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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签订 

《技术开发（合作）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鉴于新药研制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各阶段

研究均具有风险性，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1、本项目现处在临床前研究阶段，存在不能达到研究目标的可

能性风险，存在不能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的可能性风险； 

2、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

方”）于 2017 年 7 月 3 日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以下简称“华西

医院”或“乙方”）签订《技术开发（合作）合同》（以下简称“合

同”），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治疗血液瘤化药 1.1 类新药普依司他

（暂定名）甲磺酸盐”项目，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

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达成

如下协议，各方共同恪守。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以上合同的签署不需

要通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审议。本合同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住所：成都市武候区国学巷 37 号 

法定代表人：李为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医疗技

术精湛、诊疗设备先进、科研实力强大的临床医学院及医院。华西医

院是中国西部疑难危急重症诊疗的国家级中心，医疗水平处于全国先

进行列。医院现有包括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大研究中心 8

个、医学基础实验室 37 个、临床研究室 14 个、科研公共服务平台 7

个；有中国循证医学中心，国家新药、中药安全性评价中心（GLP），

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西药和中药 GCP），国家新药药效评价中心，

国家化妆品安全性和功效性检验机构等。 

    华西医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项目简介  

2017年6月21日公司与成都诺威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技

术转让（专利转让）合同》（相关公告详见 2017 年 6 月 22 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通过转让方式获得专利“嘌

呤基-N-羟基嘧啶甲酰胺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的所有权，公

司与华西医院合作的“治疗血液瘤化药 1.1 类新药普依司他（暂定名）



甲磺酸盐”项目正是基于此专利技术开发的新药。目前该项目处于临

床前研究阶段。 

Purinostat（普依司他）是采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并合成的

100多个化合物通过临床前成药性研究确定的新一代选择性靶向组蛋

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 抑制剂），为国内外均未上市的全新化

学架构的化药 1.1 类新药，公司拥有该化合物的国内和国际专利。 

Purinostat（普依司他）对 B 细胞淋巴瘤 Raji、Daudi，多发性

骨髓瘤 RPMI-8226模型均有消退肿瘤效果，所以推荐 pur 的首选适应

症为血液系统肿瘤，并且安全性良好，优于化疗药物紫杉醇。现已完

成了原料药和制剂工艺研究、药理及药效学研究、药代动力学和组织

分布研究、临床前安全性评价预实验等相关成药性研究。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本合同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要求如下： 

1、研发目标： 

（1）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CFDA）《药品

注册管理办法》附件二化药注册分类 1.1 类新药规定完成新药申报资

料，获得 CFDA 临床试验批件； 

（2）按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以下简称： FDA）的要求和规定，完成临床试验研究新药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以下简称：IND）申请的英文版申报

资料。 

2、技术内容： 



（1）完成临床前研究工作并申请临床研究； 

（2）获得临床试验批件。 

3、技术方法和路线： 

按照 CFDA《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附件二化药注册分类第 1.1 类

新药的相关要求及相关指南要求进行。 

（二）在本合同研究开发项目中，甲方为新药申请人（药品生产

企业申请人和新药证书申请人），乙方为合作研究机构（新药证书申

请人）形式，共同向 CFDA 完成申报临床研究资料并获得新药证书和

生产批件为目的，开展合作研究工作。合作双方分工承担如下工作： 

1、甲方： 

（1）承担本项目在中国和美国新药申报所需的全部费用； 

（2）负责本项目临床试验研究工作并承担费用； 

（3）负责提供用于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所需放大生产的场地、设备

和原辅料等条件，配备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负责大生产样品的制备；  

（4）负责提供新药临床试验的样品和申报生产三批样品； 

（5）甲方负责管理、协调乙方具体实施的临床批文注册申请、答

辩及资料补充等工作； 

（6）承担作为新药药品生产企业申请人和新药证书申请人需承担

的其它需要承担的事项。 

2、乙方： 

（1）负责本项目临床前原料药中试合成工艺、原料药结构确证、有

关物质、原料药质量研究、三批原料药小试和中试样品的制备及影响因

素试验； 

（2）负责本项目临床前研究规范化药效学评价、药代动力学研究、



制剂处方工艺和质量研究、药理毒理安全性评价等研究工作及任务；  

（3）完成向 CFDA 申报普依司他（暂定名）甲磺酸盐申报临床试

验批件全套申报资料的撰写； 

（4）负责答复 CFDA 药品审评中心（CDE）提出关于候选药物临床

前研究的相应审评意见及补充试验工作，并协助甲方回答 FDA 问题； 

（5）负责对甲方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派技术人员到甲方生产

现场指导甲方制备临床试验的样品和三批申报生产样品。 

（三） 合作各方确定，按如下方式提供或支付本合同项目的研究

开发等经费及其他投资： 

1、本项目候选药物普依司他（暂定名）临床前研究费用合计人

民币贰仟贰佰万元整（￥:22,000,000.00 元整）； 

2、甲方根据研究进度分期支付乙方完成新药研发等经费。  

具体研究阶段和期限如下： 

第一期：候选药物系统评价阶段（2017 年 6 月-2017 年 8 月） 

本合同签订后 15 日内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陆佰万元整

（￥:6,000,000.00 元）作为候选药物系统评价阶段研究经费。本阶

段按 1.1 类新药申请要求完成全部原料药药学、制剂药学、质量研究

及部分药效学工作。具体工作如下：  

1、三批原料药中试样品的制备，质量研究、杂质研究、中试样

品理化性质的研究、原料药和制剂影响因素试验； 

2、药物静脉制剂工艺、放大工艺及三批中试制剂的质量研究（稳

定性试验、辅料质量标准、溶血、无菌、冻干工艺研究）； 

3、规范药效学研究：完成九种以上荷瘤小鼠血液瘤模型（淋巴

瘤、多发性骨髓瘤、慢性髓性白血病等），每种荷瘤小鼠重复 2 次药



效学试验的药效学研究，荷瘤小鼠组织分布研究等。 

第二期：候选药物临床前安全性评价阶段（2017 年 8 月-2018 年

4 月） 

    乙方完成候选药物系统评价报告，并在开展正式的安全性评价实

验前两周由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整（￥:12,000,000.00

元）用于完成本项目的全套药物代谢和药代动力学、组织分布、代谢

及物料平衡、全套安全性评价实验，撰写全套申报资料，主要工作包

括： 

1、大鼠和犬吸收试验； 

2、大鼠组织分布试验； 

3、体外代谢、代谢转化、重组酶代谢酶亚型实验、代谢酶诱导抑

制试验； 

4、体内排泄及物料平衡试验； 

5、大鼠和犬 1 个月长期安全性评价（急性毒性、亚急性毒性、

长期毒性、遗传毒性试验、毒代动力学、生殖毒性一段、遗传毒

性、刺激性等）、药代动力学； 

6、药理作用机制和靶点确证； 

7、完成以上涉及的所有申报资料的撰写和原始记录整理。 

第三期：提交新药临床试验申报资料后一个月内（以受理号时间

为准，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3,000,000.00 元），

用于审评中心发出补充通知后所需补充试验等经费。 

第四期：获得 CFDA 临床批件后一个月内，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

壹佰万元整（￥:1,000,000.00 元）。  

（四）如甲方在本新药临床前研究或临床研究完成后，决定不再



继续开发本新药，则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转让事宜，转让后的金额分配，

应保证乙方利益不受损失。 

（五）在本合同履行中，该项目目前已完成了前期合成、药理筛

选、初步急性毒性等工作，在下一步的新药研究开发中存在的风险，

在按 CFDA 相关规定的每一研究阶段结束后，均需形成完成阶段的总

结研究报告并经双方签字确认。若在某一研究阶段的结果达不到 1.1

类新药的要求并导致本项目开发终止，乙方应以书面的形式尽快通知

甲方。甲方已经投入的研究经费乙方不再退还甲方，甲方不再支付后

期阶段费用，同时终止本合同的履行。 

（六）合作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其

相关知识产权权利及具体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如下： 

1、甲方委托乙方就本品普依司他（暂定名）甲磺酸盐开发过程

中所产生的新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拥有知识产权的署名权，

乙方如需使用甲方的试验数据，双方另行协商。 

2、甲方作为候选药物普依司他（暂定名）国内国际专利所有权

人，拥有候选药物普依司他（暂定名）的唯一专利使用权。 

3、签署本合同后，双方可共同署名，按照国家、省、市等各类

课题经费申请类别申请研究项目，获得的经费只能用于本项目不同阶

段的研究工作，甲方和乙方按申请时的约定分配经费。任何一方在国

家和/或地方政府申请的科研基金和资助由申请方支配。所有获得的

科研经费不计入本合同的总金额内，甲方仍需按合同总金额分期支付

给乙方。 

4、乙方所有本项目的参研人员，享有在有关技术成果文件上署

名和取得有关荣誉证书、奖励、发表论文的权利。对于奖励金额按谁



申请谁拥有的原则。获奖署名次序按谁申请谁优先的原则。 

（七）合作双方确定，按以下标准对本合同最终完成的研究开发

工作成果进行验收：获得 CFDA 临床试验批件。 

（八）双方确定： 

1、甲方有权按照本合同提供的研究开发成果，进行后续改进。

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及其

权利归属，由甲方享有； 

2、乙方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对候选药物普依司他（暂定名）甲磺

酸盐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实质性的技术成果归甲方享有，乙方享

有署名权； 

3、乙方全力配合甲方将候选药物普依司他（暂定名）在药学研

究、药代动力学、临床前安全性评价、药效学等方面按 FDA 的要求和

规定完成 IND 申报工作，并在中文版申报资料完成六个月内完成对应

全套英文版申报资料的撰写和整理； 

4、甲方按 CFDA 临床试验批件中如有需要乙方补充完善的临床前

研究试验的，乙方应按批件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甲方不承担此相关

试验的费用； 

5、乙方应全力配合甲方完成临床试验研究，对在临床试验研究

阶段出现的问题共同应对，直至获得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 

（九）乙方不得在未经甲方许可前，自行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

第三人，否则应退还甲方已付费用并处罚金人民币壹仟万元。 

甲方未按期支付乙方研究开发经费一月后，乙方可以不经甲方同

意，将本合同项目部分或全部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第三方，并不退回甲



方已支付的经费。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 

合同的履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要求，本次公司与华西医院

合作开发的“治疗血液瘤化药 1.1 类新药普依司他（暂定名）甲磺酸

盐”项目如获得批准上市，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有利于提

高公司的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对公司的战略布局起到积极作用。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短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技术开发（合作）合同》。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7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