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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陈述

本演示材料有若干前瞻性陈述，该等前瞻性陈述并非历史事实，乃基于本集团的信念、管理层所作出的假设以及现时所掌握的资料而对未来事件做

出的预测。尽管本集团相信所做的预测合理，但是基于未来事件固有的不确定性，前瞻性陈述最终或变得不正确。前瞻性陈述受到以下相关风险的

影响，其中包括本集团所提供的服务的有效竞争力、能够符合扩展服务的时程表、保障客户知识产权的能力、行业竞争、紧急情况及不可抗力的影

响。因此，阁下应注意，依赖任何前瞻性陈述涉及已知及未知的风险。本演示材料载有的所有前瞻性陈述需参照本部分所列的提示声明。本演示材

料所载的所有信息仅以截至本演示材料做出当日为准，且仅基于当日的假设，除法律有所规定外，本集团概不承担义务对该等前瞻性陈述更新。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为补充本集团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呈列的未经审核简明综合财务报表，本公司已提供作为额外财务计量的经调整非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净利润，经调整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净利润率及经调整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每股盈利（剔除按公平值列入损益之金融负债之公平值

亏损,可换股债券债务部分的利息开支,可换股债券衍生部分的交易成本,购回可换股债券的收益,处置固定资产的非经常性亏损,已收购资产增值部分的

摊销,收购资产的交易成本以上市费用），惟该等数据并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所要求，也不是按该准则所呈列。 本公司认为以上经调整非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财务计量有利于本公司管理层及投资者理解以及评估本公司的基础业绩表现及经营趋势，并且通过参考该等经调整财务计量，及借助消除本

集团认为对本集团业务的表现并无指示性作用的若干异常、非经常性、非现金及/或非经营项目的影响，有助管理层及投资者评估本集团财务表现。

然而，该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计量的呈列，不应被独立地使用或被视为替代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所编制及呈列的财务资料。阁下不应独立

看待经调整业绩或视其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业绩的替代者。 本公司在附录中提供额外资料以对经调整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净利润进行对账。



2021 上半年经营业绩亮点

集团业绩亮点

• 收入3.21亿元人民币，同比+62.5%
• 客户累计达到936家
• 独立靶标数+172个

• 蛋白结构数+5168例

• 在手订单+72%至8.48亿元人民币
• 前十大客户占比31.9%

• 客户留存率达93.4%

EFS投资孵化业务

• 总计完成10笔投资，8家公司完成新一轮融资，融资

总额超过2亿美金
• 孵化公司管线总计达140条，18条进入临床阶段
• Totient与合成生物学公司AbSci达成收购协议

CRO业务：药物发现服务高速增长

• 营收达10.26亿元人民币，同比+419.5%

• 毛利润达3.16亿元，同比+216.0%

• 经调整净利润达2.05亿元，同比+65.6%

• 经调整后每股基本盈利0.11元

• 朗华制药上半年收入7.05亿元人民币

• 累计客户数759家
• 朗华CDMO业务收入4.15亿元，毛利提升

• 研发中心投入5600万，CMC研发中心及制剂
业务

• CRO-CMC-CDMO积极导流

CDMO业务：研发及产能投入、积极导流

内生增长+深化整合，建设一体化研发、生产服务平台



PART 1: CRO-CDMO 

一体化平台建设



CRO业务板块：药物发现服务持续高增长，在手订单充足

药物发现服务在手订单同比 +72%

靶标及蛋白结构交付数量创新高

单位：亿元人民币

独立靶标研究数+172个，
累计研究数1756个

蛋白结构交付数量+5168例，
累计交付2642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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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O业务（朗华制药）：加大研发&产能投入、持续引流

计划年底产能增加至900+m³

朗华研发中心投入5600万元，主要用于购置
设备、实验室及GMP标准制剂车间的建设等

11月，约10000平方米CMC研发中心，3000

平米的GMP标准制剂车间及研发生产中心将
投入使用

预计下半年伴随CMC研发中心落成，持续业
务导流，前端项目漏斗效应将初步显现。

客户导流案例：
维眸生物VVN001临床样品放大生产

建设研发中心
产能扩张计划

前端项目导流
漏斗型订单结构

朗华制药收入
及经调整毛利情况

朗华制药整体收入达7.05亿元，较去年同期8.09亿略有下降，变化主要由于
疫情导致业绩暴增回调，加上汇率影响和产能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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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人民币



持续构筑技术壁垒，完善一体化平台服务能力

2021 H1 研发费用：37.5百万元，同比上升约67.9%

生物物理技术

SPR,TSA,HDX

CMC/CDMO

治疗性抗体发现

冷冻电镜技术

冷冻电镜单粒子分析

原子级分辨率结构测定

蛋白制备&结构研究

膜蛋白技术

G蛋白偶联受体（GPCR）/离子通道

/转运蛋白研究专利技术

FBDD+ASMS筛选平台

生物活性测定平台

各种先进的生物化学及细胞

水平活性检测

药物化学

计算药物发现

计算化学与生物学

SBDD



持续构筑技术壁垒，完善一体化平台服务能力

• 建设连续性反应技术及催化剂筛选平台

• 扩展口服制剂生产线平台、注射剂研发平台

• 建立并验证无固定分散体技术平台

• 进一步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

CMC/CDMO服务CRO-药物发现服务

• 冷冻电镜技术：新拓展Micro ED微电子衍射技术

• 计算药物技术：新增人工智能AI技术辅助药物研发

• 化学合成技术：Flow Chemistry和光化学反应平台

• 抗体大分子研发服务：酵母展示技术、纳米抗体技术、
双特异抗体技术

苗头化合物 候选化合物 制剂

靶标蛋白 先导化合物 CMC（化学、制造和控制） CDMO



客户持续增加，收入结构愈发多元

936

543

495

2021.6.30

2020.12.31

2020.6.30

CFS-药物发现服务客户数

收入结构更多元化
中国地区创新药客户贡献新增量

CFS-CDMO服务客户数

• 前十大客户占比由去年同期41.5%下降至31.9%，

• 北美地区收入占比74%

• 中国地区收入同比+91.4%，占总收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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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O地区业务占比

• 前十大客户占比由去年同期62%下降至58.7%

• 欧洲地区收入占比：35%

• 北美地区收入占比：12%

• 中国地区收入占比由9%大幅上升至17%



客户结构多元化，加大市场营销，交叉引流获客

欧洲
亚洲其他地区

美国

31%
16%

中国 17%

26% 集团总客户数为1695家，广泛分布于北美、
欧洲、亚洲等地区

CRO-CMC-CDMO一体化平台的市场营销，
新接触国内客户200余家，2021上半年共计参

与席64场会议，并在集团内交叉客户引流

上半年销售及市场营销费用3470万元人民币



人员及规模扩大，新建研发中心及产能扩张

杭州，新药孵化中心：

• 总用地40亩，总面积约77500平方米
• 已于7月开始施工

上海，维亚生物新总部及投资孵化中心：

• 周浦集团新总部实验室面积约36328平方米，将于年底
开始投入使用

• 逾3000平方米GMP标准制剂车间及研发生产中心已经竣
工，即将进行试生产

• 张江法拉第路EFS投资孵化中心约8000平方米，已于第
一季度全面投入使用。

四川，成都园区：

• 12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区域将于10月底投入使用

浙江，朗华台州工厂：

• 计划年底产能增加至900+m³
• T02车间土建主体竣工，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 T10多功能车间进入调试、验收阶段572

643
685

2020.6.30 2020.12.31 2021.6.30

研发人员数量翻倍，总体人数稳定增长

研发人员占比82.7%

647
817

982

2020.6.30 2020.12.31 2021.6.30

798

980

1188CRO服务人员

CDMO人员

截止2021.6.30，集团总人员数达1873人；
截止8.30至，总人数达2168人



PART 2: 投资孵化业务



EFS项目来源持续扩大，覆盖多项前沿领域

• 2021 H1共计审阅433个全球项目，新增投资孵化8家生物医药企业; 追加已有孵化企业2家。

• 截止到2021.6.30，共计投资孵化75家企业，平均持股比例约为18.41%。

北美

中国

欧洲

加拿大

小分子药物

大分子药物

基因/细胞治疗

其他

心血管疾病

中枢神经疾病

皮肤疾病

免疫类疾病

感染类疾病

代谢类疾病

癌症疾病

眼科疾病

其他



约 44% 管线进入到PCC/IND-enabling阶段；

18 条管线已进入临床；

8家公司完成新一轮融资，融资总额超过2亿美金

79

43

10
7

1

PCC前 PCC/ IND-
Enabling

临床一期 临床二期 临床三期

140 条孵化公司产品管线

*数据截止到2021.6.30，以累计孵化公司数计

• ANJ900 即将启动三期临床; 

ANJ908进入二期临床

• VVN001进入二期临床
• D 轮融资 3亿人民币

• 公布AR882二期临床数据

• 两条管线已进入二期临床

孵化公司产品管线高速扩张，融资进展顺利

• 完成1亿美元B轮融资

• 一期临床完成首次给药
• 完成A轮融资

• 完成1030万加币A轮融资

• 完成1400万美元C1轮融资



EFS孵化公司案例：Totient & Arthrosi

致力于构建针对新型和已知组

织特异性抗原的最大的人源抗

体库，以实现下一代细胞疗法

和其他治疗方式。

2021年6月，合成生物学公司AbSci Corporation

（NASDAQ:ABSI）宣布与Totient Inc.达成收购协议。

专注于降尿酸药物的研发及与

高尿酸血症相关的系列疾病开

发。目前公司研发管线主要品

种为痛风药AR882和抗肿瘤药

AR035。

2021年7月，Arthrosi Therapeutics, Inc.宣布与一品红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就两款创新药展开战略合作。



奖项荣誉及品牌活动

2021.1

维亚生物荣获金港股“最佳中小市值公司”奖

2021.4

维亚生物荣获弗若斯特沙利文“2021大中华区年度CRO企业奖”

2021.5

维亚生物被纳入MSCI中国小型指数成份股

2021.6

维亚生物荣获雪球“金牌企业榜-增长潜力TOP企业“

2021.7

维亚生物创新中心获浦东新区“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首批授牌

2021.3

第二届维亚生物合作高峰会



PART 3: 财务表现



集团财务数据

同比增长 419.5%

198

1026

2020H1 2021H1

集团营业收入增长迅速 经调整毛利

同比增长 241.8%

100

342

2020H1 2021H1

经调整净利润

同比增长 65.6%
124

205

2020H1 2021H1

经调EBITDA

同比增长 98.7%

153

305

2020H1 2021H1

单位：百万人民币



CRO-CDMO板块表现

经调整净利润 经调EBITDA

单位：百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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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R 77.6%

64

162

257

111

267

2018 2019 2020 2020H1 2021H1

CAGR 101.0% 同比增长 140.5%同比增长 105.6%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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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H1 2021H1

CRO财务数据

同比增长 62.5%

CRO营业收入

单位：百万人民币

经调整毛利

100

150

2020H1 2021H1

同比增长 50.2%

毛利率 50.7% 46.9%

647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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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研发人员

同比增长 51.8%

611

653

2020H1 2021H1

CRO研发人均收入（年化）

同比增长 6.9%



CDMO业务版块财务数据

朗华营业收入

1122
1238

1518

809
705

2018 2019 2020 2020H1 2021H1

CAGR 16.3%

-12.8%

朗华经调整毛利

251 267

434

225
192

2018 2019 2020 2020H1 2021H1

CAGR 31.4%

-14.6%

单位：百万人民币

22.4% 21.5% 28.6% 27.7% 27.2%毛利率



资本性支出及负债

资金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银行
余额（包含银行理财产品）

约为人民币18.7亿元

银行授信额度约为人民币

29.28亿元

公司流动性充裕

资本性支出 负债

2021年上半年资本开支为人
民币6.6亿元，用于集团各地
设施的建设

银行贷款：银行贷款余额从
年初的14.6亿元大幅下降至
8.1亿元（其中短期贷款2亿
元），负债结构持续改善

可转债余额3.12亿美元，其
中CB1余额0.32亿美元，CB2
余额2.8亿美元



PART 4: 未来战略规划



临床1期、2期

临床3期

商业化阶段

• 不断提高技术壁垒、扩大服务设施及产能

• 加强人才引进和人员激励

• 加大对全球尤其是中国市场地区的商业开发

• 加强CRO-CMC/CDMO业务的连续性

• 持续加强在业务板块间交叉引流

产业服务链
战略整合、合作

早期研发
临床前服务

分享千亿级市场规模
构建全球创新药研发、

生产一站式平台

CFS CFS EFS EFS

优质流量引导+全产业链服务能力

构建面向全球的生物医药创新者的开放式
合作平台和共赢生态圈



Q&A   

问答环节



附录



附录1：EFS2021 H1新增投资项目

名称 适应症/主要技术/业务 股权百分比

Argonaut Genomics, Inc

Utilizing bioinformatics/proteomics to build a high-

throughput discovery platform, which can mine from 

the dark genome for immune-dominant cancer 

antigens. 

利用生物信息学/蛋白质组学构建高通量发现平台，从
"dark genome"中挖掘免疫优势癌症抗原。

*0%

Ribogenics, Inc.
Pursuing the vast potential of small molecule 

medicines for RNA mis-splicing diseases.
开发小分子药物，治疗RNA错剪切疾病。 11.96%

索智生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Driven by AI technology, focusing on the R&D of novel 

drugs in the field of autoimmune system and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以AI技术为主要驱动力，专注于自身免疫系统和神经
退行性疾病领域的新药研发。

12.00%

勤浩医药（苏州）有限公司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next-

generation anti-cancer therapeutics. 
专注于开发全球领先的小分子抗肿瘤新药。 3.80%

NAKI Therapeutics Inc.
With a focus on CAR-NK and NK cell-based 

immunotherapy. 
专注于 CAR-NK 和基于 NK 细胞的免疫疗法。 20.00%

AbSci Corporation
Focusing on speeding drug development in the pre-

clinical stages. 
专注于加速临床前阶段的药物开发。 N/A

Dorian Therapeutics, Inc.
Working on a new class of therapeutics that can 

rejuvenate cells and tissues. 
致力于研发可以使细胞和组织再生的创新疗法。 *0%

Fuse Biotherapeutics Inc.
Focusing on developing a platform of T cell engagers 

and NK cell engagers.
专注于开发T cell衔接器和NK cell衔接器的双抗平台。 14.18%



附录2：经调整non-ifrs净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