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頭文件預示 兩板塊有錢途紅頭文件預示 兩板塊有錢途
••生物經濟 醞釀大資金池生物經濟 醞釀大資金池
••評論 : 生物經濟 香港機遇評論 : 生物經濟 香港機遇

••專業組織巡禮 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專業組織巡禮 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
••產業園介紹 深圳坪山 枕戈待發產業園介紹 深圳坪山 枕戈待發
••機場新商廈啓用 灣區生意新里程機場新商廈啓用 灣區生意新里程
  K11 ATELIER 11 SKIES  K11 ATELIER 11 SKIES

微信號Facebook

BioTmoment

4 897070 420021

人民幣參考價20元人民幣參考價20元
港幣零售價25元港幣零售價25元05/202205/2022
贈閱電子版贈閱電子版

上有國策 下有商機上有國策 下有商機
《「十四五」生物經濟《「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發展規劃》



目錄

01-05 封面故事

●上有國策 下有商機

●《「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

●紅頭文件預示 兩板塊有錢途

●生物經濟 醞釀大資金池

●評論:生物經濟 香港機遇

07-09 專業組織巡禮

●生物醫藥業 疫情下新機遇

●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

10-11 產業園介紹

●深圳坪山 產業枕戈待發

●坪山創新廣場

●坪山生物醫藥產業加速器園區

12-13 融資專家 VNHK Academy

●資金聚集 東南亞有窪地

●馬來西亞 地位特殊

14-15 講股BioT

●生物科技板塊 弱過藥煲

●上海疫情猛 三隻藥股有好淡

16-19 BioT投資先機

●機場新商廈啓用 灣區生意新里程

●K11 ATELIER 11 SKIES

●中港口岸 近在咫尺

●甲級寫字樓 服務大灣區

●創意城市 共享工作空間

Information
出版資料
出版：新新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編輯：《BioT投資先機》編輯委員會

執行編輯：張偉強

地址 :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36號

          中銀人壽保險大廈5樓

承印 : Stocks Party Limited

地址 : 香港中環祖庇利街1號

          喜訊大廈4樓402室

廣告代理 : 展匯國際 大灣區精英展覽集團 

香港 (852) 9144 7962 林先生 

中國 (86) 139 1147 1864 楊先生 

(微信: michael1661)

聯絡處：香港灣仔告士打道64-66號 

            筆克大廈20樓

免責聲明
本雜誌所載資料只供參考用途，《BioT投資先

機》不對該等資料準確性或完整性，作任何種

類不管是明確或隱含的陳述或保證，讀者須自行

承擔使用該等資料的風險。對於任何人士因使用

或依賴該等資料引致或可能引致之任何損失或損

害，《BioT投資先機》並不承擔任何責任。該等

資料並不能替代專業意見。在使用或依賴該等資

料前，使用者宜自行評估及核實這些資料的準確

性，以及應先尋求合適的專業意見。

Disclaimer 

Al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book ("the 

said informat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whether express 

or implied, is given by《BioT投資先機》as to 

the completeness or accuracy of the said in-

formation. User shall use the said information 

at his own risk. 《BioT投資先機》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suffered 

or that may be suffered by any person from 

using or relying on the said information. The 

said information could not substitute for pro-

fessional advice. Prior to using or relying on 

the said information, users should assess and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said information 

and seek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advice.

04

08

12

16



上有國策 下有商機上有國策 下有商機
《「十四五」生物經濟《「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發展規劃》

國家發改委剛於 5 月 10 日，發布了《「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這份紅頭文件是中國首個生物國家發改委剛於 5 月 10 日，發布了《「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這份紅頭文件是中國首個生物
經濟五年規劃，展望未來 13 年、即到 2035 年的發展目標，當中涉及 22 萬億人民幣的經濟量。經濟五年規劃，展望未來 13 年、即到 2035 年的發展目標，當中涉及 22 萬億人民幣的經濟量。

今期《BioT 投資先機》綜合市場反應，從產業及融資角度，探討在生物科技 + 醫藥健康的板塊上，那今期《BioT 投資先機》綜合市場反應，從產業及融資角度，探討在生物科技 + 醫藥健康的板塊上，那
些行業可看高一線，投資界又如何快人一步，沙盤推演資金去向。些行業可看高一線，投資界又如何快人一步，沙盤推演資金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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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策之一的《「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

( 下稱規劃），設訂在「十四五」期間，中

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產業加快發展，生物經濟

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動力。《規劃》

聚焦民生在「醫、食、美、安」領域上的需

求，提出發展生物醫藥、生物農業、生物質

替代、生物安全四大重點領域。( 見表 )

在新《規劃》之下，市場各有意見，但產業

鏈上有兩個板塊較多人看好：農業和醫藥。

內地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數字經濟與金

融創新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研究員盤和林表

示，現時市場頗為看好的生物經濟產業的投

資機會，主要集中在生物醫藥、生物農業、

生物能源、生物環保等四大領域。在生物醫

藥領域方面，未來主要方向是多聯多價疫苗

和靶向生物藥，這些高技術壁壘的行業，將

逐漸成為生物醫藥的主導，建議關注疫苗製

造企業，尤其是 RNA 疫苗、靶向生物藥，腫

瘤的單抗等靶向藥的企業。

盤和林指出，生物農業領域的方向是生態化

農業，將進一步優化農藥和化肥的使用，提

升農產品品質，建議關注生態農業：主要是

有機肥料和環保農藥等行業；生物能源領域

的核心是生物質能源，促進生態回收利用，

建議關注乙醇、生物柴油等細分行業；生物

環保領域的發展方向是生物安全治理體系，

建議關注農廢處理行業。

農業醫藥 當時得令
另外，內地中信證券策略分析師黃宏飛表

示，在《規劃》四大發展領域當中，目前容

易落地的是生物農業板塊，比如農藥、種業

《規劃》四大領域

發展路向 具體目標

●發展人民生命健康的生物醫藥 由「治病為中心」
轉為「健康為中心」

●發展現代化的生物農業 由「解決溫飽」
轉為「營養多元」

●發展綠色低碳的生物質替代應用 由「追求產能」
轉為「生態優先」

●加強生物安全風險防控 由「被動防禦」
轉為「主動保障」

紅頭文件預示 兩板塊有錢途

農業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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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次就是生物醫藥板塊，包括疫苗、試劑、

基因檢測等。

上述中信證券之前有研究認為，種業與生物育種、

糧食種植等相關標的，將直接受益於相關政策的

落實。建議關注種業板塊，推薦具備生物育種研

發優勢的企業，或具備優質種質資源、品種資源

的雜交玉米種業大型企業。另又建議關注種植板

塊，推薦主營水稻、小麥的優質種植的企業。

內地國信證券最新研究指出，醫藥行業 2021 年

度及 2022 一季度的業績，延續了新冠疫情的主

線。疫苗、新冠檢測業務等相關板塊快速增長。

同時，CXO( 醫藥合同外包服務 ) 行業也延續了

高景氣，新冠藥物相關的 CDMO( 委託開發製造 )

業務，也將為相關公司帶來較大的業績增長。

資金流向 綠色產業
在新《規劃》之下，市場傾向看好農業和醫藥板

塊，但亦有不少獨家分析。內地華安證券行業策

略分析師尹沿技、王強峰認為，多元化的金融資

源和社會資本，將進一步流向綠色生物產業，產

生萬億級別市場繁榮，推動新一代生物經濟發展

壯大。生物經濟將在人類健康、綠色農業、生物

能源、生物安全等方面形成下一個經濟增長點。

另外，內地華輝創富投資總經理袁華明表示，生

物經濟涵蓋了生物醫藥、生物農業、生物能源、

生物環保等眾多領域，是具有創新活力、涉及面

廣、影響深遠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物經濟具

有科技含量高、市場大、壁壘高和利潤豐厚等特

點，其市場規有望快速發展。

他補充，內地新一代生物經濟處於起步階段，成

長和風險並存，這個階段政策和金融支持力度

會較大。綜合而言，生物經濟板塊當前有更多機

會，政策傾向、資金動向和市場情緒，是相關子

板塊和個股表現的主要推動因素。

甚麼是生物經濟 ?
人類運用生物技術由來已久，但生物經

濟仍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市場對「生

物經濟」的理解，各家因角度不同而略

有差異。較早出現的正式定義主要是：

生物經濟 (Bioeconomy 或 Biobased 

Economy)，是以生命科學、生物技術

的研究、開發與應用為基礎，建立在生

物技術產品和產業之上的經濟，這是一

個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資訊經濟相

對應的全新經濟形態。

另外亦有意見指，生物經濟涵蓋了生物

醫藥、生物農業、生物制造、生物環保

等眾多領域，是具有創新活力、涉及面

廣、影響深遠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物

經濟具高科技含量、市場大、壁壘高和

利潤豐厚等特點，不少投資者對其抱有

憧憬。

創新企業 雨後春筍
《「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提及，中

國生物經濟總量規模邁上新階，包括生物經

濟增加值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將穩

步提升。生物醫藥、生物醫學工程、生物農

業、生物製造、生物能源、生物環保、生物

技術服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經濟社會發

展中的戰略地位顯著提升。生物經濟領域市

場正蓬勃發展，年營收百億元人民幣以上的

企業，數量顯著增加，創新企業如雨後春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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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關係到未

來 13 年的市場走向，涉及資金高達 22 萬億

元人民幣，這些資金從何而來？又將流向甚

麼地方？資本市場立即作出了反應。

《規劃》提到：發揮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

引導基金、戰略性新興產業基金等作用，依

照市場化原則，大力支持創新型生物技術企

業發展；鼓勵社會資本聚集，利用天使投資、

創業投資、外資力量，解決企業研發及生產

所需資金；加強生物企業上市培育，進一步

加大對生物企業在中國境內資本市場上市的

支持力道，吸引優質生物企業於主板及科創

板上市。

三張成績表 夠亮麗 

發改委高技術司副司長王翔表示，中國生物

經濟近年取得了顯著成就。首先是是科技突

破不斷湧現。青蒿素實現中國自然科學領域

諾貝爾獎「零的突破」，目前在研的創新藥

數量居全球第二，在基因檢測、超級稻、人

工合成澱粉、疫苗等領域已較具優勢。

第二是產業創新持續活躍。近年來，生物領

域成為投資熱點，科創板上市企業中生物企

業佔比 33%，「十三五」期間規模以上醫藥

企業研發投入年均增長約 8%。生物製造體量

進一步擴大，現代生物發酵產品佔全球 70%

以上比例。

第三是區域集聚效應明顯。京津冀、長三角、

粵港澳大灣區、成渝經濟圈成為全國生物經

濟創新高地。約 80% 上市企業、90% 國家一

類新藥、85% 創新醫療器械特別審批產品，

皆來自這些區域。

市場人士估計，中國生物經濟具有上述三項

優勢，加上《規劃》對市場融資的正面態

度，預計中國生物經濟這個資金池，將會很

快在大中華區形成，香港更是其中必不可少

一員。

中小微企 必不可少
王翔提到，生物領域政策環境開創新局面，

體制機制和制度環境更加優越，生物技術市

場交易更加活躍，審評審批、市場准入、產

品定價、市場監管、產權保護等體制持續深

入改革。他表示，「十四五」時期的生物經

濟總量規模邁上新台階，經濟增加值佔國內

生產總值的比重穩步提升，年營業收入百億

元以上企業數量顯著增加。

另一方面，《規劃》對業界的大多數：中小

微企，亦有相關描述。《規劃》提出，要以

促進關鍵技術突破和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為目

標，支持生物領域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

合體，承擔建設產業創新中心、工程研究中

心、技術創新中心及製造業創新中心等創新

平台，並鼓勵生物技術領域創新創業，支持

中小微企業發展。

生物經濟 醞釀大資金池生物經濟 醞釀大資金池
中國生物經濟這個資金池，

香港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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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強大的生物科技科研基礎，本地相關

企業絕對可借國家《「十四五」生物經濟發

展規劃》的東風，開拓國家龐大的市場。

香港的科研根基非常深厚，五所全球前100

名的大學、兩所全球前50名的醫學院，擁有

多位世界級權威專家，亦設有四間獲國家藥

監局承認的臨床測試中心，此四間中心同時

為國際認可的臨床試驗中心，其測試數據亦

廣獲歐美有關機構的承認，絕對有能力發揮

好以「香港所長」，回應「國家所需」。

大學 +實驗室 最強後盾
2018年，特區政府撥出100億元成立的「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旗艦項目，至今已成立了

二十八所、由本地大學與三十多家國際頂尖大學

/ 研究院合組的實驗室，當中就有十六所與生命

健康相關，是一股強大的科研實力，可以締造更

多顛覆性的研發成果。

香港科技園公司亦正與醫管局探討，研究如

何更好善用醫管局的 40 多家醫院、100 多

間專科診，累積超過 20 多年的臨床數據作

研發用途。政策目標是促進科研多元合作及

產業發展，建設香港成為生命健康的研發重

鎮，匯聚相關的產業集群。 

香港搞集資 水到渠成
2018 年 4 月底，香港交易所推出了 25 年來

最重大的一次上市改革，推出《18A 章節》，

首次向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敞開了大

門。 短短時間內，香港已成為亞洲第一大、

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資中心。

自上市新規則生效以來，香港交易所迎來 92

間醫療健康公司：包括生物科技公司在香港

上市，首發集資總額超過 2,573 億港元。其

中， 共有 50 間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通

過《第 18A 章節》上市，首發共募集近 1,144

億港元，而當中 25 家更被納入港股通。

SPAC機制 如虎添翼 
醫療健康新股市場後勁十足，截至 2022 年

2 月底，56 間醫療健康公司提交上市申請。 

越來越多不同創新領域的企業計劃來港上

市，包括醫療器械、外包服務、診斷治療、

醫療數據和授權商業模式等生態圈日益多

元化。

另外，再加上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新上

市機制─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為市

場提供傳統首次公開招股以外的新渠道，與

時俱進，使香港成為中國新經濟企業海外上

市首選地。

文章節錄自2022-05-14《華人號 大灣區時報》

評論評論：：生物經濟 香港機遇生物經濟 香港機遇

作者 : 莊守堃 中國僑聯委員 / 廣東省僑聯常委 /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智庫

主席 / 香港再出發共同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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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肆虐逾兩年，影響到經濟及社

會民生。雖然如此，新事物往往催生新機

遇，香港專業組織─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

(HKBMIA) 從業界角度出發，展望香港生物

醫藥的未來路向，配合大興土木的「河套區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勾劃出一幅宏大的發

展藍圖。

HKBMIA 是 一 個 以 香 港 為 基 地， 匯 聚 了 生

物醫藥及相關業界專業人士的產業平台。

HKBMIA 秘書長鄭裕彤指出，新冠病毒疫情

從 2019 年開始令全球公共衞生受到威脅，

工作及生活停擺，導致經濟下滑，衍生社會

問題，大部份的行業都受到衝擊。不過，醫

療健康產業在今次疫情中卻能夠把握機遇，

大放異彩。在某種程度上，疫情為生物科技

行業注入了催化劑。

新事物 催生新機遇
鄭裕彤表示，雖然新冠病毒疫情爆發，造

成了廣泛及深遠的影響，而醫療健康產業

把握此機遇，發揮自身所長及彰顯社會責

任，努力研發各種診斷試劑、預防疫苗及

治療方案等，以協助壓制疫情，保障大眾

健康，從而促進及提升產業的發展。其中

包括：

生物醫藥業 疫情下新機遇生物醫藥業 疫情下新機遇

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人才濟濟，助業界發光發亮，造福人群。

HKBMIA 創會會長HKBMIA 創會會長

盧毓琳盧毓琳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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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發展創新生物科技。特別是在對抗

COVID-19 上，生物科技促進基因圖譜的繪製，

研發對抗病毒的解決方案，例如開發及改良診

斷試劑、預防疫苗及治療方案等。

●調整生物醫藥行業的結構。面對這種突

發、跟公共衛生相關的緊急情況，很多創

新藥企業都顯得有些猝不及防，準備不足。

過往，企業大多只考慮短期發展，在面對

突發事件時往往顯得手足無措。今次疫情

是重塑企業經營觀念的契機，幫助企業重

新思考。

●疫情促進中西醫療合作。COVID-19 肆虐

兩年以來，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式一直備受

矚目，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相信未來在

其它領域可得到發揮。

北部都會 大興土木
談及未來發展，鄭裕彤特別提到河套區港深

創新及科技園 / 新田科技城。他更形容有關

計劃將會是業界的未來之星：「新田科技城

將是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的重心所在，也是

真正能承載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所在」鄭裕

彤說。

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公布《北部都會區發展策

略》，將港深創科園與落馬洲 / 新田一帶地

方，進一步整合為新田科技城，當中與創科

相關的土地估計約有 240 公頃。新田科技城

聯同深圳科創園區組成佔地約 540 公頃的

深港科創合作區。

香港硅谷 指日可待
鄭裕彤指出，香港現下所擁有的國家重點

實驗室，僅有十六家，且分布在香港不同

的大學裏，而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則僅

有兩家，分別為香港大學及香港衞生署作

科研用途。目前，香港並未有合資格及可

提供予生物科技創新產業及項目進行商用

的 P3 實驗室，這將不利於香港生物科技創

新企業整體科研的發展、水平的提升及科

學成果的轉化。

HKBMIA 秘書長HKBMIA 秘書長

鄭裕彤鄭裕彤

會議會議

人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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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補充，特區政府若能通過政策與制度，引

導具規模、知名度、實力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國際重大科研項目、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等引

入新田科技城，以及在城內建立商用 P3 實

驗室，提升香港科研基礎設施建設，這將形

成強大的產業集聚效應，這可吸引優質的海

內外科研項目及人才進駐，從而促進生物科

技創新產業的科研成果轉化能力。

鄭裕彤樂觀預估：「屆時，香港聯同北部深

圳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優勢互補，產業互

動，香港硅谷指日可待。」

協會提供 專業服務
HKBMIA 匯聚了一批生物醫藥專業人士，除關

注業界發展外，同時為業界提供多項服務，

包括融資、財務顧問、稅務與審計、法律意

見、公司管治、估值、政策法規、臨床規劃、

委託設計與生產、專利保護、項目建議及規

劃等。

鄭裕彤說，HKBMIA 與一眾顧問，一起規劃生

物科技創新產業生態圈，每一項服務中都有

協會都可以提供相應的資深顧問，為有需要

的海內外會員提供基本的咨詢服務。而協會

會收到不同科研項目或企業，對上述多項服

務的諮詢。他說從實踐證明，這些服務均承

擔了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的關鍵環節，每一環

節的執行與落實，都關係到項目或企業的科

研效率與進度。

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
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 (HKBMIA) 於 2017

年成立，由創會會長盧毓琳教授 ( 前香港

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衛生局，食物及環境衞

生諮詢委員會主席 ) 與生物科技產業專

家、投資人士共同組成。

HKBMIA 致力為香港建立一個創新、國際

性的生物醫藥科技產業平台。協會積極

引入海外卓越的生物醫藥創新科技項目

與產業，並提供各方面的協助，包括制

訂產業化及商業發展計劃、融資上市、

公司管治及審計、估值、專利保護、政

策法規、臨床實驗設計及規劃等方面，

以進入內地及亞洲市場。

此外，協會還積極促進生物醫藥創新科

技產業、科研機構、投資業界及政府組

織在創新研發、產業化、協調法規政策、

投資及融資方面相互間的溝通、交流及

合作。

交流交流 投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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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坪山區跟香港僅一河之隔，對經常穿

梭港深的人士絕不陌生。近年當地政府更銳

意發展坪山區，讓這遍土地成為一個高端科

技的產業園。《BioT 投資先機》今期專訪了

這個新興產業園，了解到雖然在疫情之下，

坪山依然積極做好孵化器角色，絲毫無怠做

好準備待中港通關。

坪山區是深圳市最新行政區之一，在 2017

年行政區設立後，制訂了很多產業扶持政

策，涉及設備採購、創業、臨床、認證、租

金補貼等各方面，同時補貼力度也很大，這

些優惠措施吸引了不少企業落戶坪山。

踏入 2022 年，坪山有更多的舉措，其中之

一是「坪山創新廣場」。廣場是坪山區政府

重點打造的新總部，位於坪山核心商務區，

緊鄰即將開通的地鐵 14 號線站點，2022 年

9 月即可實現 40 分鐘直達深圳中心區，是企

業落戶坪山的一個選項。

市場注視 加速器園區
另外，「坪山生物醫藥產業加速器園區」同

樣令市場注視。園區位於坪山高新區國家生

物產業基地內，佔地面積約 10.60 萬㎡，總

建築面積約 68.95 萬㎡ ，共 14 棟建築，包

括研發用房 11.55 萬㎡、生產廠房 28.37 萬

深圳坪山 產業枕戈待發深圳坪山 產業枕戈待發
坪山區將來是高端科技

產業園( 設計意象圖 )。

坪山區近年大興土木，銳

意變身成優質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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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商業配套等多功能配套，面積約 8.9

萬㎡。

園區定位為：全國領先的綜合型生物醫藥產

業示範區、深圳市生物醫藥發展核心增長

極、產城融合的現代「生物科技新城」，將

打造成集生物醫藥產業研發、孵化、生產和

多功能配套於一體，城市功能與產業要素相

結合的綜合型生物醫藥產業園。

歡迎優秀團隊 參觀指導
上述園區項目已經進入機電安裝、裝飾裝

修階段。項目共分三個批次陸續入市，其

中 4-11 棟計劃於 2022 年 9 月中旬交付使

用；1-3 棟計劃 2023 年 6 月底交付使用；

12-14 棟計劃 2023 年 11 月底交付使用。

「坪山生物醫藥產業加速器園區」發言人

表示，歡迎海內外優秀生物醫藥團隊參觀

指導。

發言人補充，就生物科技產品而言，最近進

駐坪山創新廣場的生物醫藥企業，有從事特

效藥研發、腫瘤精準治療高性能醫療器械裝

備研發、心臟體外小型起搏器研發的高新技

術企業。

中港通關 企業可復正常
坪山有條件吸引中港企業落戶，不過目前

香港和深圳仍未通關，對於園區的一些外

貿類企業、香港創新團隊、港資企業仍然

有較大影響。但坪山區發言人指出，這批

公司由於疫情關係，很多業務都得在線上

處理，預計在通關後，園區這批企業可以

逐步恢復正常。

坪山區近年成為產業園後起之秀，並非無

因，特別是最近兩年，入駐企業變化能夠清

晰看到，是政府更重視生物醫藥行業，也制

訂了行業扶持政策，越來越多的生物醫藥、

醫療器械類企業入駐園區。另外就是即使新

冠病毒在全球肆虐，而國內始終保持「動態

清零」的防疫政策，保證國內正常生產。

國際市場對於中國的產品較為依賴，從去年

年初開始，很多國際貿易類企業都表示「一

箱難求」（出口至國外的集裝箱），坪山區

產業園區的國際貿易類企業，也顯著增加。

特別措施防疫
在新冠病毒疫情下，為有更好的防控工

作，坪山創新廣場實施無人化智能設備

應用，例如清潔機器人、智能測溫設備、

快遞機器人和電子哨兵等。這些設施有

效減少人群間接觸，同時可監控園區人

員的體溫訊息，確保第一時間發現病例。

因此截至目前為止，園區內新冠感染者

仍然為零。

在香港疫情爆發初期，深圳市政府支援

香港抗疫。疫情防控期間，每天透過香

港中聯辦向香港捐贈 10 萬個口罩，首批

100 萬個，用以支援香港做好防疫抗疫

工作。另外，在國家和廣東省有關部門

支持下，從深圳調派 200 多名檢測人員，

配合在香港的 100 多名技術人員營運實

驗室。此外，坪山區的很多生物醫藥企

業、同鄉會等都踴躍的捐贈物資，幫助

香港防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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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近年成為資金聚集中心，最大金主來

自中東地區的伊斯蘭金融家族辦公室。假如你

在想大馬做生意並進行融資，本欄有以下一些

建議。

馬來西亞經濟事務部早前表示，必須加強境內外

的中小型企業 (SME) 生態系統，特別是在早期

融資方面。所以「伊斯蘭早期融資產品和服務」 

是支持境內外中小企業，並提供創業融資的重要

渠道。他們估計在 2025 年，馬來西亞提升早期

融資的可實用性，將成為鼓勵初創公司出現的有

力工具。

馬來西亞持有全球 Sukuk( 伊斯蘭債券 ) 市場約

70%，或甚至更多的份額，最大的 Sukuk 發行地

來自馬來西亞。從全球角度來看，馬來西亞確實

可為中東的伊斯蘭金融家族辦公室，提供最好的

投資基礎設施和框架。但直到現在，沒有任何一

個伊斯蘭金融管轄區，能夠提供足夠廣泛的投資

機會，以滿足家族辦公室的投資者需求。

西方理財 不合教規
馬來西亞的傳統西方金融產品，充滿了選擇的深

度及闊度，和伊斯蘭金融世界尚未開步的產品，

難以比較。一些銀行對傳統領域的理財產品感到

資金聚集 東南亞有窪地資金聚集 東南亞有窪地

馬來西亞 地位特殊 馬來西亞 地位特殊 
嘉麟資本顧問嘉麟資本顧問

陳宏傑陳宏傑

作者簡介：陳宏傑是商業顧問，擁博士學歷，25 年商管經驗，擅

長東南亞營商市場。他是亞洲 CEO 會─越南創會委員會委員，VNHK 

Academy ─香港及越南區企業行政發展教練。

電話 :(852)9103 4705   電郵 :markuspatrickchan@hotmail.com

VNHK Academy
 (伊斯蘭市場之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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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而獨立的伊斯蘭銀行，則嘗試與傳統

金融機構競爭，但他們沒有規模和資源來擴

展產品範圍。簡而言之，伊斯蘭金融市場的

產品必須做得更多、更深、更闊以及更有選

擇性，譲中東的伊斯蘭金融家族辦公室投放

資源，為中小型企業（SME）早期融資產品，

便提供一個渠道。

亞洲大多數經濟體的私人財富，有非常顯著

的增長，當中馬來西亞和印尼有相當的份

額。雖然，西方形式的財富管理市場龐大，

但是全球加強監管措施，正席捲全球越來越

多的境內資金。總體而言，馬來西亞伊斯蘭

金融家族辦公室的市場將從中受益。

伊斯蘭世界 確不同
由於目前「只有」馬來西亞在伊斯蘭教法方

面和普通法方面，可提供市場領先的專業知

識、宗教教規和法律基礎設施，因此能夠提

供更廣泛的「伊斯蘭早期融資產品和服務」，

而不僅僅是吸引國內的初創成長機會，但面

向來自世界各地初創的競爭。

伊斯蘭早期融資產品和服務上，一方面要平

衡創投對回報的義務，另一方面是對社區和

他們的先知的義務。伊斯蘭早期融資產品和

服務，在涉及「財富分配」和「再分配」以

及穆斯林在家庭、社會和宗教背景下應如何

表現時，應該考慮傳統的伊斯蘭教條的指示。

有些伊斯蘭金融家族辦公室尋找合適的伊斯

蘭早期融資產品，包括投資初創項目時，他

們必須仔細評估那些產品提供真正的伊斯蘭

/ 伊斯蘭教條的合規性，而不僅僅是那些帶

有伊斯蘭教法標籤的產品。

初創融資 三個建議
假如你也想在馬來西亞，爭取創業早期融

資，以下有三個建議：首先是了解你的市場。

你不但要了解那些客戶有特定的需求和期

望，更需要了中東伊斯蘭金融家族辦公室，

對創業早期融資的需求至關重要，因此建議

對市場類別進行分析。顯然，市埸有不同的

需求。同樣，可以通過馬來西亞為伊斯蘭金

融家族辦公室管理提供龐大的創投資金市

場，特別是對於那些希望在馬來西亞生活或

拓展客譲市場的境外初創，這是具有額外吸

引力。

第二是法律上的衝突與和諧。伊斯蘭金融界

必須更加努力和全面地工作，以鼓勵監管機

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去了解，馬來西亞在

國家和州一級實行的伊斯蘭法律，與以英語

為基礎或其他國家的民事法律之間的潛在衝

突。法律如果在此成效，馬來西亞應該能夠

支持伊斯蘭金融家族辦公室，從財富創造到

保存可一脈相承。

第三是挑戰就是機遇。雖然在回教教義問題

上，很多受西方教育的人士會卻步，但對崇

「儒、禮、道」的華人來說，或許會有多些

空間去調節，市場參與者應該將其視為機遇

和挑戰。

伊斯蘭的商業世界，另有一套準則要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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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主導的加息周期正式展開，增加的借

貸成本，加上企業普遍在經營成本及原料價

格急升下，促使基金經理們以更審慎方式在

股票市場作部署。「縮表」加上流動性減少，

年內重回「五窮六絕七翻身」的舊調非常高。

股市持續弱勢將影響投資者胃納，也令「生

物科技 50 指數」維持弱勢，因為成分股中大

部分仍需資金投入，以將科研成果轉為商業

化產品。在此時指數屢創新低下，投資者宜

採取觀望態度。

執筆之時，人民幣匯價續探 12 個月低位。上

海之後，內地更多大城市有疫情，更凸顯了經

濟循環暢通問題，加重了市場對內地經濟復甦

和出口前景的擔憂。再加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於 4 月下旬，下調了中國今年經濟增長

預測值 0.4 個百分點，信心問題遂令資金流

出，轉而尋求較佳息差回報的美元類資產。

應對上述情況，就剖析生物科技板塊而言，

也無須分散精神，維持集中觀察具盈利基礎

的領先企業，已非常足夠。

作者介紹：黃子祥(FM)擁科研碩士學位，專業橫跨高端科技與金融市場。歷任上市企
業管理層，擅長企業規劃及融資。他是一間生物科技初創的企業顧問，聚焦第四代基
因測序。黃子祥曾在多份報章、雜誌分享投資策略。

講股BioT

生物科技板塊 弱過藥煲
炒股不炒市 擇善固執 

恒生滬深港通生物科技50指數 ( 一年走勢變化 )

資料來源 : 恒生指數公司 (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 )

變化

1 個月 3 個月 12 個月 年初至今 市盈率 
( 倍 ) 股息率

-9.92% -10.51% -43.40% -23.47% 28.03 0.75%

2022-04-24 低見 4,383 點

2021-06-28 高見 8,543 點

●「恒生滬深港通生物科技 50 指數」

旨在反映在香港或中國內地上市並

符合互聯互通交易資格，總市值位

列 首 50 名 的 生 物 科 技 公 司 之 整 體

表現。

● 選股範疇：合資格於互聯互通下

交易的 A 股和恒生綜合指數成分股。

● 流動性要求：6 個月日均成交額

至少 2,000 萬人民幣 (A 股 )/2,000

萬港幣 ( 港股 )。

● 挑選方法：公司市值排名最高的

50 間公司會被選為成分股公司。

● 成分股數目：固定為 50 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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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28 高見 2,915 點

上期本欄提到，論及藥企加速研發推手，藥明

康德 (2359) 便是其一重要指標，亦可作為預示

生物科技板塊何時轉勢的方向舵。公司首季銷

售按年增長 71.2%，按季則增長 32.8%，主要

由化學業務增長所帶動。同期顯示其藥物發現

服務需求維持強勁，按年增幅達 46.6%，毛利

率為 35.6%。

值得留意是，如上海疫情能短期受控，藥明康德

表示其全年增長指引，有望維持在 65% 至 70% 不

變。有了穩固基本面，其全球製藥及生物技術推

動者的定位，可以不變。藥明康德的股價穩定後，

將成長期投資的愛股。

另外，內地積極處理新冠肺炎，疫苗與相關藥

物需求增加，涉及供應鏈的醫藥企業定必顯

著受惠。其中，復星醫藥 (2196) 因擁復必泰

（BioNTech) 疫苗港澳代理權，在內地或考慮引

入此疫苗下，公司或能增添龐大收入，值得關注。

寄予厚望 歌禮製藥
至於內地創新藥企業中，歌禮製藥－Ｂ (1672) 旗

下口服雙前藥 ASC10 在猴子的口服生物利用度測試

中，其數據顯示出比莫努匹韋 (Molnupiravir) 更

好的對抗新冠病毒療效，因此市場對其日後在使用

於人的臨床試驗，亦寄予厚望。

公司的另一藥品「利托那韋」進入最後研發階

段，快將引領公司步入收成期。口服利「托那

韋片」是針對病毒蛋白酶的多種口服抗病毒藥

物的藥代動力學增強劑，以及口服抗病毒藥物

PAXLOVID(300 毫克奈瑪特韋片 +100 毫克利托那

韋片組合包裝 ) 的組成之一。

公司 3 月公布正通過歐洲代理商，向歐洲多國遞

交了上市許可申請。同時亦正推進與內地公司和

跨國製藥公司，就利「托那韋片」在中國和全球

的商業化供應合作。在抗病毒藥物上，年內歌禮

製藥在國際市場的地位，預期明顯提升，因此值

得及早關注。

上海疫情猛 三隻藥股有好淡
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指數 ( 一年走勢變化 )

2022-03-15 低見 1005 點

資料來源 : 恒生指數公司 (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 )

●「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指數」旨在

反映香港上市生物科技公司之整體表現。

● 選股範疇：於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的

證券；不包括根據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規則第 21 章上市之投資公司。

● 流動性要求：3 個月日均成交額至少

500 萬港元。

● 挑選方法：根據最近 12 個月月均市

值由大至小排列合資格證券，並計算每

隻證券的累計市值覆蓋率；上市時間少

於 12 個月的證券，會使用上市以來的月

均市值；累計市值覆蓋率於前 95% 以

內的證券會被選為成分股。

●  成分股數目：非固定及最少 30。

變化

1 個月 3 個月 12 個月 年初至今 市盈率 
( 倍 ) 股息率

-8.73% -16.57% -54.39% -28.19% 56.18  1.18%

5月精選股份
●歌禮製藥(1672)

4元以下吸納，以3.5止蝕持有。

●復星醫藥(2196)

以29.5止蝕持有，上看43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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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新商廈啓用 灣區生意新里程機場新商廈啓用 灣區生意新里程

K11 ATELIER 11 SKIES
香港國際機場有新項目落成。新世界發展旗下的商業項目：K11 

ATELIER 11 SKIES( 下稱 11 SKIES) 將於 7 月落成啓用，這個超巨

型商業項目，最大特點是以位於機場位置，連接大灣區商業門戶。

K11 ATELIER 11 SKIES 的外牆採用玻璃幕墻設計，反射及捕捉千變萬化的天空色彩，與 11 SKIES 的相

關設計概念互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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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鄰香港國際機場的 11 SKIES，是航天城的

重要組成部分，亦是香港最大型的綜合零售

飲食娛樂商業項目。11 SKIES 總樓面面積約

57 萬平方呎，預計第一期於年 7 月落成並啓

用，其餘於 2022 年 2025 年分階段開幕。

11 SKIES 毗鄰香港國際機場、港珠澳大橋及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令中港兩個重要入

境口岸近在咫尺。項目鄰近香港國際機場

二號客運大樓、亞洲國際博覽館及新落成

酒店，透過「航天走廊」自動駕駛運輸系

統，接駁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另設地面

交通樞紐及 2,800 個停車位，方便來自香

港、內地和國際市場的顧客及人才以各種

交通模式抵達。

較早前，11 SKIES 與香港珠海社團總會合作

舉辦線上推介會，吸引超過 100 個會員組織

參與，共同探討 11 SKIES 將如何加強大灣區

及香港企業的商業聯繫。

香港珠海社團總會執行會長朱建蘭及秘書長

楊鵬表示：「我們現正積極考慮於 11 SKIES

設立辦事處，利用其優越地理位置及獨特競

爭優勢 ...... 深化香港與大灣區連結，發

揮協同效應，解鎖更多黃金機遇。」

中港口岸 近在咫尺中港口岸 近在咫尺

線上推介會於香港 ( 左 )及珠海 ( 右 )兩地同時舉行。

每層寫字樓亦配置落地玻璃窗，機場及港珠澳大橋等連接香

港與大灣區的地標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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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KIES 主打專業服務，三幢甲級寫字樓定位各有不同，主要涵蓋財富管理、健康和醫療

服務，以及為計劃擴展大灣區業務的企業提供大灣區辦公室。發言人表示，近 20 間來自不

同專業服務領域的企業，亦將於 11 SKIES 設立據點，項目同時更獲大灣區主要商界組織的

支持，成為大灣區及國際商業門戶。

甲級寫字樓 服務大灣區甲級寫字樓 服務大灣區

寫字樓大堂內獨特的雙螺旋型樓梯設計，靈感來自氣流穿過飛機渦輪發動機時的形態，啟發各路人才對工作空間的創造性思考，

同時呈現建築物設計的精髓，提升整體體驗及環境氛圍。

電梯大堂

作為新生代工作空間，K11 ATELIER 11 SKIES 的公共區域、綠化空間、花園及戶外座位設計打造

舒適的工作環境及氛圍，鼓勵及啟發創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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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縱向創意城市」為設計概念，K11 ATELIER 

11 SKIES 提供靈活的開放式租用空間、共享工

作空間及內設的公共休憩空間，鼓勵突破性思維

的交流，創造獨特的創意生態。

三幢寫字樓設標準和開放式辦公室，供租

戶靈活選擇，其中可租用空間由 1,259 至

28,481 平方呎不等。另外，三幢寫字樓設合

共 12 個特色租用空間，混合零售及辦公空間

用途，適合財富管理公司等租戶建立面向客

戶的服務中心。

K11 ATELIER 11 SKIES 的建築設計，以智能科

技應用及可持續發展為重心。除具備自動感應

門、數碼門匙等配套，項目亦有特別增加室內

鮮風供應，超越國際標準的 30% 以降低空氣

中病毒傳播的風險；以及採用亞洲最大的混合

太陽能光伏和熱能系統 (PVT) 裝置之一，可

發電和產生熱水，每年可有效節能達 177,000 

千瓦時。

項目憑着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選材、規劃

設計以及建築方法，獲得多項綠色建築預認

證的最高鉑金評級，包括 WELL 建築標準™
（WELL Building Standard ™）、 香 港 綠

建 環 評 新 建 建 築 1.2 版（BEAM Plus New 

Building v1.2）以及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

（US LEED®）。

創意城市 共享工作空間創意城市 共享工作空間

走廊

K11 ATELIER 11 SKIES」配備

一系列完善配套，其中包

括育嬰及餵哺母乳設施，

為員工及其家人在工作環

境提供支援。

K11 ATELIER 11 SKIES更設其他

高級設施和配套，包括配備淋

浴間的行政人員洗手間，全面

滿足個人及商務需要。



電子版發行量

4.3 萬  ( 截至 2022-05-16)

目標讀者：《BioT 投資先機》是一本商業雜誌，目標讀者群是商界人士，每期電子版的受眾，超過 93% 來自商界

和業界。

精準發行：《BioT 投資先機》的數據庫，由網站、社交平台、whatsapp 組群、企業及機構自家電子平台、展

覽商自家數據庫，以及商會所組成。數據庫內的資料，超過 93% 來自商界和業界。

發行途徑：《BioT 投資先機》以電子版發行為主，發行網絡包括母公司《新新媒體》旗下三個官方網站、

facebook、IG、wechat 微信公眾號、whatsapp 組群、商會、企業及機構自家電子平台、展覽商自家數據庫。

《BioT 投資先機》電子版發行量 : 43,481
發行讀者群 發行量 發行讀者群 發行量

生物科技公司 5,570 香港上市公司 891

生物科技投資公司 2,779 中國內地投資公司 872

醫藥公司 3,690 商界 9,367

醫療機構 11,537 教育及青年團 952

金融界企業 5,723 其他 2,100

總計：43,481   ( 資料截至 2022-05-16)

Facebook

《BioT 投資先機》網站
Coming soon in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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