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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命
用生物技术使人和自然更健康

让研发更容易 做世界上最好的酶 为生命带来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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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史及里程碑

2002

2004

2009

2011

2014

• 于南京成立新研究及生产设施

• 作为唯一获选商业实体参与 Synthetic 

Yeast Genome Sc2.0 Project

• 设立日本子公司

• 雇员人数达到 1,000名

• 在美国新
泽西成立

• 引进定制蛋白及抗
体服务

• 在中国南京建立研
究及生产基地

• 凯鹏华盈 /贝祥投资集团

• 推出细胞治疗事业部

• 获委托研究机构领导大
奖

2013

• 推出工业合成生物产品事业
部

2015

• 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1548)

2016

• Merged Nornoon 

Company

2017

• 传奇与杨森就CAR-T产
品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协
议

• CFDA 接收传奇CAR-T

临床实验申请

• 完成收购CustomArray

2018

• BCMA项目获得美国及
中国IND批准 Program 

• JNJ-68284528（MM）
项目美国已经成功入主

• CDMO 业务得到业界及
学术界一致好评

• 新的工业合成产品及表
达平台陆续建立



商业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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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化商业布局

通过创新的研发生物技术，加速研发进程

生命科学CRO 业务

通过高质量的工业合成产品来改善自然及人类生存环节

工业合成生物产品
通过创新的细胞治疗，来为生命带来奇迹

细胞治疗

通过先进的研发平台，加速生物药的研发

CDMO 平台

通过创新的技术研发
来驱动业务快速增长



公司简介

行业地位

• 基因合成服务为全球最大的供应商;

• 生命科学研究与应用服务及产品全球供应商

• 合成生物学研究与应用服务及产品广受认同与信任的供应商

知识产权及专利

• 在合成生物学领域拥有多项知识产权及技术机密

客户

• 拥有超过5,000个客户1：包括全球性制药及生物科技公

司、学院及大学、研究机构、政府机构及分销商，遍布

超过100个国家

雇员

• 全球超过 2,100名雇员;1

• 雇员分布在中国,美国,欧洲 以及日本;

研究及开发

• 国际化的研究开发布局：

• 三个研究中心分别位于中国,美国以及欧洲;

全球布局

• 主要分部在： 美国-新泽西, 中国-南京, 荷兰-阿姆斯特丹, 爱尔
兰-都柏林,日本-东京;

1. 截至201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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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表现

较去年同期收入同比增长强劲，增长率达77.0%;

毛利率保持在70%以上;

核心业务 (生物科学研究服务及产品) 保持了市场领导
地位，并保持了持续的增长。

 生物科学研究服务及产品的收入达到US$74.6M, 
较去年同期增长27.1%.

 毛利率保持了67%的稳定水平；

合成生物产品业务的收入增长了53.2%达到了
US$7.2M

新的业务单元，即细胞免疫疗法创收达US$ 30.4M.

2018上半年
(US$MM)

2017上半年
(US$MM)

% Change

收入 112.2 63.4 77.0%

毛利 81.4 42.9 89.7%

毛利率 72.5% 67.7%

净利润 17.6 15.1 16.6%

净利润率 16% 24%

经调整净利润 21.2 16.1 31.7%

经调整的净利润
率

18.9% 25.4%

经调整的
EBITDA1 29.0 22.2 30.3%

经调整的
EBITDA率

25.8% 35.0%

现金储备 662.6 127.3 420.5%
1. Adjusted EBITDA=EBITDA excluding share based payment expenses

2. Adjusted net profit= The net profit excluding share based payment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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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单元收入分析

63.4 58.7

0
4.7

112.2

74.6

30.4
7.2

Total Revenue Bio-science Services and
Products

Cell Therapy Industrial Synthetic Biology
Products

67%

27%

6%

业务单元收入表现 业务单元收入占比

 CDMO业务单元收入增长强劲;

 来自杨森合作的首付款收入确认;

 传统业务得益于新技术、市场战略及服务产品提升驱动。



分区域及客户类型收入划分

1. As at June 30, 2017

North America
54%

Europe
18%

The PRC
20%

Asia Pacific 
(excluding the PRC 

and Japan)
5%

Japan
2%

Others (including South 
America and Africa)

1%

按客户类型收入划分 按区域收入划分

Phamaceufical 
and Biotech 
Company

75%

Govemment
3%

Colleges and 
University

17%

Research
2%

Distributor
3%

 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医药以及生物公司占总收入的75%;

 超过5000个客户都选择了金斯瑞

 北美地区占总收入的54%;

 欧洲地区为集团总收入的18%，同时中国也占了总收入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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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单元毛利分析

42.9

81.4

1H 2017 1H 2018

41.4

0.0 1.5

50.0

30.4

1.0

Bio-science Services and Products Cell Therapy Industrial Synthetic Biology
Products

毛利表现 业务单元毛利表现

毛利保持了高速增长

来自传奇的收入影响

-33.3%

71% 67%
100% 

68% 73%

32%
100% 

14%

在高端人才方面重点投入

持续优化集团业务流程

工业酶自动化工厂的产能调试



Investment in R&D and Talents for Future Growth 

 调薪增长增加 US$ 5.7 M;

 人员扩增增加 US$7.3 M;

 高级人才增加 US$ 3.9 M;

 总员工数增长 26%.

人员结构成本(US$ M)研发投入(US$ M)

 研发费用从每年的 8-12% 上升到 25%

 目前在手专利有54个 and 142个专利正在申请中

 4个研发团队服务4块业务线

 传奇的研发团队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

5.6 7.1
9.5

18.1

4.8

27.9

2014 2015 2016 2017 1H 2017 1H 2018



品牌战略

• 创新技术持续驱动CRO及
CDMO业务快速发展

• 销售团队快速扩展

• 自动化工厂持续优化

• 研发能力得到业界的认可，
同时新的产品及表达平台陆
续推出

• BCMA 产品在中美两地获得
IND批件

• 中美两地GMP设施建设快速推
进中

• 新在研管线进展顺利



持续的技术发展带动CRO业务线快速发展

• 成功交付超过100万组基因

• 最高产能能达到100万 bp/每

月

• 交付成功率达到99.95%

• 交付及时率超过 98.5%

• 全球唯一有能力推出DNA组

合文库的CRO公司;

• 专为高附加值工业客户而打

造

• 推出的第一年销售额就超过

100万美金

全球每四条合成的基因就有一条来自金斯瑞

我们是全球基因合成的龙头企业

• 提升了客户粘性

• 通过便捷的共享平台吸引新

的客户

• 进一步加深我们与学术界的

联系

• 国内首家以及全球第二家能够提

供兔单抗的企业；

• 优异的特异性，灵敏性及差异性

• 在一些高难度靶点上由独特的优

势

• 在研发及诊断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价值

DNA组合文库技术基因合成全球第一 兔单抗分子云业务



CDMO业务快速发展

6.5

17

1H 2017 1H 2018

3.16
5.49

4.32

14.61

H1 2017 H1 2018

Discovery Development

2.27 
3.51 

2.96 

7.15 

H1 2017 H1 2018

Discovery Development

 在手订单增至US$ 17 million;

 增长达162%;

 销售订单增长169% 达US$ 21 M;

 上半年销售订单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总和

 收入达到US$ 10.6 million

 增长达104%;

ADD 销售订单(US$ M) ADD 收入(US$ M) ADD 在手订单(US$ M)



CDMO核心竞争力展示

创新多跨膜

靶点技术

多跨膜

显著提高靶点研发效率
SMAB  

抗体平台

双特异性单域抗体

全人源化

抗体发现

全人源化

从研发的源头提高安全性
FASEBA 

抗体筛选

FASEBA

高效率的筛选
业内领先开发平台

我们的研发能力，为我们在早期CDMO的发现及开发阶段提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生物药GMP设施规划路线图

2019 Q42019 Q1 2021 Q12020 Q1 2023

南京GMP中试车间（南京1
厂）投产

南京cGMP生产车间1期
（南京2厂-1期）投产

镇江cGMP生产车间1期
（镇江3厂-1期）投产

镇江cGMP临床I-III期和商
业化生产产能扩增（镇江3
厂-2期）

产能：400L

累计产能：400L 
产能：1,700L
累计产能：2,100L 

南京cGMP生产车间2期
（南京2厂-2期）投产

产能：4,000L
累计产能：6,100L 

产能：5,100L
累计产能：11,200L

产能：9,100L
累计产能：20,300L 

GMP建设规划时间表



多发性骨髓瘤市场分析

Source: EVP MM treatment regimen approvals;;

Data Source: GlobalData Pharmaceutical Intelligence https://pharma.globaldata.com/HomePage/Index

关于多发性骨髓瘤 现阶段市场表现

US$ 14 B

US$ 29 B
• 严重的骨髓瘤类型癌症;

• 在发达国家发病率一般偏高; 

• 在美国5年的生存率小于50%;

• Velcade和Revlimid是目前主要的传统治疗用药;

• 目前主要的CR rate在 6%-32%之间

• Velcade: 6-9%

• Revlimid: 9-16%

• 病人会出现复发症状，并且需要持续服药;

• CAR-T细胞治疗是目前可能最终治愈多发性骨髓瘤的方案

• 美国地区贡献了超过US 
contributed 62%的市场规
模，大概在USD ~8.7 
Billion



 每年在美国有超过 25,000的新发病例

 每年在欧洲五国有超过25,425的新发病例

 每年在日本有超过5,745的新发病例

 每年在中国有超过33,000的新发病例

2020主要地区多发性骨髓瘤CAR-T市场预测

Source: EVP MM treatment regimen approvals;;

Data Source: GlobalData Pharmaceutical Intelligence https://pharma.globaldata.com/HomePage/Index

Data Source: GlobalData Pharmaceutical Intelligence https://pharma.globaldata.com/HomePage/Index

Company Research

Navigant Research Report

区域 病人数 预测价格 折扣率 市场预测(BN)
市场占有率

30% 

市场占有率
50%

市场占有率
70%

美国 25,000 373,000 100% 9.3 2.8 4.7 6.5

欧洲五国 25,425 279,750 75% 7.1 2.1 3.6 5.0

日本 5,745 209,813 75% 1.6 0.5 0.8 1.1

总额 56,170 18.0 5.4 9.0 12.6

 美国参考定价: 37万3千美金

 欧洲五国定价采取美国定价的75% ，日本定价采取欧洲的75%

 美国+欧洲五国+日本的市场预测为 180亿美金

 按照渗透率30%, 50%及70%测算，市场容量为 54亿美金, 90亿

美金, 126亿美金

https://pharma.globaldata.com/HomePage/Index


BCMA项目临床进展

美国地区临床试验进展 中国地区临床试验进展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record/NCT03548207?recrs=a&cond=Multiple+Myeloma&spons=Janssen&draw=2&rank=3&view=record

http://www.chinadrugtrials.org.cn/eap/clinicaltrials.searchlistdetail

临床概览
• 临床: 1b期及2期
• 临床目的: 1b期来测试安全性及2期的计量， 2期来测试有效性

入组病人数
• 84个病人

临床试验地点
• Mount Sinai Medical Center-US, New York
• Sarah Cannon Research Institute-US. Tennessee

目前进度
• Patient Recruiting病人招募中
• GMP设施建设中

未来展望
• 预计2-3年商业化

临床概览
• 临床: 确症性临床
• 临床目的: 测试安全性及有效性

入组病人数
• 60个病人

临床试验地点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西安交通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上海长征医院

目前进度
• 医生标准化治疗流程培训
• GMP设施建设中

未来展望
• 临床试验预计年底左右开始
• 预计2-3年商业化



细胞治疗研发管线更新

产品代号 适应症 临床前 临床 1/2 临床 2/3

LCAR-B38M
多发性骨髓瘤

LCAR-B12L 非霍奇金淋巴瘤
(DLBCL)

LCAR-M21L
霍奇金淋巴瘤

LCAR-B12L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LCAR-BNA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LCAR-M12G
胃癌

LCAR-B53G
脑胶质瘤

LCAR-B16H
暂未披露

LCAR-G18C
暂未披露



研发管线市场展望

Data Source: Global Data/Pharmaceutical Intelligence 

https://pharma.globaldata.com/HomePage/Index/Company Research

适应症 发病率 病人人口

NHL(≥30) 8.95 345,227

HL(All Age) 1.38 106,461

AML(≥18) 3.33 179,827

Gastric Cancer(≥20) 19.96 1,077,881

GBM(All Age) 3.57 275,410

4,729 

765 841 

2,579 

1,122 

NHL HL AML Gastric Cancer GBM

2019 市场容量 US$ M

NHL=非霍奇金淋巴瘤 HL=霍奇金淋巴瘤
AML=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GBM=脑胶质瘤

数据包含 美国 + 欧洲五国 + 中国 + 日本.



预付款及里程碑展示

(US$ M) 2017 2018 2019 2020 >>>>>> 2026 Total

收入 18.4 45.1 35.8 35.8 >>>>>> 35.8 350.0

-授权 17.1 9.2 26.4

-服务 1.2 35.8 35.8 35.8 >>>>>> 35.8 323.6

 预付款分为 授权及服务收入

 服务收入将会通过9年进行收入确认

3.5亿预付款收入确认展示

 里程碑款项主要从，治疗管线的推进，生产制造销售
的推进以及区域扩张的阶段进行确认

里程碑款项展示



工业合成产品在研发驱动下快速发展

 加强销售团队

 建设销售网络

 与行业内有影响的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医药中间体

 磷脂酶

 啤酒专用酶

 抗冻蛋白

自动化生产设施优化增加销售能力及销售网络建设

研发及表达平台持续突出新的合成工业产品陆续推出

 三个核心表达平台构建完成：里氏木霉/枯草杆菌/黑曲霉

 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已经被引入菌种表达平

台

 济南900 m3新工业酶全自动发酵厂投产

 工业酶自动化产线调试及产能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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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项目投资

增加于研发项目的投资，如细胞疗法及

其他生物技术研发，以扩展研究及应用服

务及产品组合

策略性收购以及
前沿技术合作

寻求策略性收购以及前沿技术合作以补

充内部增长

全球市场渗透

通过扩展及增强销售及营销团队增加至

海外及中国市场的渗透率

扩大产能

扩大产能以满足生命科学研究及应用服

务及产品的强大需求

战略发展策略

28



未来资本投资战略

生物药临床GMP设施

总投资额: US$28M

CDMO业务

生物药商业化GMP设施

总投资额: US$ 75M

CDMO业务

中国 CAR-T GMP设施(第一阶段 )

 总投资额: US$18M

 70%的投资由传奇出资

美国CAR-T GMP 设施

 总投资额: US$100M

 50%的投资由传奇出资

欧洲CAR-T GMP 设施

 总投资额: US$150 M

 50%的投资由传奇出资

生物发酵厂

总投资额: RMB220 M

合成工业产品



全球市场布局

北美

 目前我们运营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中国南京

中国香港

美国新泽西

日本东京

荷兰阿姆斯特丹

爱尔兰都柏林

销售网络

澳洲

欧洲

亚洲

非洲

南美

30



投资亮点

我们于全球基因合成服务市场占据世界市

场领导地位及于合成生物学领域获全球赞

誉，且我们提供广泛而综合的生命科学研

究与应用服务及产品组合

世界市场领导地位

我们拥有一个强劲的销售及营销团队

并营运互动线上报价及下单平台以支

援全球销售

强劲的销售及营销团队

我们拥有由强大专才基础支撑的经验

丰富及专业管理团队

经验丰富及专业管理团队

集团已经在中国，美国及欧洲建立了

专业化的团队从而助力传奇从一家生

物公司转型成生物制药公司

CAR-T细胞疗法

我们凭借优质生命科学研究与应用服

务及产品被确立为知名及可靠品牌

知名及可靠品牌

我们具备强大的研发能力、彪炳的往

绩及稳健服务及产品管道

强大的研发能力

我们拥有成熟完备的生物酶生产线以

服务广大的工业市场，并且配备了专

业化的生产设施以助力销售拓展

成熟完备的生物酶生产线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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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背景——分子生物学

34

细胞

染色体

DNA
碱基 DNA

mRNA

mRNA

氨基酸

tRNA

多肽

蛋白质
如：抗体

• 两条DNA链被全
酶解开

• RNA聚合酶结合DNA单链上并以此为
模板合成RNA

• 每三个碱基成为一个密码子，决定一个
氨基酸

• 氨基酸链接成为多肽链• 多肽链通过弯曲、折叠和旋转形成复杂
的蛋白质三维结构



生命科学研发服务及产品

药物发现服务

靶点评估及验证

靶点制备 & 先导抗体选择

先导抗体优化

药物筛选

抗体药物发现及开发

药品开发服务

生产用细胞系开发

抗体药工艺开发

服务

• 基因合成

• 寡核苷酸合成

• DNA测序

• 蛋白生产

• 肽合成

• 抗体开发

生命科学研究服务及产品

产品

• 克隆产品

• 基因编辑

• 蛋白，抗体的分离及分析

• 稳定细胞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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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合成服务的市场领跑及先驱者

多项突破性IP及平台技术

OptimumGeneTM Codon Optimization

 基因优化

Gene-on-DemandTM Gene Synthesis

 定制化基因合成

CloneEZTM Seamless Cloning

 基因克隆

数字化资产管理平台 专业的服务团队

博士级别的售后支持

分子生物学背景的学历

24H/5技术支持

成功交付超过90万组基因

最高产能能达到100万 bp/每月

交付成功率达到99.95%

交付及时率超过 98.5%



抗体药物的发现及研究- 从靶点到新药申请

靶点的评估及
验证

抗体先导药制备
&

特异化

抗体先导药
优化

稳定细胞系
开发及工艺

开发

符合GMP级别
的生产

• 靶点选择
• 实验性靶点验证
• 设定项目计划

• 杂交瘤细胞制备
• 抗体筛选 & 特异化

321 治疗性抗体先导
药制备

• 人源化
• 亲和力成熟
• 功能评估

已交付129人源化项目

• 稳定细胞系生产
• 工艺开发
• 小规模至中等规模生产
• 研究级细胞库(RCB)

• 生物药分析

已交付28 细胞系及
工艺开发项目

交付成果——

新药申请：4个
临床试验：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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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酶

酶可以提高牲畜的饲料吸收率，进
而提高了牲畜的生长速度，同时降
低不必要的排泄；

淀粉工业饲料工业食品工业

酶可以提高如面包，奶制品，油
脂，酒，果汁，啤酒等食品的品质
及产成效率；

工业酶可以用来把淀粉转化成不同
的糖类，例如：麦芽糖，果糖，葡
萄糖。并将糖类进一步转化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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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居家护理

33%

食品及饮料

27%

生物燃料17%

饲料及农业

15%

技术及医药 8%

工业酶的应用

生物酶可用于多个不同行业，例如食品加工业、饲料、制药及化学工
业

工业酶全球市场大概在US$6bn左右，中国市场大概在US$1.5bn

工业酶市场占比

工业酶

生物燃料

技术及医药

食品及饮料居家护理

饲料及农业

39



工业酶

基因合成 菌株构建 高通量筛选

发酵表达提取及结晶应用测试

高质量的产成品

百斯杰目前在业界已经建立了先进的

研发平台以及目前最前沿的工业化平

台。目前百斯杰的平台已经有能力覆

盖从理论认证阶段到完全商业化生产

的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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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CAR-T技术应用过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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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创新的CAR设计

BCMA Target A

scFv-Conventional CAR VHH-Bi-epitope CAR VHH-multi-specific CAR

Target B

All other CAR-T players Nanjing Legend VHH multi-specific CAR

42



Time since LCAR-B38M CAR-T infusion (Months)

Time since LCAR-B38M CAR-T infusion (Months)

Cases as of 

2017/9/18

Total unreported 

response

PR VGPR sCR

Number 40 1 3 12 24

% 100% 2.5% 7.5% 30% 60%

LCAR-B38M CAR-T Therapy效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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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R-B38M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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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与传奇战略合作

关键词

美国
均分利润和成本

爱尔兰
均分利润和成本

中国
大中华地区的利润及成本按
照传奇70%，杨森30%的比

例分配

年12月22日，金斯瑞旗下的传奇生物在LCAR-B38M CAR-T免疫细

胞疗法上与杨森达成全球战略合作。

• 在全球范围内在LCAR-B38M CAR-T免疫细胞疗法上与杨森进行

合作研发，合作生产以及合作推广；

• 传奇获得杨森3.5亿美金预付款，随着研发、生产、监管和销售

里程碑达成将获得进一步里程碑付款；

• 双方50/50均分除大中华地区外的利润和成本，大中华地区的利

润及成本按照传奇70%，杨森30%的比例分配。

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全球战略合作:

• 管理

• 研发

• 生产

• 市场及销售
45



金斯瑞生物科技
用生物技术使人和自然更健康

更多信息欢迎访问：https://www.genscript.com/

投资者关系邮箱：IR@genscript.com

https://www.genscrip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