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概况

知临集团

知临集团 (纳斯达克股票代码：APM)是一家致力于开发和商业化创新性疗法以解决全球
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的制药公司。目前知临的药物管线包括孤儿病、传染病和代谢性疾
病等适应症。公司计划于 2020 年将两个候选药物（即, SACT-1 和 ALS-4）推进至临床试
验，分别用于治疗神经母细胞瘤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知临公司的 Smart-ACT™平台计
划在平均每 12-18 个月将三种孤儿疾病候选药物推进至临床试验。此外，公司目前正推出
一款以提取的中国山药粉所制成, 并含有生物活性成分"DOI"的膳食补充剂来针对处于绝
1
经期并伴随骨质疏松症等相关症状女性。知临瞄准预计将于 2025 年达到 57 亿美元规模
的全球女性保健品市场，有望通过该产品在未来 12 个月内获得可观的收入。

(纳斯达克: A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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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价格: 3.4 美元

市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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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年度
产业

生物科技

市值

103.3 百万美元

项目组合概要

30.4 百万

流通股

9.3 百万

实际流通量
内部持股

69.0%

平均交易量 (90-天)

31,865

员工、顾问
主要目标市场

70+
美国、中国、欧盟

Investor.relations@aptorumgroup.com
http://ir.aptorumgroup.com
截至 2020 年 4 月 28 日

财务报告
现金、证券及股东权益 (美元)

上市前 2016-2018

$37 百万

融资
2018 年 12 月上市

$12 百万

融资
2020 年 2 月

$10 百万

二次发行
2020 年 3 月 15 日
现金+信贷额度

$20 百万+

截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

财务 (美元)
收入 (ttm)

$0.5 百万

现金 (mrq)

$5.3 百万

总资产 (mrq)

$24.0 百万

长期债务 (mrq)

$6.4 百万

权益总额 (mrg)

$14.9 百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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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陈述： 本文涉及的某些属于 1995 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安全港”条款所定义的“前瞻性陈述”。除历史事实陈述外，其余陈述均为“前瞻性陈述”，包括任何对利润、收入或其他财务项目的预测，管理层对未
来经营的计划、战略和目标的任何陈述，与提议的新项目或其他开发相关的任何陈述，与未来经济状况或绩效有关的任何陈述，关于管理层信念、目标、策略、意图和任务的陈述，以及基于上述任何假设条件的任何陈述。您可
以通过诸如“预期”、“相信”、“期望”、“估计”、“计划”、“展望”和“预测”之类的词，以及其他类似地预测或表明未来事件及趋势、或者对非历史事件的陈述来识别前瞻性陈述。这些前瞻性陈述反映了当前对已有
信息的分析，并受到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依赖前瞻性陈述时须谨慎。由于已知和未知的风险，我们的实际结果可能与我们的预期或预测存在重大差异。所有属于本公司或代表本公司行事的人的前瞻性声明，均以
这些因素明确限定其全部内容。除证券法规定外，公司不承担更新这些前瞻性陈述的责任。这些前瞻性陈述仅反映截至本新闻稿发发布之日的资讯，并受若干风险、不确定性和假设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宣布的管理和组
织变更相关的风险、关键人员的持续服务和可用性、其通过为更多消费者细分市场提供额外产品而扩充产品线的能力、开发结果、公司预期的成长策略、业务中的预期趋势和挑战、其对供应链及其稳定性的期望，以及知临集团
的 20-F 表格和未来知临集团可能向 SEC 提交的其他文档中更加充分描述的风险，每一项风险都可能导致实际结果实质性地有别于这些前瞻性声明中所描述的结果。您可以在我们向 SEC 提交的定期文件中找到更多有关这些和其
他可能影响我们预期和预测的因素的信息，包括我们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年的 20-F 年度报告表格。您可在 SEC 的网站上 www.sec.gov 公开查阅知临集团的 SEC 文件。知临集团不承担因新资讯、未来事件或其他原因而更新
本新闻稿中包含的任何前瞻性陈述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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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体现

知临集团
(纳斯达克: APM)

公司总部
香港新界白石角科学园三期 12W 大楼 2 楼
232 单元

知临三大药物发现和开发支柱的目标适应症具有显著的市场规模。公司正建立一个
拥有超过 15 个项目的多元化投资组合，主要用于治疗和诊断一系列广泛的未被满足
需求疾病。知临专注于将早期发现推进至临床概念验证阶段，并通过许可、联合开
发和商业化转化为临床研究成果。此外, 公司专有的 Smart-ACT™平台结合了计算机算
法和湿实验室验证来筛选 2600 多种已获批准的小分子药物。这一过程使知临得以识
别可治疗特定孤儿或未被满足需求疾病的再利用药物。该平台的第一个概念验证性
项目为 SACT-1，用于治疗神经母细胞瘤——一种由未成熟的神经细胞发展而来、主
要影响儿童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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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 Gentry, 行政总裁

o 用于治疗神经母细胞瘤的 SACT-1 进入 1b/2a 期临床试验(全球约 26 亿美元市场)2

RedChip Companies, Inc.
电话: +1 407-491-4498

o 用于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引起的感染的 ALS-4
进入 1 期临床试验(全球市场规模 29 亿美元)3

dave@redchip.com
股票转让代理
Continental Stock Transfer & Trust
1 State Street Plaza, 30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4
212-509-4000

预期两个候选药物于 2020 年下半年进入临床阶段，其取决于相关 IND 申请监管批准:

•

近期商业化的用于妇女绝经期健康的膳食补充剂(约 47.51 亿美元的补充剂全球市场)预
计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创收

•

正进行另外三个 SACT 候选药物研究

•

15+正在开发的治疗性候选药物，包括传染性疾病、与肠道微生物群有关的代谢疾病
和用于孤儿疾病的再利用药物；代表全球估計數十億美元的市场机会

•

新药和再利用药物发现和开发平台的三大支柱:
o 支柱 1：Smart-ACTTM（SACT 系列）–孤儿疾病药物再利用平台：针对目前已知的
7,000 多种（并且持续增加）的孤儿疾病，包括靶向神经母细胞瘤的 SACT- 1
o 支柱 2：Acticule（ALS 系列）–传染病：针对致命病毒和细菌感染的新药开发平
台，包括 ALS-4, 这是一种旨在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例如 MRSA）的首创口
服、非杀菌、抗毒力药物。
o 支柱 3：Claves (CLS 系列) –微生物群：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化学信号来靶向
潜在的治疗靶点。

•

超过 70 名具有丰富药物开发和临床试验经验的员工、临床顾问和专家，能很好地应
对美国 FDA、EMA 和 NMPA 的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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