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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Shanghai Bio-heart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百心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85）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研發開支 (71,391) (120,486)
行政開支 (53,853) (104,535)
其他開支 – (3,226)
財務成本 (510) (227)
其他收入及收益 10,178 964  
   
期內虧損 (115,576) (227,510)  

業績摘要

於報告期間，我們就我們的產品管線及業務營運獲得以下進展：

• 本公司於2022年1月完成第二代 Iberis®臨床試驗的患者入組程序。

• 本公司於2022年2月完成Bioheart®臨床試驗的患者入組程序。

• 於EuroPCR 2022，本公司與臨床試驗研究者就腎動脈去交感神經治療未
控高血壓 (RADIUS-HTN)的歐洲臨床試驗達成最終計劃，以評估第二代
Iberis®腎神經阻斷系統對於未控高血壓患者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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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 2021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0,178 964
研發開支 (71,391) (120,486)
行政開支 (53,853) (104,535)
其他開支 7 – (3,226)
財務成本 8 (510) (227)  

除稅前虧損 6 (115,576) (227,510)
所得稅開支 9 – –  

期內虧損 (115,576) (227,51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15,576) (227,510)  

由下列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01,439) (199,789)
非控股權益 (14,137) (27,721)  

(115,576) (227,510)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11 (0.42)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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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6月30日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057 50,409
其他無形資產 137,562 137,200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7,172 4,301
使用權資產 18,855 21,851
商譽 144,630 144,630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12 24,658 –  

非流動資產總值 384,934 358,391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43,460 47,9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8,911 708,531
定期存款 134,377 –  

流動資產總值 696,748 756,52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10 10
租賃負債 8,091 7,31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8,857 28,510
遞延收入 995 981  

流動負債總額 37,953 36,812  

流動資產淨值 658,795 719,71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43,729 1,07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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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216 15,135
遞延收入 7,013 7,517
遞延稅項負債 20,580 20,580  

非流動負債總額 40,809 43,232  

資產淨值 1,002,920 1,034,875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43,937 243,937
儲備 722,455 751,750  

966,392 995,687
非控股權益 36,528 39,188  

權益總額 1,002,920 1,03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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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上海百心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上海市浦東新區張江高科技產業東區
瑞慶路590號4幢3層302室。

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全降解支架（「全降解支架」）產品及第
二代腎神經阻斷（「腎神經阻斷」）系統的研發。

本公司於2021年12月23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2 編製基準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無包括於年度財務報
表中要求的所有資料及披露，而應與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
報表一併閱覽。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且除另有指明者外，所有價值約
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人民幣千元）。

3 會計政策的變動

除就本期間的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2021年6月30日後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於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

2020年之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所
附示例之修訂

採納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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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為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本集團首席執行官（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在作出有關本集團
整體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決策時會審閱綜合業績，因此，本集團僅有一個可呈報分部，
且並無呈列此單一分部的進一步分析。

於所呈列的各期間，本集團並無錄得任何收益，且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因
此並無呈列地區分部的分析。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收入
政府補助* 591 122

銀行利息收入 1,737 821

其他 2 21  

收益
匯兌收益 7,848 –  

10,178 964  

* 本集團已收取若干與資產有關的政府補助。於達成相關條件後，有關資產的補助
記錄於遞延收入及於相關資產的可使用年期內在損益確認。有關收入（為已產生開
支或虧損的應收補償或用作給予本集團即時財政支援且無未來相關成本的應收補
償）的政府補助於實際收取款項期間在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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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323 5,468

使用權資產折舊* 2,996 1,725

核數師酬金 400 301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9 –

有關低價值資產租賃的開支 7 –

匯兌（收益）╱虧損 (7,848) 3,220

銀行利息收入 (1,737) (821)

政府補助 (591) (122)

上市開支 – 6,529  

(431) 16,300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薪酬）：
－工資及薪金 5,083 3,604

－退休金計劃供款 379 286

－以權益結算的股份獎勵開支 12,266 28,995  

* 期內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使用權資產折舊、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及僱員福利開
支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內。

7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的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匯兌虧損 – 3,220

其他 – 6  

– 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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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的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租賃負債的利息 510 227  

9 所得稅

中國內地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本集團於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所呈列期間的估計稅率為25%。由於上海安通醫療科技有限公司（「安通」）於2020

年11月12日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故其享受優惠稅務待遇，且有權自那時起計3年期間
享有15%的優惠稅率。由於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的期間並
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概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香港

由於本集團的香港附屬公司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的期間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
故概無就香港所得稅按16.5%稅率作出撥備。

並無就未動用稅項虧損及可扣除暫時差額確認遞延稅項，原因是未來利潤流不可預測。

10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派發或宣派股息（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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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根據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243,937,000股（2021年：220,000,000股）計算，經調整以反映期內供股。

本公司於各呈列期間並無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

每股基本虧損的計算乃基於：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虧損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千元） (101,439) (199,789)

普通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千股） 243,937 220,000

每股虧損（每股人民幣元） (0.42) (0.91)

12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於2022年6月，本集團透過 (i)以已於期內支付的代價人民幣8,658,000元自心至醫療的一名
現有股東收購8.01%的股權及 (ii)以代價人民幣16,000,000元認購心至醫療額外7.41%的股
權，收購心至醫療的合共15.42%股權。

該投資隨後採用權益法入賬列作為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原因為本集團根據心至醫療
的組織章程細則有權力委任心至醫療七名董事中的其中一名，故本集團對心至醫療的財
務及營運政策擁有重大影響力。

13 貿易應付款項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0 10  

於各報告期間末，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2個月以上 10 10  

貿易應付款項為不計息，通常於一個月內結算。



– 10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I. 業務回顧

概覽

我們是中國領先的創新介入式心血管裝置公司，目前專注於以下兩種療
法：(i)全降解支架 (BRS)，以解決中國患者在治療冠狀或外周動脈疾病方面
的未滿足醫療需求；及 (ii)腎神經阻斷 (RDN)，以解決患者在治療未控高血
壓及頑固性高血壓方面的未滿足醫療需求。

產品及管線

截至本公告日期，我們有九款處於不同開發階段的在研產品組合。下圖概
述截至本公告日期我們開發中的在研產品狀況：

�

在研產品* 臨床前 臨床 註冊 商業化

全降解支架
在研產品

腎神經阻斷
在研產品

其他
在研產品

核心產品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創新醫療器械」

在我們的在研產品中，該等器械根據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頒佈的經修訂
在日本，確認性臨床試驗亦被稱為關鍵臨床試驗。*

Bioheart
（用於冠狀動脈疾病）

全降解支架系統®

Bio-LeapTM

(BTK) 
（用於外周血管疾病）
膝下 全降解支架系統

Bioheart UltraTM

（用於冠狀動脈疾病）
具有超薄支柱的全降解支架系統

第二代 ®

第二代腎神經阻斷系統
Iberis

Bioheart®脈衝球囊擴張導管
（用於冠狀動脈鈣化）

（用於外周血管鈣化）
Bioheart®脈衝球囊擴張導管

（用於主動脈瓣鈣化）

Bioheart®脈衝球囊擴張導管

Bioheart®球囊擴張導管

Bioheart®高壓球囊擴張導管

• 已完成可行性臨床試驗
• 正在進行確認性臨床試驗（患者入組已完成）

在中國

動物研究

動物研究

�在中國
• 正在進行確認性臨床試驗（患者入組已完成）

�在日本
•
•
已完成可行性臨床試驗
待開展確認性照臨床試驗*

設計階段

設計階段

設計階段

設計階段

設計階段

獲豁免進行臨床試驗

獲豁免進行臨床試驗

2023年
第三季度

2026年

2027年至
2028年

2023年
第二季度

2025年

2023年

2023年

2025年

2025年至
2026年

2027年至
2028年

預期將成為全球
首個基於多中心
隨機對照臨床試驗
結果獲批准商業化
的第二代全降
解支架系統

產品
多電極腎神經阻斷
個獲批准商業化的
預期將成為中國首

《免於進行臨床試驗醫療器械目錄》獲豁免遵守臨床試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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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產品及在研產品

全降解支架在研產品

Bioheart®為我們的全降解支架 (BRS)產品，是一種自主開發可隨時間被人體
完全吸收的臨時支架。其為用於經皮冠狀動脈介入 (PCI)治療的BRS系統，
以治療冠狀動脈疾病。截至本公告日期，我們持有35項有關Bioheart®的註冊
專利（包括10項發明專利及25項實用新型專利），其中 33項於中國註冊、一
項於美國註冊及一項於歐洲註冊。我們亦有與Bioheart®有關的14項待批專
利申請。Bioheart®已於2017年 2月獲國家藥監局認定為「創新醫療器械」，因
此合資格進入快速審批程序。於 2022年2月16日，本公司完成Bioheart®的臨
床試驗之患者入組程序。我們預計將於2023年第一季度完成確認性臨床試
驗所需的隨訪，並向國家藥監局提交確認性臨床試驗結果，以供其批准。

膝下 (BTK)全降解支架系統Bio-Leap™為我們自主開發的創新全降解支架
在研產品，用於經皮腔內血管成形術，以治療下肢外周動脈疾病。截至本
公告日期，我們已完成Bio-Leap™的設計，而目前正就Bio-Leap™進行動物研
究。我們目前預期將於2023年開展Bio-Leap™的臨床試驗，並於2026年或前
後推出產品。

Bioheart Ultra™為我們自主開發的第二代全降解支架系統，用於治療冠狀
動脈疾病，其支架支柱厚度估計少於100微米。截至本公告日期，我們已完
成Bioheart Ultra™的設計，而目前正就Bioheart Ultra™進行動物研究。我們目
前預期將於 2023年開展Bioheart Ultra™的臨床試驗，並於2028年或前後推出
產品。

腎神經阻斷在研產品

第二代 Iberis®是我們自主開發的第二代腎神經阻斷系統。腎神經阻斷為少
數具有治療未控高血壓及頑固性高血壓實證臨床療效的器械療法之一，
且許多行業專家認為其有改變高血壓的傳統治療方法的潛力。

截至本公告日期，我們持有有關第二代 Iberis®的33項註冊專利（包括九項
發明專利、20項實用新型專利及4項設計專利）及19項待批發明專利申請。
於33項註冊專利當中，32項於中國註冊或申請及一項於日本註冊。第二代
Iberis®已於2016年11月獲國家藥監局認定為「創新醫療器械」，因此合資格
進入快速審批程序。於2022年 1月26日，本公司已完成第二代 Iberis®的臨床
試驗之患者入組程序。我們預計於2022年第四季度完成臨床試驗所需的隨
訪並將我們的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結果提交國家藥監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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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與European Cardiovascular Research Center訂約就評估第二代 Iberis®腎
神經阻斷系統進行歐洲臨床試驗。於EuroPCR 2022，我們與臨床試驗研究
員敲定計劃，涉及使用橈動脈入路的腎動脈去交感神經治療未控高血壓
(RADIUS-HTN)的歐洲臨床試驗。歐洲心血管研究中心將進行RADIUS-HTN
試驗，比較通過經橈動脈入路 (TRA)和經動脈入路 (TFA)進 行的腎神經阻斷
的療效。我們為全球唯一一家擁有CE標誌可就TRA及TFA使用導管治療高
血壓的公司。醫生及患者偏好使用TRA法進行血管介入治療。與TFA相比，
TRA介入治療可減少侵入身體部位的併發症及縮短住院時間，同時降低手
術成本及提高患者滿意度。第二代 Iberis®臨床試驗乃與我們的戰略業務合
作者泰爾茂合作開展。

其他在研產品

我們有五種球囊導管在研產品。

Bioheart®球囊擴張導管及Bioheart®高壓球囊擴張導管乃旨在用於擴張前及
擴張後的過程中進行支架展開，其將連同我們的核心產品為醫生提供全
降解支架植入的全方位解決方案。由於該兩種在研產品獲豁免遵守於中
國進行臨床試驗的規定，因此我們預計將於緊隨其各自的開發階段在2023
年第二季度結束後推出該等產品。

Bioheart®脈衝球囊擴張導管包括三個在研產品，旨在分別消除冠狀動脈
鈣化、外周血管鈣化及主動脈瓣鈣化。我們預期將於2023年第二季度展開
Bioheart®脈衝球囊擴張導管的臨床試驗。截至本公告日期，我們持有有關
Bioheart®脈衝球囊擴張導管的三項註冊專利（包括一項實用新型專利）及五
項待批發明專利申請（包括一項PCT申請），全部均於中國註冊或申請。

有關我們產品及在研產品的詳情，請參閱招股章程。

我們未必能成功開發及╱或營銷我們的核心產品BIOHEART®或任何其他
在研產品。

研發

我們的研發團隊一直專注於開發治療冠狀動脈及外周疾病以及未控及頑
固性高血壓的醫療器械。我們已自主研發多項創新醫療器械，並於多個地
區商業化我們的第一代腎神經阻斷產品。截至本公告日期，我們擁有：

• 一個核心產品、一個腎神經阻斷在研產品，以及七個處於不同開發階
段的其他在研產品；

• 72項註冊專利及 40項待批專利申請；及

• CE標誌及九項針對於海外市場商業化的第一代腎神經阻斷產品的註
冊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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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投資

於2022年6月21日，本集團透過收購事項及注資收購心至醫療的 15.42%股
權。心至醫療的在研產品中有四種DCB產品處於臨床階段，其中紫杉醇冠
狀動脈DCB的註冊申請已提交國家藥監局批准，而雷帕黴素冠狀動脈DCB
臨床試驗的患者入組程序已完成。與臨床常用的支架相比，DCB作為BRS
的互補產品能夠在不將異物植入人體的情況下進行治 療，從而實現「介入
無植入」的理念。通過投資於心至醫療，我們預期通過合作並在心至醫療
的DCB產品與我們的管線產品之間達成協同效應，豐富我們的心血管器械
的產品組合。

生產

為準備推出我們的管線產品，並為盡可能抓住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我們
已在上海市浦東新區張江高科技園區建設我們新廠房，總建築面積超過
7,000平方米。生產場地位於二樓及三樓，總建築面積為3,600平方米（包括
總建築面積超過2,000平方米的10,000級無塵室生產區域），並已通過相關檢
查、完成相關備案及於2021年 12月正式投入營運。

COVID-19疫情的影響

自2019年12月起爆發COVID-19並無對我們的臨床試驗或整體臨床發展計
劃、營運、供應鏈及財務狀況構成長期的重大不利影響。中國政府採取了
有效的隔離措施降低中國COVID-19的確診個案，加上我們根據相關規定及
政策採取多項預防措施調整僱員工作安排，讓我們有充足人員進行現場
工作並繼續我們的研發活動。儘管中國於2022年3月至2022年5月零星爆發
COVID-19對中國的整體經濟活動水平造成影響及限制，但自2022年6月開
始經濟活動已見復甦。

我們的董事已就COVID-19對我們經營造成的影響開展全面審閱，並確認，
截至本公告日期，COVID-19並無對我們的營運構成任何長期重大不利影
響。我們密切監察COVID-19疫情發展，並持續評估疫情對我們業務、經營
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的潛在影響。我們注意到，因COVID-19爆發而實施的
任何出行限制或隔離可能導致臨床試驗的進度及我們的營運出現潛在延
誤。

未來前景

我們的目標是成為世界知名的慢性病管理醫療器械平台。我們計劃實施
以下戰略以實現此目標：

• 快速推進在研產品的臨床開發及商業化，尤其是Bioheart®及第二代
Iberis®，以於未滿足的中國全降解支架及腎神經阻斷市場享有「先發」
優勢；

• 加大銷售力度，並提高我們於中國介入式心血管裝置市場的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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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提升研發能力及擴展我們的產品組合；

• 進一步擴充我們的生產能力以及建立我們的內部銷售及營銷團隊；

• 進一步擴大我們於中國及全球的據點；及

• 積極尋求外部合作、戰略投資及收購機會，以促進我們的未來擴展。

II. 財務回顧

其他收入及收益

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
政府補助、銀行利息收入、匯兌差額及其他。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2021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百萬元增加人民幣9.2百萬元至截至2022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2百萬元。該增加乃主要歸因於美元兌人民
幣的匯率上升導致匯兌收益增加人民幣7.8百萬元及銀行利息收入增加人
民幣0.9百萬元。

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主要包括 (i)僱員福利開支，(ii)折舊開支，(iii)上市開支，
(iv)專業服務開支，及 (v)公用事業及辦公室開支。

僱員福利開支主要包括我們行政僱員的薪金、以權益結算的股份獎勵及
其他福利。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於行政開支項下
入賬的以權益結算的股份獎勵開支分別為人民幣40.3百萬元及人民幣90.7
百萬元。

我們的行政開支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4.5百萬元減少
人民幣50.6百萬元至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53.9百萬元。該
減少乃主要歸因於1）與有服務期規定的主要行政僱員有關的以權益結算的
股份獎勵開支減少人民幣50.4百萬元；2）上市開支減少人民幣6.5百萬元，
乃由於本公司於2021年12月23日上市所致；3）折舊開支增加人民幣2.0百萬
元，乃由於我們於2021年下半年租賃一個新廠房所致；4）專業服務開支增
加人民幣4.2百萬元，乃由於2022年上半年產生合規服務開支、中期財務資
料審閱服務及公共關係服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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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的我們行政開支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僱員福利開支 43,210 94,212
包括：以權益結算的股份獎勵開支 40,322 90,716

折舊開支 3,399 1,432
上市開支 – 6,529
專業服務開支 5,019 786
公用事業及辦公室開支 695 985
其他 1,530 591  

53,853 104,535  

研發開支

我們的研發開支主要包括 (i)測試費用，(ii)僱員福利開支，(iii)所用原材料
和消耗品成本，及 (iv)折舊開支。

研發開支項下的僱員福利開支主要包括研發僱員的薪金、福利及以權益
結算的股份獎勵。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於研發開
支項下入賬的以權益結算的股份獎勵開支分別為人民幣43.3百萬元及人民
幣95.3百萬元。

我們的研發開支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0.5百萬元減少
人民幣49.1百萬元至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71.4百萬元，乃
主要歸因於與有服務期規定的研發僱員有關的以權益結算的股份獎勵開
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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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我們的研發開支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測試費用 11,956 9,505
僱員福利開支 49,044 99,744
包括：以權益結算的股份獎勵開支 43,299 95,250

所用原材料和消耗品成本 2,313 3,125
折舊及攤銷開支 5,939 5,761
其他 2,139 2,351  

71,391 120,486  

其他開支

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其他開支主要包括匯兌虧
損及其他。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並無錄得任何其他開支，
乃主要歸因於 2022年上半年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上升。

財務成本

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財務成本主要包括與我們
租賃辦公物業有關的租賃負債的利息。財務成本由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的人民幣0.2百萬元增加人民幣0.3百萬元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 0.5百萬元，乃主要歸因於2021年下半年添置租賃負債。

所得稅開支

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並無錄得任何所得稅開支。

期內虧損

基於上文所述的因素，我們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虧損
淨額分別為人民幣 115.6百萬元及人民幣227.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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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我們現金的主要用途是為我們在研產品的開發、我們的臨床試驗、我們就
購買廠房及設備的付款、行政開支及其他經常性開支提供資金。截至2022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35.0百萬元，
主要由於我們於報告期間產生大量研發開支及行政開支。我們的經營現
金流量將繼續受我們研發開支所影響。於報告期間，我們主要依靠股東出
資及股本融資作為流動資金的主要來源。我們的管理層密切監控現金及
現金結餘的使用，並努力為我們的業務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展望未來，
我們認為我們的流動資金需求將通過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及我們的營
運所產生的現金得以滿足。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152.3
百萬元，主要歸因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投資於一間聯營公司的
付款及於收購時初始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分別增加人民幣17.7
百萬元、人民幣 8.7百萬元及人民幣127.5百萬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3.8
百萬元，主要歸因於上市開支的付款及租賃付款分別為人民幣 2.1百萬元
及人民幣1.6百萬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518.9百萬元，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 708.5百萬元減少26.8%。

我們的流動資產淨值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719.7百萬元減少至截
至2022年6月30日的人民幣 658.8百萬元，乃主要歸因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減少。

資本開支

我們的資本開支主要包括機器、辦公設備、汽車及租賃物業裝修的開支。

我們的資本開支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0.1百萬元增加
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7百萬元。該增加主要歸因於添
置機器及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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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

於2022年6月30日，我們並無任何未償還借款結餘或任何未動用的銀行融
資。

我們的租賃負債由2021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22.4百萬元減少至2022年6月30
日的人民幣 21.3百萬元，主要歸因於租賃付款。

資產負債比率

我們的資產負債比率（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再乘以100%計算）由截至2021年
12月31日的7.2%上升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7.3%。上升乃主要歸因於使用
權資產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資本承擔

於2022年6月30日，我們有已訂約但尚未撥備的資本承擔人民幣3.6百萬元，
與為本集團的生產廠房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

資產抵押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

或然負債

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們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除本公告所披露的戰略投資外，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們並無持有任何重
大投資、且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外匯風險

我們面臨主要因以美元計值的銀行現金所產生的外幣風險。我們目前並
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我們的管理層監察外匯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在
日後考慮合適的對沖措施。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資本開支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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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52名全職僱員，彼等全部均駐於中國。於
報告期間，本集團的總僱員福利開支（包括 (i)工資、薪金及花紅，(ii)社保成
本，(iii)僱員福利，及 (iv)以權益結算的股份獎勵）約為人民幣92.3百萬元。

我們根據多項因素招聘僱員，包括工作經驗、教育背景及相關職位空缺的
要求。我們為管理層員工及其他僱員的持續教育及培訓計劃作出投資，以
不斷提升彼等的技能及知識。我們為僱員提供定期反饋意見，以及在各個
領域提供內部及外部培訓，如產品知識、項目開發及團隊建立。我們亦會
根據僱員的表現進行評估，以釐定其薪金、晉升機會及職業發展。根據相
關中國勞動法，我們與僱員訂立了個人僱傭合約，涉及年期、工資、獎金、
僱員福利、工作場所安全、保密責任、不競爭及解僱理由等事宜。此外，我
們依據中國法律須按僱員薪金（包括獎金及津貼）的若干百分比向法定僱
員福利計劃（包括養老金計劃、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
及住房公積金）供款，上限為地方政府指定的最高金額。

本公司於2022年6月27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採納2022年H股獎勵計
劃。該計劃旨在吸引、激勵及挽留具有技能及經驗的人員，為本集團的未
來發展及擴張而努力。該計劃亦通過調整彼等的利益，幫助本公司將其薪
酬常規現代化及改善股東之間的利益平衡機制、營運及執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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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於2021年12月23日，本公司成功於聯交所上市。經扣除包銷費用及相關開支後，
本集團從全球發售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441.7百萬港元。本公司擬根據招
股章程所載的用途動用該等所得款項淨額。

下文載列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及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實際用途：

所得款項用途

佔總所得
款項淨額的

百分比
所得款項

淨額的分配

於2022年
6月30日的
已動用金額

於2022年
6月30日的

未動用金額 (1)

未動用所得款項
獲悉數動用的
預期時間表 (2)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撥付正在進行的確認性臨床試驗、
註冊備案的籌備事宜以及我們的
核心產品Bioheart®的計劃中商業化
上市

62.0% 273.85 2.13 271.72 2026年12月

撥付在中國正在進行的隨機對照臨
床試驗以及我們的腎神經阻斷在
研產品第二代 Iberis®的持續開發

21.3% 94.08 – 94.08 2026年12月

撥付我們管線中其他在研產品的
研發、進行中臨床前研究及已規
劃的臨床試驗，包括Bio-LeapTM、
Bioheart UltraTM、Bioheart®球囊擴張
導管、Bioheart®高壓球囊擴張導管
及Bioheart®脈衝球囊擴張導管

6.7% 29.59 10.18 19.41 2026年12月

一般企業及營運資金用途 10.0% 44.17 14.45 29.72 2026年12月    

100% 441.69 26.76 414.93    

附註：

1. 於2022年6月30日，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乃存放於香港或中國的若干持牌銀行。

2. 動用餘下所得款項的預期時間表乃根據本集團作出的最佳估計編製，其可根據市況的當
前及未來發展作出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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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或中國法律並無有關優先購買權的條文，規定本公司
須按比例向其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本公司的新股份。

購買、銷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 2022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報告期間後的期後事項

於2022年7月27日，本公司宣佈自 2022年8月17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
所買賣的H股每手買賣單位將由500股H股變更為100股H股。有關更改每手買賣
單位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7月27日的公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本集團於報告期間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進
行重大期後事項。

遵守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
董事及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及監事確認於報告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本公司並無發現可能掌握本公司內幕消息的僱員存在不遵守標準守則的
情況。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
守則。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
以下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2.1條的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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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分開，不
應由同一人擔任。汪先生為本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及總經理。汪先生於醫藥行業
擁有豐富的經驗，自本公司成立以來一直服務本公司。汪先生負責本集團的整
體管理、業務、戰略發展和科學研發。即使董事會主席及總經理的角色均由汪
先生擔任會構成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2.1條的偏離事項，董事會認為，
將董事會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職責授予同一人有利於本集團的管理。董事會
亦認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合併角色可以提高戰略舉措的有
效執行，促進管理層與董事會之間的信息流動。

董事會的運作確保權力及授權的平衡，董事會由經驗豐富及多元化的個人組
成。董事會現時由兩名執行董事（包括汪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組成，因此，在其組成中具有很強的獨立性。董事會將繼續審查本集
團企業管治結構的有效性，以評估是否有必要將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角色分
離。

審閱中期業績

董事會已成立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尚偉先生、林潔誠先生及魯旭波先生
組成的審核委員會，陳尚偉先生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彼具有符合上市規則規
定於財務事宜方面的專業資格及經驗。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
本公司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控制。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已省覽及審閱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中期業績
及本公司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並已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並認為
本集團的中期業績乃根據適用會計準則、規則及法規編製，並已妥善作出合適
的披露。

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亦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
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
本集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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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2022年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bio-heart.
com)。本公司2022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全部資料）將適時寄發予
本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可供查閱。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安通」 指 上海安通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
附屬公司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守
則條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僅就本公告及作地區
參考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本公司」 指 上海百心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一家
於2020年12月8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或倘文義另有所指（視情況而
定），則指其前身上海百心安生物技術有
限公司，一家於2014年7月18日在中國成立
的有限公司

「核心產品」 指 Bioheart®，為上市規則第18A章所界定的「核
心產品」

「DCB」 指 藥物塗層球囊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或其中任何一名董事

「內資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
通股，以人民幣認購及繳足，為非上市股
份，現時並無於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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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CR 2022」 指 歐 洲 經 皮 心 血 管 介 入 學 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Percutaneous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s)的官方年度會議

「全球發售」 指 H股的全球發售，有關詳情載於招股章程

「本集團」或「我們」 指 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或其中任何一間
（視文義而定），或（如文義指其註冊成立前
的任何時間）則指其前身公司或其現有附
屬公司的前身公司或其中任何一項（視文
義而定）從事及其後由其取得的業務

「H股」 指 本公司普通股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
元的境外上市外資普通股，已於聯交所上
市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分別指 港元及港仙，香港法定貨幣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
會不時頒佈

「上市」 指 H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或
以其他方式修改）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汪先生」 指 汪立先生，為我們的創始人、控股股東、
董事會主席、總經理及本公司執行董事

「國家藥監局」 指 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前身為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2月13日的招股章程

「研發」 指 研究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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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間」 指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
通股，包括內資股、非上市外資股及H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泰爾茂」 指 泰爾茂（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2011
年8月2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
泰爾茂株式會社（一家於東京證券交易所
上市的公司（東交所：4543））的全資附屬公
司。泰爾茂指泰爾茂（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或泰爾茂株式會社（視文義而定）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其領土、屬地及受其司法
管轄的所有地區

「非上市外資股」 指 本公司發行的由外國投資者持有且並無於
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普通股

「心至醫療」 指 上海心至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
成立的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上海百心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汪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2022年8月 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汪立先生；執行董事
王雲磬先生；非執行董事蔡俐女士、周瑔先生及陳紀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陳尚偉先生、魯旭波先生及林潔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