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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细胞治疗，方兴未艾 

细胞治疗按细胞种类分为免疫细胞治疗和干细胞治疗。产业链分为上游细胞

存储业务，中游细胞增殖、转化技术和新药研发，下游细胞治疗运用。2014

年全球干细胞治疗已达 500 亿美元，预计 2018 年全球干细胞医疗市场将超

千亿美元，年增速预计保持 20%以上，我国仍限于临床试验研究，距离商业

化运作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我国每年仅新增癌症患者潜在免疫细胞治疗市场

为 6140 亿元，癌症免疫细胞治疗市场巨大，目前已有部分省市将部分癌症

免疫细胞治疗纳入医保系统。细胞治疗领域企业并购潮涌。 

 弘天生物：细胞治疗全产业链布局 

公司是国内一家专业致力于个性化细胞技术研发及解决方案临床转化的生

物高科技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涵盖细胞储存、细胞培养和细胞治疗全产业链，

细胞治疗围绕免疫功能分析为特色的健康管理、免疫细胞抗衰老服务等大健

康领域开展，2014 年下半年以来发展迅猛，成为公司主要营收来源。细胞

储存为 2015 年公司新拓展细胞产业链业务，未来将是盈利新增点。 

 弘天生物竞争优势 

细胞治疗全产业链布局，业务协同性优，围绕大健康领域开展各项业务；大

股东旗下拥有丰富优质高端客户资源，未来客户导入有保障；拥有由世界顶

级科学家组成的学术顾问团队并通过严格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对外交流合作

丰富。 

 未来三年盈利预测 

公司未来三年主营业务主要来自以细胞免疫分析业务为特色的健康管理业

务（包括细胞免疫分析、肿瘤风险预警）和细胞储存业务，我们认为以细胞

免疫分析业务为特色的健康管理业务将继续保持高增长，2015-2017 年保持

50%、45%、40%速度增长。细胞储存业务 2015 年 7 月刚刚正式运营，预

计 2016 年开始贡献营收，综合考虑大股东旗下安杰玛集团丰富的高端疗养

会所客户资源和细胞存储业务递延确认收入特点，2016-2017 年保守预测营

收分别为 1800 万元（完成约 100-200 人份细胞储存），4000 万元（完成约

400-500 人份免疫细胞储存）。预测 2015-2017 年净利润分别为

1597.4/2982.3/4104.9 万元，对应全面摊薄 EPS 0.33/0.62/0.86 元 

 公司估值分析 

在纯粹以细胞产业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中，主板中源协和（600645.SH）

和新三板赛莱拉（831049.OC）产业布局和主营业务与弘天生物接近，赛莱

拉交易方式为做市交易，两者市场估值对弘天生物具有较好参考性。我们以

赛莱拉和中源协和为估值参考，基于公司现有经营情况，我们认为赛莱拉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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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基本反映新三板细胞产业公司估值水平，而且相比主板流动性估值折价已

经体现，参考赛莱拉 PE 和 PS 估值，基于我们对弘天生物的未来盈利预测，

我们认为 31.8-42.4 元/股为 2016 年阶段性合理价格 

 风险提示 

以保健、健康管理、健康咨询为特色的细胞治疗运用监管政策收紧；市场营

销、大股东高端客户资源导入不及预期；公司人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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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细胞治疗，方兴未艾 

（一）细胞治疗基本概念 

细胞治疗是指利用某些具有特定功能的细胞，采用生物工程方法获取和（或）通过

体外扩增、特殊培养等处理后，使这些细胞具有增强免疫、杀死病原体和肿瘤细胞、促

进组织器官再生和机体康复等治疗功效，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现阶段，细胞治疗按细胞种类分为干细胞治疗和免疫细胞治疗。 

干细胞治疗是基于干细胞自我复制、再生和分化特点，把健康的干细胞移植到病人

或自己体内，以达到修复病变细胞或重建功能正常细胞和组织的目的。如作为肿瘤手术、

放疗和化疗的辅助支持疗法，患者接受超剂量放（化）疗后，通过静脉输注移植造血干

细胞，重建肿瘤患者的造血及免疫功能；另外，在一些细胞、组织器质性损伤引起的疾

病如神经系统疾病（脑瘫、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等）、免疫系统疾病等治疗中，干细胞也

发挥了修复受损组织细胞、重建器官功能的作用。 

免疫细胞治疗是采集人体自身免疫细胞，经过体外多种细胞因子诱导后，大量扩增

或转化培养，使免疫细胞（DC、CIK、NK、B 细胞等）数量成千倍扩增，并且增强靶向

性杀伤功能，然后回输到人体中来杀灭人体组织中的病原体、癌细胞、突变细胞等。目

前，免疫细胞治疗在癌症治疗中发展较快，国际上已经发展到第五代免疫细胞治疗——

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治疗（CAR-T 细胞免疫治疗）。 

图表 1：细胞治疗流程简图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二）细胞治疗产业链 

细胞治疗产业链分为上游细胞存储业务，中游细胞增殖、转化技术服务和新药研发，

下游细胞治疗运用。 

上游细胞存储业务：细胞存储是指把健康人的干细胞或者免疫细胞，预先分离并富

集出来，然后通过逐级降温，最后长期冻存在-195℃的液氮中。细胞存储是整个细胞产

业链的基础工程，为人类的肿瘤治疗、免疫干预、损伤修复等治疗提供最具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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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自体资源。 

目前，我国规模较大的细胞存储公司有中国脐带血库企业集团（CO）（脐带血干细

胞存储，约 40 万人份）、中源协和（600645.SH）（干细胞、免疫细胞储存，约 30 万人

份）、博雅干细胞（脐带血干细胞，约 2 万人份）；2014 年，冠昊生物（300238.SZ）与

台湾鑫品生医签订免疫细胞储存技术的《技术授权合同书》，携手进入免疫细胞存储业务。

2015 年，新三板挂牌企业弘天生物（832979.OC）融资 5 亿元投入北京大兴细胞储存基

地，拓展细胞存储业务。 

图表 2：主要细胞存储上市公司 

公司名称 储存细胞类别 储存规模 
2014 年细胞存

储业务营收 
主要市场区域 

中国脐带血企业集团

(NYSE:CO） 
干细胞 约 40 万人份 63500.0 万元 

北京、广东、浙江、

澳大利亚等 

中源协和（600645.SH） 干细胞、免疫细胞 约 30 万人份 36379.0 万元 华北、华东 

博雅干细胞 干细胞 约 2 万人份 8521.4 万元 华东、华北 

冠昊生物（300238.SZ） 免疫细胞 - 133.3 万元 广州 

弘天生物（832979.OC） 免疫细胞、干细胞 -（I 期 32 万人份） - -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中游细胞增殖、转化技术服务和新药研发：我国细胞治疗产业链发展刚处于起步阶

段，行业中公司规模较小，技术薄弱，中游产业链公司主要以细胞增殖培养和转化技术

服务业务为主，一般为医院生物细胞治疗配套服务，针对细胞治疗的临床治疗新药研发

极少。 

以细胞增殖、转化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按照医院为患者制定的免疫细胞治疗

方案，运用自主研发的免疫细胞治疗技术，对医院采集的患者血液样本进行细胞分离培

养、体外扩增、转化等处理后交还医院；医院将该细胞制剂再回输至患者体内。一般公

司不参与患者的诊断及治疗方案的确定，仅为细胞体外培养环节的技术提供商。由于细

胞制剂具有较强时效性，因此难以远距离运输，细胞增殖、转化技术服务一般限于公司

所在当地医院。子行业内公司有合一康（832521.OC）、汉密顿（834147.OC）、中美康

士、柯莱逊生物等。 

下游细胞治疗运用：目前，在癌症等疾病治疗领域，干细胞治疗和免疫细胞治疗仅

限于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单位也限于有条件的大型医院，离正式商业化临床运用尚远，

而以保健为目的的 NK 细胞免疫保健、个人细胞免疫分析等健康管理、咨询等衍生业务

在我国正逐渐兴起，免疫细胞的应用从肿瘤等疾病治疗领域向“大健康”领域拓展。 

（三）细胞治疗方兴未艾，企业并购潮涌 

细胞治疗在我国属于新兴产业，我国细胞治疗产业在产业规模、技术研发、新药开

发和治疗运用等方面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差较远，全世界细胞治疗方兴未艾。 

据国际研究机构 Market Research 及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 数据，2010

年全球干细胞医疗市场规模约为 215 亿美元，2014 年已达 500 亿美元，预计 2018 年全

球干细胞医疗市场将超千亿美元，年增速预计保持在 20%以上。其中，北美和西欧发达

国家干细胞医疗发展蓬勃，占全球干细胞产业市场 82%，亚太地区占 17%，其余地区

1%。欧美发达国家干细胞治疗政策不断放松和完善，占据全球干细胞医疗主要市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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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已经批准 9 种干细胞临床治疗药物。 

我国干细胞治疗从 2012 年叫停整顿到去年国家卫计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CFDA）联合发布《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和《干细胞制剂质量控制及

临床前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后重新开放，干细胞治疗将独立于“第三类医疗技术”而

进行单独管理，并由之前卫计委单独管理到卫计委和 CFDA 联合管理，干细胞行业发展

逐渐向有序规范发展过渡，但仍限于临床试验研究，距离商业化运作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图表 3：全球干细胞产业市场规模 
 

图表 4：全球干细胞产业市场分布 

 

 

 

资料来源：Market Research，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  资料来源：Market Research，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 

我国属癌症高发国，免疫细胞治疗作为继手术、放疗、化疗之外癌症综合治疗的第

四种方案，未来发展空间巨大。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癌症报告 2014》，2012 年

全世界新增 1400 万癌症病例并有 820 万患者死亡，其中中国新增 307 万癌症患者，癌

症死亡人数约 220 万，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21.9%和 26.8%。目前癌症患者接受免疫细胞

治疗每年需要花费约 20万元，每年仅新增癌症患者潜在免疫细胞治疗市场为 6140亿元，

癌症免疫细胞治疗市场巨大。目前，已有部分省市将部分癌症免疫细胞治疗纳入医保系

统，如广东省、山东省、山西省等。 

细胞治疗产业方兴未艾，众多企业开始布局和进入细胞治疗产业。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国内从事细胞治疗研究的生物科技企业有两百多家。一些上市公司看好未来前景，

纷纷开始涉足细胞治疗行业，企业并购潮涌，如香雪制药（300147）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 458 医院合作建立 T 细胞治疗新技术临床研究中心，开能环保（300272）出资 1 亿

元设立元能细胞公司进行免疫细胞储存业务，姚记扑克（002605）增资上海细胞治疗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并持有其 22%股份等。 

图表 5：近年来我国细胞产业链企业并购、合作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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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联讯证券 

二、弘天生物：细胞治疗全产业链布局 

（一）弘天生物简介 

弘天生物（Cellonis）是国内一家专业致力于个性化细胞技术研发及解决方案临床

转化的生物高科技技术企业。多年以来，公司依靠自有研究力量以及与国内外知名大学

和科研机构合作，致力于创新细胞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建立了先进的干细胞平台技

术、免疫细胞平台技术、细胞免疫功能分析技术和细胞储存技术。 

公司依托中关村生物医药园区完善的公共技术服务设施以及北京大兴落成的细胞生

物样本库和细胞技术研究平台，为客户提供细胞委托培养、研发 CRO 以及细胞免疫功

能分析等专业技术服务。目前公司拥有符合临床治疗需要的全部细胞类型，包括神经干

细胞、视网膜上皮祖细胞、脐带和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肝脏干细胞、树突状细胞和

CIK，是技术平台最完整的公司之一。公司现拥有 3 项国内发明专利和 1 项 PCT 国际专

利，其中神经干细胞贴壁培养技术、视网膜上皮祖细胞培养技术、肝脏干细胞培养技术、

肿瘤干细胞培养技术、放化疗耐药细胞培养技术在国内外均为领先。 

图表 6：弘天生物（Cellonis）公司实景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 

（二）主营业务情况：向大健康保健领域拓展，营收净利双腾飞 

2013 年公司主要营业以细胞委托培养为主，营业总收入为 556 万元，主要客户均

为医院，一般采用为医院先提供技术服务后结算的经营方式。由于细胞治疗医疗资源的

限制和细胞制剂较强时效性特点，公司的主要服务医院集中于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

业务来源集中于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和海军总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 

2014 年，基于成熟的细胞免疫功能分析技术以及中关村园区完善的公共技术平台，

公司推出了“以细胞免疫功能分析为特色的健康管理”全新业务模式并完成了运营团队、

专家团队的搭建，致力于服务高端健康管理人群。公司的主营业务转向以细胞免疫分析

为主，细胞培养为辅的经营结构。2014 年，公司取得营业总收入 3756.2 万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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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4 万元，营收和净利同比上年双双增长近 6 倍。其中来自细胞免疫分析业务的营收

为 3542.9 万元，占当年营业总收入的 94.3%，毛利率高达 91%；细胞委托培养占 5.7%。 

2015 年，公司在细胞免疫分析业务继续保持良好发展的基础上，继续耕耘和扩大健

康管理方面的优势和业务涵盖范围，与医疗机构合作开展了肿瘤风险预警健康管理新业

务。2015 年上半年，细胞免疫分析贡献营业收入 1746.2 万元，新业务肿瘤风险预警健

康管理取得 566 万元营业收入。 

公司主营业务向免疫细胞保健、健康管理、健康咨询等大健康领域转型，取得初步

成功。 

图表 7：弘天生物历年营业收入（万元）  图表 8：2015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三）5 亿元投建“细胞银行”，介入细胞存储业务 

细胞存储又被誉为“细胞银行”，是细胞治疗产业中最基础、最前端的业务，为整个

细胞产业链的基础性工程，谁先布局谁将抢占行业资源先机。2015 年末，国家卫计委宣

布除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和四川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外，不再新增、

筹建国家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营利性民营干细胞和免疫细胞储存库迎来发展机遇。 

2015 年，弘天生物积极布局细胞治疗产业链上游——细胞存储业务，投入 5 亿元在

北京、上海等地建设细胞生物样本库，目前北京大兴细胞生物样本库 I 期工程已经建设

完毕并投入使用，细胞储存库容 32 万人份，北京 II 期、上海细胞库正在建设之中。公

司向干细胞、免疫细胞储存业务的拓展，实现了与公司健康管理业务的有机结合，打通

了细胞存储——细胞培养增殖和转化研究——以免疫细胞保健，健康管理和健康咨询为

主的细胞治疗运用的全产业链。 

目前，国内脐带血干细胞储存市场报价约 2 万元/人份（储存 18-25 年，下同），全

面的免疫细胞储存市场报价大约为 10 万元/人份，以保健为目的的 NK 免疫细胞储存市

场报价约为 4-6 万元/人份，远低于台湾地区免疫细胞储存 25 万元/人份左右的服务价格。

免疫细胞储存客户面向18岁以上成人，20-30岁成人免疫系统功能最强，随着年龄上升，

40 岁后人体免疫功能逐渐下降，越早储存自体免疫细胞，未来免疫细胞治疗获得成功的

保障也越高，也对未来免疫细胞抗衰老提供优质的自体免疫细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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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弘天生物北京大兴免疫细胞库  图表 10：弘天生物北京中关村实验室 

 

 

 

资料来源：弘天生物（Cellonis）公司网站  资料来源：弘天生物（Cellonis）公司网站 

三、弘天生物竞争优势 

（一）细胞治疗全产业链布局，业务协同性优 

弘天生物围绕大健康领域，在细胞治疗产业链的全产业链布局，业务协同性优，构

筑细胞治疗产业链闭环。 

公司在细胞治疗运用端主要以大健康保健为核心，开展免疫细胞分析，与医疗机构

合作开展肿瘤风险预警等健康管理和健康咨询业务。业务运营初期，公司采取“以大股

东旗下安杰玛集团作为首要渠道向多渠道逐渐过渡”的营销策略，推广模式上以开展细

胞免疫分析为主要特色的健康讲座并与客户进行深度交流及互动大健康来推广。在为高

端目标客户持续提供健康管理和健康咨询等大健康服务同时，不断进行理念和市场教育，

衍生和推动了前端免疫细胞、干细胞储存业务的需求，使公司细胞储存业务能以低成本

开展；细胞储存客户量的增多，为下游细胞治疗业务提供坚实的资源基础，公司在与医

院合作过程中，获得更高议价能力和合作加分；优秀的细胞培养增殖与转化技术研发，

是联系细胞储存和治疗运用的纽带。 

图表 11：弘天生物细胞治疗产业链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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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二）大股东旗下拥有丰富优质高端客户资源，客户导入有保障 

大股东王安祥董事长旗下安杰玛集团是一家遍布法国、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等

地，业务涵盖教育、服务、种植、生产、疗养和会所等领域的集团控股公司。安杰玛集

团旗下疗养和会所业务在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拥有 500 多家门店或加盟店，拥有数量

庞大的高端会员。目前，弘天生物以细胞免疫功能分析为特色的健康管理业务主要来自

安杰玛旗下渠道资源和高端客户资源导入，以及公司健康讲座模式直销和经销商带来的

业务，未来安杰玛旗下庞大高端客户资源持续导入，弘天生物细胞治疗产业链发展有保

障。 

图表 12：大股东旗下安杰玛集团高端疗养、会所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三）拥有由世界顶级科学家组成的学术顾问团队 

弘天生物的科学顾问委员会（SAB）成员由世界顶级科学大师组成，成员来自法国

斯特拉斯堡大学、巴黎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北京大学等在免疫学研究、肿瘤免疫治

疗研究、干细胞研究以及自身免疫疾病、基因研究等领域的多位国际著名学者和科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Hoffman 教授、法国科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巴赫教授任委员会主席。

弘天生物打造世界级权威科学家团队，将进一步提升弘天生物细胞技术平台和细胞研究

领域的综合创新能力。 

（四）通过严格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对外交流合作丰富 

弘天生物于 2015 年 7 月通过德国莱茵 TUV 的国际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登记号码 011001430838），公司在细胞委托培养技术服务、基于生物技术的健康管理服

务等领域符合 GBT19001-2008 ISO9001:2000 标准，进一步证明公司产品与服务的安全

性和品质更值得信赖。 

公司对外交流合作丰富，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与北京大学、同

济大学等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北京医院等医疗机构都有合作交流。 

四、未来三年盈利预测 

2015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总收入 2347.7 万元，其中细胞免疫分析贡献营业收入

1746.2 万元，新业务肿瘤风险预警健康管理取得 566 万元营业收入，细胞委托培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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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5.5 万元。7 月，公司大兴细胞储存库正式投入运营，预计 2016 年开始有营收贡献，

成为公司未来一个新的收入增长点。 

公司盈利预测关键假设： 

 以细胞免疫分析业务为特色的健康管理业务（包括细胞免疫分析、肿瘤风险预

警）继续保持高增长，2015-2017 年保持 50%、45%、40%速度增长。 

 细胞储存业务 2015 年 7 月刚刚正式运营，预计第四季度才开始业务推广营销，

2015 年不考虑营收贡献，综合考虑大股东旗下安杰玛集团丰富的高端疗养会所

客户资源导入优势和细胞存储业务递延确认收入特点（前期处理费用一次性确

认收入+细胞储存费用分年递延确认，免疫细胞储存报价约 10 万/人份，储存

20 年），2016-2017 年保守预测营收分别为 1800 万元（完成约 100-200 人份

细胞储存），4000 万元（完成约 400-500 人份免疫细胞储存）。 

图表 13：未来三年盈利预测 

单位：万元 2013A 2014A 2015E 2016E 2017E 

营业收入 556.7 3755.3 5834.3 10169.7 15637.6 

增长率 YoY  574.8% 55.4% 74.3% 53.8% 

其中：细胞储存业务 NA NA NA 1800.0 4000.0 

以免疫功能分析为特

色的健康管理业务 
NA 3542.0 5634.3 8169.7 11437.6 

细胞委托培养业务 556.7 213.3 200.0 200.0 200.0 

营业成本 366.4 495.0 687.3 1108.5 2345.6 

毛利率 34.2% 86.8% 88.2% 89.1% 85.0% 

销售费用 98.3 280.4 875.1 1525.5 2345.6 

管理费用 223.9 858.1 2042.0 3559.4 5473.2 

财务费用 0.1 0.3 100.0 0.0 0.0 

利润总额 -289.8 1898.6 2129.9 3976.4 5473.2 

所得税 -1.9 497.2 532.5 994.1 1368.3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87.9 1401.4 1597.4 2982.3 4104.9 

净利润增长率 YoY  NA 13.99% 86.70% 37.64% 

EPS（元） -0.10  0.47  0.33  0.62  0.86  

参考股本（万股） 3,000  3,000  4,800  4,800  4,800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五、公司估值分析 

目前，在 A 股上市，纯粹以细胞产业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只有中源协和（600645.SH），

中源协和涵盖细胞储存、细胞培养和细胞治疗运用全产业链，与弘天生物未来两年业务

布局比较接近；开能环保、姚记扑克等虽然介入细胞产业，但是营收贡献极小，仍以原

有业务为主，估值缺乏参考性。 

新三板细胞产业公司较多，有赛莱拉（831049.OC）、天晴股份（832035.OC）、顺

昊生物（833686.OC）等公司，赛莱拉主营业务以干细胞储存、干细胞和免疫细胞培养

和干细胞抗衰老医疗美容为主，产业布局与弘天生物接近，交易方式为做市交易，市场

估值具有较好参考性；天晴股份和顺昊生物为协议交易方式，估值缺乏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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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莱拉和中源协和为估值参考（以 2016 年 1 月 28 日收盘价做基准），我们认为

给予弘天生物 15-20 倍的市销率（PS）较为合理，基于我们对公司的未来盈利预测，

31.8-42.4 元/股为公司 2016 年阶段性合理价格，对应公司 2016 年市盈率（PE）51-68

倍。 

图表 14：同行可比公司估值参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PE（TTM） PS（TTM） 

831049.OC 赛莱拉 63.8 15.6 

600645.SH 中源协和 114.9（2015E） 19.8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六、风险提示 

以保健、健康管理、健康咨询为特色的细胞治疗运用监管政策收紧；市场营销、大

股东高端客户资源导入不及预期；公司人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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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基于联讯证券认为可靠的公开信息和资料，但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均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

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联讯证券可随时更改报告中的内容、意见和预测，且并不承诺提供任何有关变更的通知。

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询价，投资者据此

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在本公司及作者所知情的范围内，本机构、本人以及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人与所评

价或推荐的证券没有利害关系。 

 

投资者应根据个人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和需求来判断是否使用资料所载之内容和信息，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相

应风险。我公司及其雇员做出的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