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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 CAR-T 技术及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决定以自筹资金 5,800 万元购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
研究所）拥有的无形资产-用于治疗急性白血病等血液肿瘤疾病的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CAR-T）制备技术，包括“CD19-CAR-T 及 CD33-CAR-T”两项专有技术及
依托于该技术申请的相关专利。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决定以自筹资金 5,800 万元购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
究所）
（以下简称“血研所”）拥有的无形资产-用于治疗急性白血病等血液肿瘤疾
病 的 嵌 合 抗 原 受 体 T 细 胞 （ CAR-T ） 制 备 技 术 ， 包 括 “CD19-CAR-T 及
CD33-CAR-T”两项专有技术及依托于该技术申请的相关专利（以下统称“该项技
术”或“专有技术”）。公司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签署有关文件并办理相关
手续。
交易双方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签署协议书。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购买 CAR-T 技术
及专利的议案》。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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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288 号
法定代表人：常子奎
开办资金：7374 万元
公司类型：事业法人
业务范围：开展血液病研究、促进卫生事业发展。基础医学研究、临床医学
研究、口腔医学研究、中医学研究、中西医结合研究、药学研究、中药学研究、
科研和临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相关继续教育、会议组织与专业培训。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基础与临
床相结合的血液学专业科研医疗机构，是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干细
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教育部内科学（血液病）、药物药理学、细胞
分子生物学的全国重点学科点。
血研所为三级甲等专科医院，设有贫血诊疗中心、白血病诊疗中心、血栓止
血诊疗中心、干细胞移植中心、淋巴瘤诊疗中心、MDS 诊疗中心、儿童血液病
诊疗中心、血液病急救中心、综合诊疗中心、血液病专家会诊中心、血液病理诊
断中心和临床检测中心。是国内血液病诊断和治疗的顶尖机构。
血研所一直致力于干细胞生物学、白血病细胞生物学、血管分化与新生及其
靶向治疗以及恶性血液病的防治新策略和新技术等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已建立了
五大技术平台，分别为病理血细胞库、干细胞分选中心、细胞影像中心、功能基
因及药物筛选中心、实验动物中心等共用技术平台。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血研所资产总额为 970,024,168.77 元，资产净额
为 644,404,728.74 元，医疗收入为 77,108,583.91 元，2015 年结余为 15,510,983.12
元。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协和干细
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和公司”）10%股权；血研所通过其下属事业
单位泰达生命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持有协和公司下属企业天津昂赛细胞基因工程
有限公司 30%的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为血研所拥有的无形资产-用于治疗急性白血病等血液
肿瘤疾病的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CAR-T）制备专有技术，包括 CD19-CAR-T
及 CD33-CAR-T 两项专有技术及依托于该技术申请的相关专利。专利申请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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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201510233748.0】和【201510362934.4】。
血研所为该项技术的合法权利人，该项技术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CAR-T，全称是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嵌合抗原
受体 T 细胞免疫疗法，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来清除癌细胞。
血研所承诺该项技术符合以下标准：CAR-T 病毒感染效率 40%以上，CAR-T 细
胞扩增效率 100 倍以上，体外 CAR-T 细胞与患者白血病细胞体外培养 48 小时，
杀伤率大于 90%。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确定为 5,800 万
元。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
报字（2015）第 674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收
益法评估，该项技术的评估价值为 5800 万元。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于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8 月 31 日，血研所拥有的无形资产-用于治疗急性白
血病等血液肿瘤疾病的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CAR-T）制备专有技术所有权于评
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为零，评估价值为 5800 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值 5800 万元。
评估结论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无形资产

1

-

5800.00

5800.00

资产总计

2

-

5800.00

5800.00

资产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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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乙方：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甲方作为“CD19-CAR-T 及抗 CD33-CAR-T 细胞治疗技术”（包括依托于
该技术申请的相关专利，以下称“该项技术”或“专有技术”）的合法权利人，按照
本协议约定履行甲方义务和责任，并享有甲方的合同权益。
2、乙方作为该项技术的受让方，负责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乙方义务和责任，
并享有合同权益。
3、乙方在本协议签署后 30 日内设立专门的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
司”），乙方将授权项目公司使用该项技术进行免疫细胞的培养和制备。
（二）专有技术的转让
1、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CD19-CAR-T 及 CD33-CAR-T 细胞治疗技术”及依
托于该技术申请的相关专利。
2、甲方依托于该项技术的在申请专利包括两项，专利申请号分别为：
【201510233748.0】【201510362934.4】，甲方同意在专利授权后，配合乙方办理
专利权变更登记手续，将专利权人变更为乙方。
3、甲方承诺该项技术符合以下标准：CAR-T 病毒感染效率 40%以上，CAR-T
细胞扩增效率 100 倍以上，体外 CAR-T 细胞与患者白血病细胞体外培养 48 小时，
杀伤率大于 90%。
（三）专有技术的交接
1、在本协议签署后 30 日内，由乙方委托有关专家对该项技术所涉技术资料、
数据、专利等具体情况完成专项尽职调查工作。在本协议签署 10 日内，甲方将
实验操作方案、流程等技术材料交付乙方，供乙方开展专项尽职调查之用。
2、在本协议签署 14 日内，甲方将该项技术的全部资料以书面或电子形式提
交给乙方，包括但不限于：治疗前期的临床预处理方案和资料、核心技术资料。
（四）专有技术的权属
1、本协议所述该项技术的核心技术秘密，即：不为公众或同行业所知悉的，
归由该项技术独有的技术秘密；或虽为公众或同行业所知悉，但属于该项技术的
关键环节或技术指标，足以导致该项技术被公开使用的技术秘密。甲乙双方应在
全部技术资料交接时，在核心技术资料上标记“核心技术秘密”标记。
2、甲方承诺：该项技术为甲方独家所有，在该项技术转让后，未经乙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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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同意，甲方及甲方的工作人员不得自行实施该项技术，也不得将该项技术以任
何方式转让或许可第三方实施，或将该项技术以任何形式公开。
（五）专有技术的转让费用
1、该项技术的转让价格以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标准，确定为 5800 万
元。具体支付时间及方式如下：
（1）在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该项技术转让总价款的 50%；
（2）在本协议签署后 30 日内甲方完成对乙方员工的技术指导，在乙方已熟
练掌握使用该项技术的方法的基础上，且该项技术在经过三家医院（含甲方）临
床应用备案通过且达到临床应用 30 例后，乙方向甲方支付该项技术转让总价款
剩余的 30 %。
（3）该项技术转让总价款剩余的 20 %，由甲方与乙方按照下述约定执行。
2、依照项目公司使用该项技术对外开展临床技术服务的所有收益（净利润）,
乙方自项目公司实际分配的利润全部用于支付约定的专有技术转让款，直至结清
该项技术转让总价款的剩余 20%。
（六）违约责任
1、甲方或甲方工作人员如在本协议签署之前或协议签署后将本合同中的该
项技术转让，或许可第三方实施，或擅自将该项技术以任何形式公开，甲方应将
转让费退还给乙方，并赔偿乙方的全部经济损失。
2、甲、乙双方如有违反协议中其它规定的，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
经济损失。
3、非因协议约定事由，协议一方擅自解除本协议的，即视为违约。届时，
违约方须按照本协议约定技术转让款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七）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血研所研发的“CD19-CAR-T 及 CD33-CAR-T 细胞治疗技
术”为公司独家所有，未经公司书面同意，血研所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自行实施该
项技术，也不得将该项技术以任何方式转让或许可第三方实施，或将该项技术以
任何形式公开。
根据公司关于无形资产会计政策处理，该项技术按照 10 年进行摊销，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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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摊销每年对公司的净利润影响为-580 万元。
公司购买的由血研所研发的用于治疗急性白血病等血液肿瘤疾病的嵌合抗
原受体 T 细胞（CAR-T）制备专有技术（包括“CD19-CAR-T 及 CD33-CAR-T”
两项专有技术），具有独特的核心技术，交易完成后，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血
研所将与公司共同开展该项技术的研究和推广，血研所将利用其既有资源，对该
项技术临床的有效性、可行性进行验证和推广，公司还将与血研所相互协作，共
同推进该项技术在国内外的临床申报和备案。
本次购买专有技术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业务产业链的整体战略布
局，增强了公司的技术实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购买的用于治疗急性白血病等血液肿瘤疾病的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CAR-T）制备专有技术（包括“CD19-CAR-T 及 CD33-CAR-T”两项专有
技术），尚未完成对临床安全性、有效性的验证，能否顺利验证该项技术的安全
性、有效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国家行业监管政策及产业化政策对该项技术能否产业化具有重大影响，
该项技术在临床应用推广，实现产业化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能否为公司带来
利润增长具有不确定性。
（3）在公司与血研所签署转让协议之后如果出现同类技术应用且优于该项
技术，使该项技术的应用和实施丧失实用性，则可能降低该项技术作为无形资产
的价值，导致公司资产损失。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