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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展速览



2022H1公司发展速览

3款* 16个** 15项 14篇

商业化产品*

开坦尼®

卡度尼利
PD-1/CTLA-4

安尼可®

派安普利
PD-1

临床药物** 临床后期试验 学术发表

8 个 III期

30+ 在研项目

11 个IND批件

15 项注册性/III期试验

 5 项已入组完成

7月15日，公司完成港股配售约5.8亿港元，为公司后续研发及商业化提供有力支持。

 *乐普生物普佑恒TM  (普特利单抗，PD-1）2022年7月获批上市。康方生物将获得里程碑付款和后续销售分成。
** 截至2022年8月数据，涵盖三款对外授权产品。        



开坦尼®
PD-1/CTLA-4双特异性抗体新药
(卡度尼利注射液)

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
肿瘤免疫治疗双抗

 

• 1L 宫颈癌 
    关键III期完成入组

• 局晚期宫颈癌 
    关键III期已启动

2022年6月29日正式获批上市

开坦尼®（卡度尼利，PD-1/CTLA-4）获批上市

 

•  肾细胞癌（透明及非透明）
肾癌

 

• 1L 鳞状NSCLC
• PD(L)-1治疗后复发难治的NSCLC
• ≥2L SCLC肺癌

 

• 术后辅助治疗肝细胞癌 关键III期
• 中期肝细胞癌

• 1L 肝细胞癌肝癌

 • 1L 胃腺癌/胃食管腺癌 关键III期
• 1L 胃腺癌/食管鳞癌（+AK117）
• PD-1治疗后复发难治的胃腺癌/
    胃食管腺癌（+AK109）

胃癌

面向更广适应症，联合用药布局多个大癌种，多项临床顺利进展中

宫颈癌
全线布
局，建
立起竞
争壁垒

7月5日 首批开坦尼®处方开出
首批发货，实现预收亿元货款，彰显出完善的渠道网络建设及

良好稳固的商业合作关系

填补了宫颈癌免疫
药物治疗的空白



4月纳入2022CSCO指南权威推荐
ü 联合化疗一线治疗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ü 二线或挽救治疗复发/转移性鼻咽癌

ü 霍奇金淋巴瘤
目前全球唯一采用IgG1亚型
且经Fc段改造的新型PD-1单抗

安尼可®
PD-1单克隆抗体新药

(派安普利单抗注射液)

2022年上半年实现销售额

约2.97亿元

安尼可®（派安普利，PD-1）商业化进展及展望

         下半年多个适应症上市申请获批在即

ü 一线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2021年7月申报NDA
ü 三线鼻咽癌: 2021年8月申报NDA



中新广州知识城生物制药生产基地

中山翠亨康方湾区科技园

国际GMP标准、规模化的商业生产基地

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中心

华南地区首个基于GE 医疗FlexFactory™的

中央集成控制生物制药灵活工厂

3,500L
已运行产能

60,000L  
一、二期规划产能 

40,000L 
三期规划产能

20,000L  
项目一期已运行产能

31,500L现有产能

＞16万升总规划产能

香港
深圳

广州

中山

澳门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32,000L 
在建产能

8,000L
5月新投产产能



战略性布局和国际化团队建设

美国

澳大利亚

（临床开发）

北京（研发）

广州（研发、生产）

• 临床研究与运营亚太总部

• 康方中新广州知识城生物制药生
产基地

香港(资本市场)

旧金山

（临床开发、& BD）

南通（研发）

 中山（研发、生产）

• 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园区

• 翠亨康方湾区科技园

上海（研发&商业）

研发及临床团队 

800+
生产团队

600+
商业化团队

650+



商业化进展



开坦尼®商业化未来市场展望

ü 占据和巩固核心市场
ü 加强医院准入
ü 持续拓展渠道覆盖

     

  
  

   

大适应症布局
胃癌
肺癌
肝癌

宫颈癌
……

开坦尼®为公司第二款自主研发的上市产品，也是首款公司自主负责商业化的产品

指南共识
ü 已获得2022版CSCO宫颈癌指南推

荐，位列宫颈癌2L免疫治疗第一

顺位

+ AK112 100亿
ü  多个省份完成招标挂网

650+名团队成员

ü已成功准入100+家医院

ü线下覆盖1000+KOL
ü覆盖30省，200个市，1500+医院

ü 积极参与医保国谈，争取
纳入医保药品目录惠及更
多病人



精选管线
布局及更新



重点推进创新性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开发，致力于研发首创/同类最佳及巨大市场潜力药物。

高效研发推进创新及丰富的产品管线

肿瘤领域

PD-1/LAG3
TIGIT/TGFβ PD-1 / 

VEGF

IL12/
IL23

CD73 CD47

IL17

IL4R

自身免疫/代谢领域

IL-1β

创
新

性
程

度

NGF

TIGIT

派安普利单抗
CTLA-4

PCSK9

泰特利 (PD-L1)

依若奇单抗

伊努西单抗

依沃西单抗

Quavonlimab

浅黄色框内对外授权产品，预期将会根据协议获得相应的里程碑收入、销售分成、权益许可收入

安尼可® 

卡度尼利
(PD-1/CTLA4)

30+ 肿瘤、自身免疫疾病、

代谢领域创新药物

16* 个临床阶段药物 

1-2 个新晋临床药物/年

6 个潜在FIC、BIC双抗药物

PD-1/CD73
Claudin18.2/

CD47
……

莱法利单抗

普络西单抗

古莫奇单抗

曼多奇单抗

佐斯利单抗

VEGFR2

专注于首创/同类最佳及
巨大市场潜力药物

NGF



 全球多中心临床

卡度尼利（PD-1/CTLA-4）临床研究计划

 注册性临床大适应症 获批上市

入组已完成

入组已超过80%，预计今年入组完成



AK112（PD-1/VEGF）临床研究计划

 全球多中心临床  注册性临床大适应症



AK117（CD47）临床研究计划

 全球多中心临床大适应症



自免/代谢领域其他产品临床进展

高胆固醇血症
• III期关键性临床已入组

完成
• 计划于2022Q4数据读

出
• 计划于2023H1递交

NDA申请

HeFH*
• 注册性临床已入组完成
• 计划于2022Q4数据读

出
• 计划于2023H1递交

NDA申请

中重度银屑病
• III期关键性临床已入

组完成
• 计划于2023H1数据读

出
• 计划于2023Q3递交

NDA申请

中重度溃疡性结直肠炎
• Ib期临床已入组完成

中重度银屑病

• III期临床研究启动

• 计划于2023H1入组完成

强直性脊柱炎
• 计划于2022Q3数据读出
• 计划于2023Q1启动III期

临床研究

AK101 
Anti-IL-12/IL-23

AK102
Anti-PCSK9

AK111
Anti-IL-17

AK120
Anti-IL-4R

中重度特应性皮炎
• Ib期临床已完成

• II期临床正在进行



临床前进展及
未来研发策略



未来核心研发策略

肿瘤免疫治疗联合用药

TAMs      
MDSC
巨噬细胞靶向肿瘤治疗
……

细胞治疗       
ADC      
神经疾病
……

免疫微环境新角色 布局新领域

ü AK104和AK112各自提供了打通两个关键节点的单药安全高效
的基石药物作为联用的基础

ü AK117，AK119, AK129, AK130等一系列靶向肿瘤免疫回路
关键环节的药物将用于联用研究

针对肿瘤免疫回路中的多个关键环节，通过联合用药、联合机制打通多个节点，提升总体疗效



财务亮点



再融资为公司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

22.0
5.1

27.1

2022.6.30
现金余额

融资额 YTD现金余额

7月15日,公司完成港股配售,所得款项净额约5.8亿港元。

ü 2022年香港上市18A公司中迄今唯一一家通过二级市场成功
增发募集资金的公司，充分证明了资本市场对公司的认可和
发展前景的看好

ü 增发主要由长线基金、医疗专业基金、和长期跟进公司进展
的二级市场基金参与

ü 为公司后续研发及商业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单位：人民币（亿）元

注：7月15日USD/HKD汇率为7.85,RMB/HKD汇率为1.16

截至目前，公司总在手可支配现金为约27.1亿元



财务表现：2022年上半年主要数据

研发费用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资源聚焦，加速推进

ü 针对外部环境变化，公司对各个产品的临床开发计划优先排序，

资源聚焦在用于加快III期/注册性阶段的临床项目。

ü 上半年共有3款药物的5个 III期/注册性临床完成病人入组，为后续
药物持续上市打下基础。

销售及市场费用有序投入

ü 为开坦尼®(卡度尼利, PD-1/CTLA-4)的上市准备的投入

ü 安尼可®的销售推广费用

安尼可®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六个月净销售额为2.97亿

截止6月30日的六个月

RMB：百万元   2022     2021

产品销售 297.2 -

许可费收入 128.6

其他收入及收益净额 76.0 65.1

研发开支 (595.4) (563.5)

销售及市场费用 (149.5) -

期内全面亏损总额 (611.8) (471.5)

经调整期内全面亏损总额 (585.6) (321.3)



未来展望



未来6个月预计临床里程碑

新适应症获批

安尼可®       
• 1L 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 3L 鼻咽癌

III期临床数据读出

AK102(PCSK-9)
• 高胆固醇血症、HeFH*
AK101(IL-12/IL-23)
• 中重度银屑病

II期临床数据读出

卡度尼利+AK109±化疗

• PD-1治疗后复发难治GC/GEJ 
AK111(IL-17)       
• 强直性脊柱炎

• 中重度银屑病进入III期/注册临床

AK117(CD47)      
•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

AK111(IL-17)      
• 强直性脊柱炎

• 中重度银屑病

新晋临床项目

AK129(PD-1/LAG3)
AK130(TIGIT/TGFβ)
AK131(PD-1/CD73) 

Pre-NDA
AK102(PCSK-9)
• 高胆固醇血症、HeFH*
AK101(IL-12/IL-23)
• 中重度银屑病

*HeFH: 杂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Q&A
CONTACT US:
ir@akesobi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