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名疫苗企业征战科创板

百克生物：打造传染病防治生物药创新型企业

本报记者 宋维东

长春高新分拆子公司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简称“百克生物”）至科创板上市事项有了最新进展。 8月25日，百克生物收到通知，上交所决定受理并审核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

百克生物表示，未来公司将打造国际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型企业，致力于研发、生产和销售用于传染病防治的生物药。

聚焦人用疫苗领域

长春高新此次拟将百克生物分拆至科创板上市，将推动长春高新更加专注于基因工程药物、中成药以及房地产业务；百克生物也将依托科创板平台独立融资，促进自身人用生物疫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的发

展。

自2004年成立以来，百克生物就聚焦人用疫苗产品领域。 一直以来，百克生物都是长春高新重要的子公司之一。

2017 年 至 2019 年 及 2020 年 1 至 6 月 ， 百 克 生 物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分 别 为 6 . 91 亿 元 、 10 . 19 亿 元 、 9 . 74 亿 元 和 5 . 99 亿 元 ，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中 90 % 以 上 来 源 于 公 司 的

核 心 产 品 。

目前，百克生物拥有水痘疫苗、狂犬疫苗及冻干鼻喷流感疫苗三种已获批的疫苗产品。 公司水痘疫苗的市场份额一直占据领先地位，冻干鼻喷流感疫苗为国内独家经鼻喷接种的流感减毒活疫苗。

同时，公司还拥有 12项在研疫苗和2项在研的用于传染病防控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主要包括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吸附无细胞百白破（三组分）联合疫苗、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 合疫苗、全 人源

抗狂犬病单克隆抗体、全人源抗破伤风毒素单克隆抗体等 ，其中3个在研项目已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11个在研项目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近年来，百克生物自主研发设计并建立了病毒规模化培养技术平台、制剂及佐剂技术平台、基因工程技术平台及细菌性疫苗技术平台四个核心技术平台，覆盖人用疫苗研发和产业化的全流程。

竞争优势显著

对于百克生物的产品竞争格局，具体来看，水痘疫苗产品方面，百克生物的水痘疫苗市场占有率较高，处于较强的竞争地位，2017年及2018年批签发量市场排名第一，2019年批签发量市场排名第二，2020年上半

年批签发量市场排名第一。

狂犬疫苗产品方面，百克生物全资子公司迈丰生物的狂犬疫苗2018年的批签发占比为4.91%，市场排名第八名。 迈丰生物自2018年下半年起对生产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对现有产品的生产工艺进行升级优化，

预计将于2021年至2022年间恢复生产。

冻干鼻喷流感疫苗产品方面，百克生物2012年从BioDiem获取冻干鼻喷流感疫苗在中国境内生产和销售的独家授权。 经过多年研究开发，公司的冻干鼻喷流感疫苗已于今年2月获得生产批件，8月25日已上市销

售。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市场上仅有百克生物一家的流感疫苗为减毒活疫苗。与传统的裂解疫苗相比，减毒活疫苗采用鼻腔喷雾的接种方式，模拟流感病毒自然感染过程。 因此，不但可诱导体液免疫，还可诱导局

部黏膜免疫和细胞免疫。此外，公司产品还拥有受种者依从性好、使用方便、易于大规模免疫等优点。 百克生物表示，考虑到接种方式及使用人群的依从性等因素，预计未来冻干鼻喷流感疫苗在市场上将具有较强的竞

争力。

带状疱疹疫苗产品方面，2015年至2018年，百克生物委托北京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了Ⅰ、Ⅱ期临床试验，对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进行了初步评价。 结果显示，各剂量组均无与疫苗相

关的严重不良反应；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组和安慰剂组免疫后血清抗体阳转（抗体免疫前后4倍增长）及抗体GMT（几何平均滴度）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组免疫后IFN-γ浓度及增长倍数均显

著高于安慰剂组。 2019年8月，百克生物委托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Ⅲ期临床试验，并评价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的保护效力。

百白破疫苗产品方面，百克生物研发的产品为组分疫苗，效价稳定，质量可控性好。目前，国内尚无自主生产并上市的组分百白破产品。公司研发的组分百白破疫苗已于2020年3月获取临床试验通知（临床批件），

预计将于近期开展实质性临床工作。

扩大市场占有率

此次，百克生物拟申请公开发行不超过4128.41万股股份，募集资金拟用于年产2000万人份水痘减毒活疫苗、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项目，年产600万人份吸附无细胞百白破（三组分）联合疫 苗项

目，年产1000万人份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液体制剂）项目，年产300万人份狂犬疫苗、300万人份Hib疫苗项目及在研产品研发项目。

百克生物表示，公司将围绕传染病的预防控制需要，重点关注市场需求大或疾病防控急需的人用预防类疫苗产品，选择性开展传染病相关抗体药物和非传染性重大疾病治疗性疫苗产品开发，研发管线涵盖预防和

治疗流感、带状疱疹、狂犬病、百白破、破伤风以及阿尔茨海默病和肿瘤等多个适应症的临床急需生物药。

为此，公司将有针对性地加大产品推广力度，通过专业化的市场推广活动，提高疫苗可及性，增加产品覆盖率，提升市场占有率。

水痘疫苗方面，公司将通过一系列探索性临床研究扩大人群使用范围，进一步提高成人市场接种率，扩大总体市场占有率；冻干鼻喷流感疫苗方面，公司制定产品差异化战略，有目的地开展高危人群、特殊人群、专

属人群的临床工作，挖掘各类社会资源，联合社会科普教育机构和高端大众传媒，精准定位目标人群，制定专属人群接种服务计划，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狂犬疫苗方面，随着公司水针产品完成技术升级后将逐渐会恢

复市场供应，未来随着公司升级产品冻干剂型和二倍体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的快速推进，上市后将赢得一定市场份额。

此外，公司将推动完成在研产品的临床试验和注册；提高产能，为产品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持续进行临床前研究项目，力求研发出创新疫苗，进一步扩大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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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二轮问询

悦康药业称存在持续产生较高研发投入风险

□本报记者 傅苏颖

日前，悦康药业完成了科创板上市申请

的第二轮问询。 其中，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

等问题继首轮问询后被再度问及。悦康药业

定位于高端化学药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具有

较强的行业竞争能力，公司市场地位突出。

此次， 公司拟募资15.05亿元投入研发

中心建设及创新药研发项目、固体制剂和小

容量水针制剂高端生产线建设项目、原料药

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智能编码系统建设项

目、营销中心建设项目、智能化工厂及绿色

升级改造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产品覆盖12个用药领域

招股说明书显示，于伟仕、马桂英夫妇

通过全资持股的京悦永顺、阜阳宇达、德仁

投资（有限合伙）控制悦康药业52.57%之

股权，系悦康药业的实际控制人。

悦康药业是以高端化学药为主导的大

型医药企业集团、以研发创新为驱动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 主营业务涵盖药品研发、

制造、流通销售全产业链条，具备注射液、冻

干粉针剂、片剂、胶囊剂等多种剂型以及部

分原料药的生产能力， 产品覆盖心脑血管、

消化系统、抗感染、内分泌以及抗肿瘤等12

个用药领域。

通过持续技术创新，公司产品市场竞争

力较强，市场份额处于相对领先地位。 根据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关于城市公立医院、城

市社区医院、县级公立医院以及乡镇卫生院

等终端市场数据统计，公司主要产品银杏叶

提取物注射液、二甲双胍制剂、注射用兰索

拉唑、 奥美拉唑口服制剂等2018年度均在

相关市场排名前三。公司在产的首仿产品心

脑血管药物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系唯一获

得国产化学药物批文的银杏叶提取物注射

液。 公司在产的银杏叶提取物制注射液

2018年在全国银杏叶提取物制剂市场中销

售金额排名第一，公司在产的二甲双胍制剂

2018年在全国二甲双胍制剂市场中销售金

额排名第二，公司在产的奥美拉唑口服制剂

2018年在全国奥美拉唑口服制剂市场中销

售金额排名第三，公司在产的注射用兰索拉

唑2018年在全国兰索拉唑制剂市场中销售

金额排名第三。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形成了缓控

释制剂技术平台、 药物晶型研究技术平台、

高端药用辅料研发技术平台以及心脑血管

注射剂精细化制备技术平台4大核心技术

平台。公司主要产品中应用的核心技术大部

分来自于自主研发，公司主要销售收入的形

成依托于公司对应的核心技术。

持续高研发投入

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并保持持续的高研

发投入，2017至2019年 （简称 “报告期

内 ” ） 研发投入分别为 8898.80万元、

11367.82万元、14841.91万元， 累计金额为

35108.53万元。

公司的研发费用被再度问询。 问询函显

示， 扣除代理金额后公司的研发费用率为

4.55%、3.71%和4.66%，仍低于可比公司水平。

另外，从研发项目种类和数量看，丽珠集团、

奥赛康新药数量多于公司， 新药研发费用投

入较高，因此公司研发投入低于丽珠集团、奥

赛康。 要求公司说明：结合公司研发人员、研

发项目等，说明公司是否具有持续研发能力；

结合目前在研项目预计进展情况， 分析公司

未来研发费用是否会大幅提高， 是否对生产

经营能力存在不利影响， 视情况对公司研发

费用存在大幅提升的风险予以提示。

公司回复称，公司坚持以高端化药为基

础、创新药物为重点，抓住政策机会，形成技

术壁垒，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推动公司成长为仿创结合的领先医

药企业。 公司具有持续研发能力。

公司称未来研发费用平均每年投入1.7

亿元以上，持续稳定增长。 随着公司业务规

模的增长，盈利水平不断提升，预计研发投

入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公司也相应地提示了风险，随着在研新

药项目的推进以及化学药品仿制药口服固

体制剂、化学药品仿制药注射剂的一致性评

价工作的有序开展，预计未来公司研发投入

将持续增加，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

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可能对公司的整体

盈利能力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公司称， 未来将持续开展对98项化学

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 根据预计，未来五

年公司对相关研发项目投入的金额总计约

为41510万元， 平均每年投入8302万元，占

2019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1.94%和28.85%。公司存在持续产生较高研

发投入的风险。

销售费用被再度问询

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长。报告期内，公司

营业收入分别为27.00亿元、39.83亿元和

42.88亿元，销售毛利分别为11.62亿元、23.97

亿元和 26.12亿元， 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43.03%、60.19%和60.92%。公司表示，2018年

收入及毛利率增长主要因为：一方面随着“两

票制”的实施，公司销售模式由推广经销商模

式逐步转为配送经销商模式， 产品销售价格

提升，销售毛利率相应上升；另一方面，公司

主要产品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销售规模增长

较快，由3800余万支增长至5800余万支。

报告期内，期间费用总额分别为9.78亿

元、20.15亿元和22.27亿元，期间费用率分别

为36.23%、50.60%和51.93%，期间费用增长

主要由于“两票制” 政策实施后销售费用增

加及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导致研发费用增加。

公司的销售费用也被再度问询。问询函

显示，2018年和2019年公司市场推广费金

额较高，支付费用最大的对象均为北京宏航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宏航” ），分

别为3183.01万元和4523.30万元。根据公开

信息查询， 北京宏航于2018年7月成立，注

册资本为100万元。 要求公司说明，北京宏

航负责的市场推广具体内容构成，负责的区

域，与收入的匹配关系。

公司回复称，北京集中了全国优秀的医

疗资源，也有着全国素质最高的专家及医护

人员，因此北京区域推广业务不仅为了促进

北京地区的销售，而且会对全国医药治疗领

域形成引领作用， 特别北京三甲医院的用

药， 会形成全国医院用药的标杆与指导。

2018年度、2019年度北京区域销售收入分

别为1.37亿元、1.34亿元， 向北京宏航支付

的推广费分别为3183.01万元、4523.30万

元。考虑到北京区域在全国医药市场的引领

作用， 公司与北京宏航的推广合作不断增

加，2019年市场推广费有所增加，但就市场

推广而言，市场推广费与销售收入没有明确

的线性匹配关系。

聚焦发挥自动化技术优势

博众精工再度闯关科创板IPO

□本报记者 刘杨

终止注册4个月后，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博众精工” ）向科创板IPO发起二次进攻。 上交所8月24日

披露，博众精工的科创板上市申请已获受理。博众精工此次计

划募资11.1亿元，用于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补

充流动资金以及研发中心升级项目等用途。

公司表示，未来将借助募投项目实施的契机，对现有研发

中心进行升级改造， 针对目前行业内的重大核心技术问题和

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以及新设备

的研究开发，加速技术成果向先进生产力转化，不断研发出有

市场前景和竞争力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

终止注册后再返场

招股书申报稿显示，博众精工主要从事自动化设备、自动

化柔性生产线、自动化关键零部件以及工装夹（治）具等产品

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同时，公司亦可为客户

提供数字化工厂的整体解决方案，业务涵盖消费电子、汽车、

新能源等行业领域。

2019年4月，博众精工闯关科创板，历经三轮问询进入注

册阶段。 今年4月27日，博众精工撤回注册申请文件。 8月24

日，博众精工重返科创板考场。 相比前次IPO来看，公司募资

规模较此前的11.03亿元上调至11.1亿元。

根据财务数据，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1-3月 （简称

“报告期内” ），博众精工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9.91亿元、25.18

亿元、21.11亿元和1.24亿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82亿元、

3.07亿元、2.83亿元和-1.24亿元。

报告期内， 公司的研发费用分别为2.53亿元、2.88亿元、

2.83亿元和7457.59万元。 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例分别为

12.72%、11.43%、13.43%和59.93%。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新

能源、汽车行业，相关行业具有产品迭代快、客户需求变化快

等特点， 因此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的资金和

人员到现有产品的升级更新和新产品的开发工作中， 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目前，博众精工面临着设计研发成本高、阶段性技术不易

突破等难点，且公司的技术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也会具有

不确定性。 如果未来公司在研发方向上未能正确做出判断，在

研发过程中关键技术未能突破、性能指标未达预期，或者研发

出的产品未能得到市场认可，公司将面临前期的研发投入难以

收回、预计效益难以达到的风险，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表示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投

入，锐意进取：一是面向自动化核心零部件的基础研发及后续

生产、销售；二是基于自主开发的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的专

机、标机的研发、生产、销售；三是基于自动化设备、自动化柔性

生产线、 智能仓储的数字化工厂整体解决方案的集成建设服

务；四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服务机器人的预研。

依赖苹果产业链

公司存在对苹果产业链依赖的风险。报告期内，公司向苹果

公司销售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4.45%、47.21%、

42.71%和16.30%。 同时，苹果公司既直接与公司签订订单，也存

在部分产品通过指定EMS厂商与公司签订订单的情况，报告期

内公司对苹果公司及其指定EMS厂商销售收入占当期营业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84.90%、71.82%、73.31%和40.54%。

博众精工指出，公司面临对苹果产业链存在依赖的风险，

包括主要收入来源于苹果产业链的风险、 与苹果公司之间商

业合作的技术迭代风险以及苹果公司自身经营情况的风险。

财务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 公司对苹果产业链的

收入占比超过70%；2020年1-3月，受疫情及苹果公司产品下

单节奏影响，收入占比大幅下降。 但总体而言，目前面向苹果

产业链公司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仍然较高。

对此，公司提示风险称，如果未来公司无法在苹果供应链

的设备制造商中持续保持优势， 无法继续维持与苹果公司的

合作关系，则公司的经营业绩将受到较大影响。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公司的产品以制造工艺难度大、

精度要求高、设计领先性强等因素而著称。 由于苹果公司的各

类消费电子产品每隔一段时期均需要进行更新、 升级换代，在

新产品中除了使用苹果公司最新的芯片、软件等技术外，还会

采用新的设计、工艺和物理特性（如防水防尘），相应的就会对

设备供应商提出组装、检测等方面的技术迭代需求。 如果公司

不能及时跟进苹果公司需求，或者短期内市场上出现了跨越式

的技术突破而公司未能跟进，则公司与苹果公司之间的商业合

作可能面临技术迭代的风险，进而影响公司业绩。

积极开拓新能源等领域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以及全球市场的扩张，新

能源领域的自动化设备市场受到了多家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的

重视，如先导智能、赢合科技通过与宁德新能源、宁德时代和

比亚迪等动力锂电池领域领军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导入了锂

电池设备市场。同样，在汽车产线自动化设备领域，江苏北人、

瀚川智能等企业亦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 博众精工积极开拓更多新的应用领域， 例如新能

源、家电、汽车、日化等领域。 不过，在新应用领域开拓的过程

中，公司也面临着市场竞争、毛利率下降等相关风险。

公司表示，由于进入新领域时间较短，其业务覆盖规模及

客户覆盖领域需进一步拓展， 未来如公司不能实施有效的市

场开拓措施，可能会错失市场发展机会，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造成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公司切入新应用领域及切入供应商体系，对于

战略性客户以及具有市场前瞻性的新应用领域， 需不断积累

对相关行业的自动化生产特点的理解与制造经验， 因此在进

入新行业初期会出现毛利率较低的情形。未来，如果公司在其

他领域的开拓不及预期， 或其他领域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导

致毛利率进一步降低， 则可能对公司收入和综合毛利率产生

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本次闯关科创板，博众精工拟募集资金11.1亿元，分别用于

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汽车、新能源行业自动

化设备产业化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本报记者 宋维东

聚焦人用疫苗领域

长春高新此次拟将百克生物分拆至科

创板上市，将推动长春高新更加专注于基

因工程药物、中成药以及房地产业务；百克

生物也将依托科创板平台独立融资，促进

自身人用生物疫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

务的发展。

自2004年成立以来，百克生物就聚焦

人用疫苗产品领域。 一直以来，百克生物

都是长春高新重要的子公司之一。

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1至6月，

百克生物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6.91亿

元、10.19亿元、9.74亿元和5.99亿元，主

营业务收入中90%以上来源于公司的核

心产品。

目前，百克生物拥有水痘疫苗、狂犬疫

苗及冻干鼻喷流感疫苗三种已获批的疫苗

产品。 公司水痘疫苗的市场份额一直占据

领先地位，冻干鼻喷流感疫苗为国内独家

经鼻喷接种的流感减毒活疫苗。

同时， 公司还拥有12项在研疫苗和2

项在研的用于传染病防控的全人源单克

隆抗体， 主要包括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

吸附无细胞百白破（三组分）联合疫苗、b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全人源抗狂犬

病单克隆抗体、全人源抗破伤风毒素单克

隆抗体等， 其中3个在研项目已处于临床

试验阶段，11个在研项目处于临床前研究

阶段。

近年来，百克生物自主研发设计并建

立了病毒规模化培养技术平台、 制剂及佐

剂技术平台、 基因工程技术平台及细菌性

疫苗技术平台四个核心技术平台， 覆盖人

用疫苗研发和产业化的全流程。

竞争优势显著

对于百克生物的产品竞争格局， 具体

来看，水痘疫苗产品方面，百克生物的水痘

疫苗市场占有率较高， 处于较强的竞争地

位，2017年及2018年批签发量市场排名第

一，2019年批签发量市场排名第二，2020

年上半年批签发量市场排名第一。

狂犬疫苗产品方面， 百克生物全资子

公司迈丰生物的狂犬疫苗2018年的批签

发占比为4.91%，市场排名第八名。 迈丰生

物自2018年下半年起对生产设备进行升

级改造， 同时对现有产品的生产工艺进行

升级优化，预计将于2021年至2022年间恢

复生产。

冻干鼻喷流感疫苗产品方面， 百克生

物2012年从BioDiem获取冻干鼻喷流感

疫苗在中国境内生产和销售的独家授权。

经过多年研究开发， 公司的冻干鼻喷流感

疫苗已于今年2月获得生产批件，8月25日

已上市销售。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国内市场上仅有

百克生物一家的流感疫苗为减毒活疫苗。

与传统的裂解疫苗相比， 减毒活疫苗采用

鼻腔喷雾的接种方式， 模拟流感病毒自然

感染过程。 因此，不但可诱导体液免疫，还

可诱导局部黏膜免疫和细胞免疫。此外，公

司产品还拥有受种者依从性好、使用方便、

易于大规模免疫等优点。百克生物表示，考

虑到接种方式及使用人群的依从性等因

素， 预计未来冻干鼻喷流感疫苗在市场上

将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带状疱疹疫苗产品方面，2015年至

2018年，百克生物委托北京朝阳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开展了Ⅰ、Ⅱ期临床试验，对带

状疱疹减毒活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进

行了初步评价。 结果显示，各剂量组均无

与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带状疱疹减

毒活疫苗组和安慰剂组免疫后血清抗体阳

转（抗体免疫前后4倍增长）及抗体GMT

（几何平均滴度）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组免疫后IFN-γ浓

度及增长倍数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 2019

年8月， 百克生物委托浙江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Ⅲ

期临床试验，并评价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

的保护效力。

百白破疫苗产品方面，百克生物研发

的产品为组分疫苗，效价稳定，质量可控性

好。 目前，国内尚无自主生产并上市的组

分百白破产品。 公司研发的组分百白破疫

苗已于2020年3月获取临床试验通知 （临

床批件）， 预计将于近期开展实质性临床

工作。

扩大市场占有率

此次，百克生物拟申请公开发行不超

过4128.41万股股份， 募集资金拟用于年

产2000万人份水痘减毒活疫苗、带状疱疹

减毒活疫苗项目， 年产600万人份吸附无

细胞百白破（三组分）联合疫苗项目，年

产1000万人份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 （液

体制剂）项目，年产300万人份狂犬疫苗、

300万人份Hib疫苗项目及在研产品研发

项目。

百克生物表示， 公司将围绕传染病的

预防控制需要， 重点关注市场需求大或疾

病防控急需的人用预防类疫苗产品， 选择

性开展传染病相关抗体药物和非传染性重

大疾病治疗性疫苗产品开发， 研发管线涵

盖预防和治疗流感、带状疱疹、狂犬病、百

白破、 破伤风以及阿尔茨海默病和肿瘤等

多个适应症的临床急需生物药。

为此， 公司将有针对性地加大产品推

广力度，通过专业化的市场推广活动，提高

疫苗可及性，增加产品覆盖率，提升市场占

有率。

水痘疫苗方面， 公司将通过一系列探

索性临床研究扩大人群使用范围， 进一步

提高成人市场接种率， 扩大总体市场占有

率；冻干鼻喷流感疫苗方面，公司制定产品

差异化战略，有目的地开展高危人群、特殊

人群、专属人群的临床工作，挖掘各类社会

资源， 联合社会科普教育机构和高端大众

传媒，精准定位目标人群，制定专属人群接

种服务计划，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狂犬疫

苗方面， 随着公司水针产品完成技术升级

后将逐渐会恢复市场供应， 未来随着公司

升级产品冻干剂型和二倍体人用狂犬病疫

苗研发的快速推进， 上市后将赢得一定市

场份额。

此外， 公司将推动完成在研产品的临

床试验和注册；提高产能，为产品大规模生

产做好准备；持续进行临床前研究项目，力

求研发出创新疫苗， 进一步扩大公司产品

市场占有率。

知名疫苗企业征战科创板

百克生物：打造传染病防治生物药创新型企业

公司供图

长春高新分拆子公司长

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简称“百克生物” ）至科创

板上市事项有了最新进展。8

月25日， 百克生物收到通

知， 上交所决定受理并审核

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申请。

百克生物表示， 未来公

司将打造国际一流的、 高质

量发展的创新型企业， 致力

于研发、 生产和销售用于传

染病防治的生物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