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信息-内部信息

新闻稿
来源：赛诺菲(泛欧证券交易所：SAN)(纽约证券交易所：SNY)

赛诺菲出资 39 亿欧元收购 Ablynx




利用创新纳米抗体技术平台加强赛诺菲研发战略
通过 Ablynx 后期研究 caplacizumab aTTP 治疗项目，扩大罕见血液疾病领域的业务
赛诺菲和 Ablynx 董事会一致通过

法国巴黎和比利时根特，2018 年 1 月 29 日——赛诺菲和 Ablynx 签署最终协议，根据该协议，
赛诺菲将以每股 45 欧元的价格现金收购 Ablynx 所有流通普通股，包括美国存托股票（ADS）代表的
股票、认股权证和可转换债券，总计达 39 亿欧元左右的股权价值。Ablynx 是一家从事纳米抗体研究
和开发的生物制药公司。此协议获得赛诺菲和 Ablynx 董事会的一致通过。

赛诺菲首席执行官白理惟表示：“Ablynx 的加入，将继续推进赛诺菲的研发战略转型，

扩大后期在研产品规模，强化罕见血液疾病发展平台。双方现有的成功合作为此次收购奠定了
基础。我们也很高兴重申我们对比利时的承诺，多年来我们在位于赫尔的先进生物制剂工厂投
入了大量资金。我们将对根特 Ablynx 科学中心提供维护和支持。”

Ablynx 首席执行官 Edwin Moses 表示：“自 2001 年成立以来，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为

患者开发纳米抗体技术，工作成果得到临床数据验证。展望未来，我们相信赛诺菲全球化的基
础设施，对创新的承诺以及商业化能力，将加速我们交付在研产品的能力。我们的董事会坚信，
这一交易将为股东增加具有令人信服的价值，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我们在研产品的潜力，使所
有利益相关方获益。”

持续研发创新

对 Ablynx 的收购延续了赛诺菲对突破性创新的承诺，致力于研发用单一多个特定分子处理多个
疾病靶点的技术。
纳米抗体是创新的下一代专有生物制品。Ablynx 处于纳米抗体技术的技术前沿，为血液学、炎症、
免疫肿瘤学和呼吸系统疾病等广泛的治疗领域提供超过 45 项专有及合作开发的深入在研候选项目。
其中八个纳米抗体已进入临床开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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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菲致力于加速发展，并最大限度地发挥 Ablynx 在研项目及新兴项目的商业潜力。

强化赛诺菲的罕见血液疾病平台

Ablynx 最为领先的研发产品是用于治疗获得性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aTTP）的全资发展项
目 caplacizumab（抗 vWF 纳米抗体）。该产品已提交欧盟，预计将在今年上半年在美国提交。
caplacizumab 如获批，将成为此类急性致命性疾病的首选治疗方法。
赛诺菲于近期宣布协议，收购 Bioverativ 公司，并从 Alnylam 取得 fitusiran 的全球权利。如今平台新
增 caplacizumab，这项收购无疑将进一步巩固赛诺菲在罕见血液疾病领域的领导地位。

结合互补能力，解决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感染

Ablynx 的 ALX-0171 是吸入型抗 RSV 纳米抗体，目前处于 2b 阶段。RSV 感染目前尚无广泛使用
的治疗方法，ALX-0171 对 RSV 感染的对症治疗来说是一个潜在突破，并且与赛诺菲巴斯德的 RSV
相关项目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提供长期股东价值

预计 Ablynx 的加入将增强赛诺菲的在研产品和研究能力，为股东带来有意义的长期价值。包括
1

研发费用在内，预计此次收购对企业 2018 年和 2019 年的每股收益 将起到中性影响。

交易条款

根据协议条款，赛诺菲将启动公开募股以现金方式收购 Ablynx 所有流通普通股(包括 ADS 代表
的股票)、认股权证和可转换债券。赛诺菲严格遵守比利时收购法规定的手续，并向比利时金融服务
和市场管理局(FSMA)提交了强制性文件。FSMA 在其网站上发布了通告。
完成公开募股须遵守惯例条件，包括在比利时收购要约初始接纳期结束时投标代表 Ablynx 流通普通
股至少 75%的证券，并获得必需的监管批准。公开募股预计将于 2018 年第二季度季初启动。

根据比利时对资金确定性的要求，赛诺菲与法国巴黎富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唯一的信贷机
构）签署了银行信贷协议。待交割条件达成或获豁免后，交易预期将于 2018 年第二季度末结束。

1

企业每股收益是一项非 GAAP 财务指标(定义请见赛诺菲新闻稿季度业绩的附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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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和拉扎德公司担任赛诺菲的财务顾问。摩根大通担任 Ablynx 的财务顾问。Weil,
Gotshal & Manges LLP 和 NautaDutilh 律师事务所担任赛诺菲的法律顾问。Eubelius CVBA、Goodwin
Procter LLP 和年利达律师事务所担任 Ablynx 的法律顾问。

关于 Ablynx

Ablynx 是一家从事纳米抗体开发的生物制药公司，其基于单域抗体片段的专有治疗性蛋白，结合
了传统抗体药物的优势和小分子药物的一些特性。Ablynx 致力于创造新药，为社会带来切实改变。目
前，公司在炎症、血液学、肿瘤免疫、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等各大治疗领域提供超过 45 项专有及合
作开发的在研项目。公司与多家制药公司合作，包括艾伯维、勃林格殷格翰、亿腾、美国新泽西州凯
尼尔沃思默克公司、德国默克、诺华、诺和诺德、赛诺菲以及大正制药。公司总部位于比利时根特。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blynx.com.

关于赛诺菲

赛诺菲致力于帮助人们应对健康挑战。我们是一家全球生物制药公司，专注人类健康。我们用疫
苗预防疾病，提供创新的治疗方案减轻病痛和困扰。我们助力罹患罕见病的极少数人，也支持长期受
慢性病困扰的千万患者。

赛诺菲共有 10 万余名员工，遍及 100 多个国家， 致力于将科学创新转化为医疗健康解决方案。

Sanofi, Empowering Life 赛诺菲，让生命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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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菲和 Ablynx 前瞻性声明
本通讯文件包含前瞻性声明。前瞻性声明并非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并且可能包括预测和估计及基本假设，对于公司未来计划、目的、意图的
陈述，对未来财务状况、事件、运营、服务、产品开发和潜力的展望，以及关于未来业绩表现的陈述。通常可以利用诸如“期望”、“预
期”、“相信”、“打算”、“估计”、“计划”、“将会”等词语，以及类似表达作为判定前瞻性声明的依据。尽管赛诺菲和 Ablynx 管
理层认为该篇前瞻性声明中所反映的预期具有合理性，投资者仍需注意这些前瞻性信息和声明受制于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其中许多
难以预测且通常不被赛诺菲和 Ablynx 所控制，这可能导致实际结果和发展与前瞻性信息和陈述中所表达、暗示或预测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
这些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包括与赛诺菲和 Ablynx 在拟议条款或拟定时间表上完成收购相关的风险，包括收到所需的监管批准，竞争性报价的
可能性，与执行业务合并事务相关的其他风险，如业务未成功整合的风险，整合可能比预期更加困难、耗时或比预期成本更高，或者收购
的预期收益不能实现，与合并公司未来的机会和计划有关的风险，包括合并公司在完成拟议收购后的预期财务业绩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拟
议收购业务中断使得更难以照常营业或维护与客户、员工、制造商、供应商或患者群体的关系，或如果合并后的公司没有在财务分析师或
投资者预期的范围内迅速达到拟议收购的预期收益，那么赛诺菲股票的市场价格可能会下降，以及其他与赛诺菲及 Ablynx 业务相关的其他
风险，包括增加现有产品的销售和收入的能力，以及开发、商业化或销售新产品，竞争（包括潜在的仿制药竞争），研究和开发所固有的
不确定性，包括未来的临床数据和分析，监管部门（如 FDA 或 EMA）的监管义务和监督，包括有关部门是否批准和何时批准针对任何候选
产品提交的任何药物、设备或生物学申请以及有关标签的决定和其他可能影响候选产品可用性或商业潜力的其他事项，不提供任何候选产
品获批后取得商业成功的保证，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风险，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和捍卫专利的能力，未来的诉讼能力，未来获批和治疗替代品
的商业成功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尽管这里列出的因素具有代表性，但不应将任何一份列表视为是对所有可能对公司的综合财务状况或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潜在风险、不确定性或假设的声明。上述因素应结合赛诺菲和 Ablynx 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法国金融市场管
理局的公开文件中所讨论或确定的风险和警示性声明，包括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列于 20-F 表格的赛诺菲年度报告中的“风险因素”
和“前瞻性声明警示”项下的声明，以及 Ablynx 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 6-K 表格中当前报告“免责声明”项下所列的声明。这些前瞻性
声明仅代表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的状况，除非适用法律要求，否则赛诺菲和 Ablynx 不承担更新或修订任何前瞻性信息或声明的义务。

面向美国投资者的其他信息
对于流通普通股（“股票”）、摩根大通银行 N.A.发行的美国存托股票、作为 Ablynx 的存托凭证（“ADS”）、认股权证（“认股权证”）、
可转换债券（“债券”，连同股票、ADS 和认股权证、“证券”）的要约收购尚未展开。本文件的发布仅供参考用途，无意构成建议或购
买要约，或征求出售任何 Ablynx 证券的要约。
在要约收购开始时，赛诺菲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附录 TO 要约收购声明，之后，Ablynx 将提交附表 14D-9 的要约/推荐声明。证券
持有人应仔细阅读将由赛诺菲和 Ablyn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将包含重要信息，包括要约收购的条款和条件。

所有 Ablynx 证券持有人均可免费获得购买要约、相关转递函及其他要约收购文件以及要约/推荐声明。这些文件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网站 www.sec.gov 上免费获取。可通过 ir@Sanofi.com 或赛诺菲官网 https://en.Sanofi.com/investors 联系赛诺菲免费获取额外副本。
在作出美国要约收购的决定之前，您应仔细阅读赛诺菲和 Ablyn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