段合并或片段生长等技术手段，得到活性较高的先导化合物。
由于分子片段尺寸较小，分子片段个数有限，对于大部分蛋白靶点，FBDD 都能较为快
速的找到亲和力较弱的分子片段或片段组合，SBDD 则利用小分子片段与治疗靶点形成
的复合物的三维结构信息，对分子片段进行传统药物化学优化，提升分子活性。
FBDD/SBDD 技术与 DNA 编码化合物库（DEL）技术存在很强的技术互补性，尤
其在分子片段活性提升和先导化合物优化方面。FBDD 技术可以快速对靶点进行成药性
评价，并且有可能快速得到具有亲和力的分子片段。DEL 技术也可以用于扩展 FBDD
所需要用到的分子片段库，大幅度提升其数量和多样性。SBDD 技术有利于 DEL 筛选
产生的苗头或先导化合物向临床前候选物的快速转化。通过结构生物学的方法，可以获
得 DEL 苗头或先导化合物与其靶点怎样结合的信息。该信息的有效使用有利于对苗头
或先导化合物活性及其它成药性的优化。
（3）核酸新药研发平台相关技术（STO）领域的优势
公司在 DNA 编码化合物（DEL）应用过程中，积累了在序列设计，核酸合成和修
饰领域大量的经验，能够设计、合成和优化针对特定基因的干扰核酸序列和反义核酸序
列，满足高活性和高选择性的要求。在肿瘤和肿瘤免疫药物开发领域，公司同样积累了
在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和体内评价系统方面的经验。通过拓展，公司现已经具备了开发
核酸药物临床候选化合物的能力。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拥有一支由核酸药物研发专家组建的核酸药物研发平台，并
涵盖若干关键领域，包括生物信息学，核酸药物化学，RNA 生物学，分子与细胞生物
学，转化研究，以及临床医学等。该核酸药物研发平台不仅能提供高质量的定制化的
RNAi（RNA 干扰）技术服务，还能提供高质量的 siRNA 或 saRNA 设计、siRNA 与
saRNA 的快速平行合成与化学修饰，并进行基因敲除活性测试、稳定性测试、脱靶风险
评估及核酸药物体内分布及其他体内外生物功能评价等。
另外，公司已经建立的成熟可靠的编码/解码系统和多样性巨大的分子库，为筛选
和开发核酸药物递送系统配方和组织、细胞特异性配体提供了可能。公司正在基于已有
基础，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的核酸药物递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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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靶向蛋白降解平台相关技术（TPD）及与 DEL 技术整合的优势
近年来，国内外针对蛋白降解机制的药物疗法研究非常活跃。蛋白降解剂仅需要特
异性地结合靶点蛋白，与 DEL 筛选的技术原料完美结合，并且 DEL 分子的延伸连接位
点已知，因此在蛋白降解领域的应用方面有特殊优势。DEL 技术也是一种高效、相对价
格低廉的方法开发新的 E3 泛素连接酶配体，以提高降解活性和降低毒副作用
目前，用于诱导蛋白降解的小分子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嵌合小分子
（PROTAC），即由一段中间体 linker 连接两端的目标蛋白配体及 E3 连接酶配体，将目
标蛋白与 E3 连接酶拉近，从而实现目标蛋白的泛素化进而被蛋白酶体识别并降解；另
一种是分子胶(Molecular Glue)，通过改变目标蛋白与 E3 连接酶底物识别区的相互作用
界面，从而实现蛋白水解。嵌合体蛋白降解分子开发的难点之一，在于找到能够结合目
标蛋白以及 E3 连接酶的小分子，而成都先导的 DEL 筛选技术加之多年的蛋白筛选经
验，为合适的配体分子提供可优化的起点。
除此之外，DEL 分子中 DNA 标签的连接，已经为下一步 linker 的连接探明位点。
为加速蛋白降解疗法的药物开发，成都先导的蛋白降解平台包括蛋白表达、目标蛋白配
体发现、E3 连接酶配体发现、三联体蛋白降解剂优化、生物评价及药代、药效等临床
前成药性研究。其中，蛋白表达、配体发现以及药代、药效等研究借助成都先导已有的
新药研发相关技术平台实现，并通过逐渐增多的商业项目积累研发经验，形成专门针对
蛋白降解药物研发的体系。
目前成都先导基于已报道的能够被小分子诱导降解新底物的多种 E3 泛素连接酶的
配体分子及其衍生物，已完成部分嵌合体蛋白降解化合物库的合成与筛选，探明技术路
线。
截至报告期末，成都先导已开展多项针对蛋白降解剂药物研发的研究，包括针对目
标蛋白及配对的新颖 E3 酶的表达和配体发现、针对嵌合体蛋白降解分子的 PCC（临床
前候选化合物）开发、以及针对嵌合体蛋白降解分子的优化。
综上所示，2021 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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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技术研发为核心，为维持产品及技术优势，持续投入较多研发支出。2021 年
度，公司研发费用为 7,367.49 万元，较 2020 年度同期研发支出下降 26.23%；研发费用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23.69%，与 2020 年度同期研发费用率 41.00%相比，占比有所
减少，主要系公司业务重心向商业项目有所偏移。
（二）研发进展
2021 年度，公司继续在 DEL 等相关技术领域不断深耕，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已取得相关发明专利 85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1 项，另外 234 项境内外专利正在
申请中。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52,355,278.97 元，其
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人民币 87,544,533.75 元，2021 年使用人民币 64,810,745.22 元。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627,617,656.07 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以前年度
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人民币 11,684,831.73 元，2021 年度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
费等人民币 22,276,937.15 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834,753,600.00

减：发行费用

88,742,433.84

募集资金净额

746,011,166.16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152,355,278.97

其中：新分子设计、构建与应用平台建设项目

83,251,826.97

新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7,703,452.00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1,400,000.00

加：利息收入

33,961,768.88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627,617,6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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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本年年末余额

1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300000761363

3,215,385.77

2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300000881753

8,416,782.07

3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300000881768

1,985,488.23

小计

13,617,656.07

4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11645

50,000,000.00

5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11630

150,000,000.00

6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11611

50,000,000.00

7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11626

200,000,000.00

8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11592

36,000,000.00

9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11607

40,000,000.00

10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11650

75,000,000.00

11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03000095560

3,000,000.00

12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03000081280

10,000,000.00

小计(注)

614,000,000.00

合计

627,617,656.07

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尚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及结构性存款计人民
币 614,000,000.00 元。

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
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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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LI（李进）直接持有公司 20.43%的股份。
JIN LI（李进）、成都聚智科成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 JIN LI（李进）
和耿世伟分别持有 99.90%和 0.10%的出资额）、万金桥、窦登峰、胡春艳、耿世伟、刘
观赛、李蓉、袁梦分别持有成都聚智科创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8.89%、26.61%、
2.18%、2.11%、1.73%、1.19%、1.12%、1.03%、1.03%的出资额，成都聚智科创生物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公司 9.65%的股份。
此外，陈永存通过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陆
阳（副董事长陆恺之女）通过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王霖通过杭
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星成长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以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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