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ena Pharmaceuticals 与 Everest Medicines 在华签署 ralinepag 和 etrasimod
开发及商业化合作协议

Arena 将获得 2.24 亿美元预付款和里程碑付款以及权利金
美通社圣地亚哥 2017 年 12 月 5 日电 专注于在多个治疗领域开发新型小分子药
物的生物制药公司 Arena Pharmaceuticals, Inc. (NASDAQ: ARNA)和 Everest
Medicines Limited（简称“Everest”）今天宣布双方已就 ralinepag 和 etrasimod
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韩国的开发及商业化签署合作协议。Everest
是一家由康桥资本投资成立的生物制药公司，专注于创新医药产品在中国的开发
及商业化。康桥资本投资了 5000 万美元为 Everest 提供资金支持，并且组建了
一支在中国乃至全球拥有丰富的创新药物开发及商业化经验的领导团队，以迅速
推进候选产品在中国的审批和上市。为加强国际新药在中国的审批流程，中国医
药行业的监管环境近年有很大提升，为 Everest 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机遇。
Arena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mit D. Munshi 表示：“我们很高兴能与 Everest 和
康桥资本就我们的两大潜力产品达成合作。中国为加快国际药品开发的审批流程
出台了新规，ralinepag 和 etrasimod 迎来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基于 Everest 在
产品开发与商业化的专长以及紧跟监管环境变化的战略，我们认为 Everest 是在
迅速发展的中国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我们药物价值的理想合作伙伴。Arena 和
Everest 都将致力于确保这些产品尽快在中国市场推出，为中国患者服务。”
Arena 正在开发用于治疗肺动脉高压的即将进入临床 3 期的新一代口服选择性前
列环素受体激动剂 ralinepag 和用于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一种炎症性肠病）等多
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处于临床 2 期的口服新一代 S1P 受体调节剂 etrasimod。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预计未来几年医疗支出将迅速增长（2017-2025 年
均增长率>10%）。1
Everest 总裁曹武雄表示：“我们很高兴能与 Arena 合作将这两款特性显著的在
研药物推向中国市场。我们认为 ralinepag 和 etrasimod 潜力很大，有望解决大
中华区未得到解决的重要医疗需求，我们希望能尽快给患者带来这两款产品。”
康桥资本首席执行官傅唯表示：“我们重资领投 Everest 的 A 轮融资表明我们坚
信 Everest 有能力成为那些拥有在中国有着巨大商业潜力的创新药物的公司的
首选合作伙伴。Arena 的项目为 Everest 不断发展的研发产品线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根据协议，Arena 授予 Everest 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韩国开发
ralinepag 和 etrasimod 并商业化的独家权利。而 Arena 将获得 1200 万美元预
付款，并且有资格获得高达 2.12 亿美元的开发和商业里程碑付款，还可以根据
ralinepag 和 etrasimod 的年销售净额收取百分之十几的权利金。
双方计划在两款产品的开发上进行合作，而 Everest 主要负责在中国大陆、台湾、

香港、澳门和韩国的开发及商业化。
Everest Medicines 简介
Everest Medicines 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专注于创新药的开发及商业化，以解
决大中华区患者未得到满足的关键医疗需求。Everest Medicines 的团队在国内
外高质量临床开发、监管事务、化学制造与控制(CMC)、业务发展和运营方面拥
有深厚的专长和丰富的经验。Everest 的 5000 万美元 A 轮融资由康桥资本领投。
欲知详情，请访问该公司网站：www.everestmedicines.com。
康桥资本简介
康桥资本是一家专注于医疗健康产业的私募股权公司，主要关注晚期成长型投资
机遇。该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8 亿美元，其有限责任合伙人包括全球各地著
名的家族基金会和机构投资者，例如新加坡国有控股公司淡马锡旗下子公司兰亭
投资。康桥资本目前的投资组合包括中国领先的医药、医疗器械、诊断和医疗服
务公司。康桥资本致力于为能够解决未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的创新技术和公司提
供商业化方面的支持，从而不断提高患者护理标准和质量。欲知详情，请访问该
公司网站：www.cbridgecap.com/en。
etrasimod 简介
etrasimod (APD334)是 Arena 发现的一种口服新一代选择性 S1P 受体调节剂，通
过有选择性地以 S1P 受体亚型 1、4 和 5 为靶标，同时避开亚型 2 和 3，提供全
身和局部细胞调节。etrasimod 显示出了可能是同类最佳的药代和药效动力学，
起效快，T 淋巴细胞可迅速恢复。选择性结合 S1P 受体亚型 1 被认为能阻止特定
的活化淋巴细胞亚群迁移至炎症部位。结果可减少循环 T 和 B 淋巴细胞，产生抗
炎活性，并保持免疫监视。受体亚型 4 和 5 在更多增殖免疫细胞类型上显示出了
相似的活性。更强的药理学和药代动力学使其在众多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临床应用
中表现出色。
etrasimod 是一种在研新药，尚未获准在任何国家用于任何用途。
ralinepag 简介
ralinepag (APD811)是一种用于治疗肺动脉高压的口服新一代选择性前列环素
受体激动剂。ralinepag 由 Arena 开发，旨在达到优于目前市面上口服前列环素
受体激动剂、与肠外治疗方案相媲美的治疗效果。在非临床实验中，ralinepag
显示出了可能是同类最佳的激活 IP 受体促进血管舒张、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
抑制血小板凝聚的作用。此外，ralinepag 在人体中的药代动力学显示半衰期约
为 24 小时，而且峰谷比较低，每日给药一次即可维持血药浓度。
ralinepag 是一种在研新药，尚未获准在任何国家用于任何用途。
Arena Pharmaceuticals 简介
Arena Pharmaceuticals 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专注于开发具有优化受体药理学
的新型小分子药物，在多个治疗领域提供广泛的临床应用。其专有研发线包括该
公司拥有全球商业权利的首创或最佳潜力项目。该公司三个最先进的临床研究项

目是 ralinepag (APD811)（已完成 2 期试验，用于治疗肺动脉高压）、etrasimod
(APD334)（处于 2 期评估阶段，用于治疗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和 APD371（处
于 2 期评估阶段，用于治疗克罗恩病引起的疼痛）。此外，Arena 还与下列医药
公司进行了合作：Eisai Co., Ltd.与 Eisai Inc.（商业阶段）、Axovant Sciences
（2 期候选）和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临床前候选）。

前瞻性声明
本新闻稿中的某些陈述为前瞻性陈述，其中涉及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前瞻
性陈述可通过“高达”、“专注于”、“瞄准”、“潜在”、“机遇”、“观点”、
“致力于”、“开发”、“预测”、“希望”、“信念”、“能力”、“将”、
“旨在”、“认为”、“可能”、“目的”、“目标”等介绍性措辞或类似含义
的词语来识别，与历史或当前事实无关的陈述也属于前瞻性陈述。这些前瞻性陈
述包括但不限于与下列内容相关的陈述：Arena 或 Everest 开展的活动；Arena
或 Everest 的责任；与 Everest 所签署协议的重要性；Arena 可从 Everest 收到
的款项；正在进行的 etrasimod 和 ralinepag 临床项目；完成试验计划的能力；
获得临床数据的预期时间；etrasimod 和 ralinepag 的机遇和潜力，包括提高患
者治疗水平、解决未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针对众多自身免疫性疾病进行临床应
用、成为同类最佳药物和迅速面向患者推出；Arena 的药物和候选药物的潜力；
以及 Arena 的关注点、项目与合作。对于此类陈述，Arena 要求受到《1995 年美
国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的保护。实际活动或结果可能与 Arena 的预期产生重大差异。可能导致实际结果
与前瞻性陈述大相径庭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与 Everest 所签署协议的执行；对
合作方业绩表现的依赖；与药物开发及商业化相关的风险，包括监管、制造和供
应问题以及 etrasimod 和 ralinepag 的上市和应用；与产品销售或其他来源产生
的现金和收入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竞争的影响；政府和第三方行为，包
括与审批、补偿和定价相关的决定和其他行为；意外或不利的新数据；维护专利
权的能力；我们正在和计划进行的临床试验的患者招募具有竞争性和挑战性；临
床试验和其他研究可能无法按预期的时间或方式进行；临床试验和其他研究的结
果有不同的解释，并且可能无法预测未来结果；研究、开发和监管审查的时间和
结果不确定；顶线数据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某项研究或试验的完整结果；非临床和
临床数据又多又详细，监管机构对数据的解释和重要性的权衡可能不同，并得出
与 Arena 或其他机构不同的结论，索取更多信息，有更多建议或在审批前后更改
其指导方针或要求；我们预计需要更多资金来推进我们的所有项目，您和其他人
可能不同意我们分配资源的方式；我们的候选药物可能无法取得开发进展或获得
营销许可；Arena 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估计、判断和会计政策，错误估计
或关于估计和会计政策的意见分歧可能导致 Arena 的预测或先前公布的业绩发
生变化；合作的达成、变更或终止；Arena 和第三方的知识产权；以及诉讼或其
他分歧的圆满解决。可能导致实际结果与 Arena 前瞻性陈述中明示或暗示的结果
产生重大差异的其他因素可参见 Arena 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提交的 Form 10-K 年度报告和 2017 年 11 月 8 日提交
的 Form 10-Q 季度报告。这些前瞻性陈述仅代表 Arena 截至发稿时的判断。除非
法律要求，否则 Arena 没有任何意图或义务更新这些前瞻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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