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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亞洲最大的生物科技集資中心，並有望成爲全球最大生物科技 IPO 市場。不過，並非每家公司皆有香港是亞洲最大的生物科技集資中心，並有望成爲全球最大生物科技 IPO 市場。不過，並非每家公司皆有
條件成為市企，在漫長的的科研時間裏，如何解決營運資金問題？條件成為市企，在漫長的的科研時間裏，如何解決營運資金問題？

今期《BioT 投資先機》採訪了業界基金，了解到有潛力的初創企業，其實活水有源：基金話事人求才若渴，今期《BioT 投資先機》採訪了業界基金，了解到有潛力的初創企業，其實活水有源：基金話事人求才若渴，
廣開門戶青睞項目，更有金融機構不問回報，無償捐助具社會意義的初創項目。廣開門戶青睞項目，更有金融機構不問回報，無償捐助具社會意義的初創項目。

「有麝自然香，何須迎風立」，有產業價值的項目，始終會有投資者賞識。「有麝自然香，何須迎風立」，有產業價值的項目，始終會有投資者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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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是全球發展最快行業之一，香港馬

首是瞻，近年人才資金逐漸靠攏，各初創企

業大展拳腳，期望憑技術打出一片天空。有

投資者看好行業發展，成立目標規模10億港

元的基金，專門投資具潛力的生物科技初創

公司，幫助業界精英脫穎而出。

香港初創投資公司 Saltagen Ventures 在

2017 年成立，主力投投資太平洋地區的早期

生物技術初創公司。今次推出的生物科技基

金，目標管理資產規模 (AUM) 為 1.2 億美元

( 約 9.39 億港元 )，投資於具價值的企業和

項目。

Saltagen Ventures 執行合夥人 Joseph 馮

尚賢表示：「生物科學是全球發展最快的行

業之一，發展潛力可觀。公司有信心可憑着

豐富的運營和投資經驗，找出優質的初創企

業，並與有抱負的初創創辦人合作，攜手加

速生物科學創新，為具有影響力的科學研究

帶來前所未有的突破。」

首筆投資 百萬美元
Saltagen Ventures 成立 5 年，迄今已進

行了 18 項投資。公司第一輪基金每年篩選

過千個項目。今次剛宣布推出的第二輪生物

科技基金，主要投資 A 至 C 輪的初創公司。

平均而言，入選的每家初創公司會穫得約

100 萬美元 ( 約 780 萬港元 ) 的首筆投資額，

並預留數百萬美元作跟進投資。

生物科技基金 $10億揀精英

CaroMeats 的培植肉。

Kenota Health 的
過敏原測試系統。

Sheertex 的新絲襪物料。

Saltagen Ventures 近期投資的初創公司包括 CaroMeats、

Sheetex、以及 Kenota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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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agen Ventures 的一般篩選程序是：收集項

目後會由投資經理作出項目評估及盡職調查，進

行篩選，通過投資委員會後便會進行投資。

資料顯示，Saltagen Ventures 近期投資

的初創公司包括 CaroMeats、Sheertex、

以及 Kenota Health。「CaroMeats」發展

可持續的食品，現正開發具真實肉質及肉味

的「培植肉」；「Sheertex」推出了世界上

最堅固的絲襪，結合耐熱且強力的合成纖維

與傳統衣服物料的舒適感，顛覆女性絲襪市

場，企業估值現逾 1 億美元。

而「Kenota Health」則開發了一種革命性的過

敏原測試系統，可以快速準確地診斷過敏症。

疫情加速業界發展
Saltagen Ventures 發言人表示，過去一年

全球飽受疫情影響，各國對快速開發和測試

新療法及診斷引入了新方法，如何突破傳統

框架已成一大趨勢。隨着大眾亦對疾病及醫

療健康等話題的關注大幅增加，疫情不僅帶

來醫療新契機，未來生物科技行業將迎來巨

大的的發展機遇。

發言人指有見及此，公司推出的生物科技基

金，將致力協助投資者揀選出經科學及商業

審查的初創，具投資戰略價值的企業和項

目。同時，Saltagen Ventures 擁有專業

團隊，所有專才精研生物科學超過二十年，

專業領域從生命科學至精準農業均有深厚認

識。合夥企業可透過其穩固的行業關係，在

中國、美國及加拿大研發創新技術及發展業

務，在全球迅速增長。

香港基地 夥拍企業
Saltagen Ventures 以香港為基地，持有

證監會第九類 ( 提供資產管理 ) 受規管活動

牌照，業務涉及精準醫學、納米技術等科

技，公司並支持亞洲及北美的生物科學企業

發展。Saltagen Ventures 於加拿大亦設

投資團隊，在北美和亞洲兩地均擁有網絡和

夥伴關係。

為深化公司在全球的足跡，Saltagen 更夥

拍位於香港、加拿大及大灣區的初創孵化

器、加速器、創投基金、醫院及學校，包

括：阿里巴巴 (9988) 創業者基金、香港科

技園、數碼港、復星國際 (0656) 及加拿大

西蒙菲莎大學等。

馮
尚
賢
表
示
，
生
物
科
學
是
全
球
發
展
最
快
的
行
業
之
一
，
發
展
潛
力
可
觀
。

Saltagen Ventures

成立：2017 年

性質：深度技術 (Deep Tech) 創投公司

目標管理資產規模：1.2 億美元

牌照：證監會第九類 ( 提供資產管理 )

網站：https://www.saltagen.com/

初創申請基金：henry.lau@saltagen.com

Saltagen VenturesSaltagen Ventures
執行合夥人執行合夥人
Joseph 馮尚賢Joseph 馮尚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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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初創企業眾多，市場競爭劇烈，人才資

金無一不爭，不過若公司手頭上有好項目，

切合到社會需要，反而無需競爭、卻吸引到

慷慨捐助。有金融集團近期就捐助 50 萬元

與一間實業公司，建立「防疫流動方艙」應

對疫情，協助安老院舍長者走出疫情。

歐力士 ( 亞洲 ) 從事金融借貸業務，公司近

日宣布捐出 50 萬元，資助香港科學園的信

山實業，推出「NCCO 防疫流動方艙」。此技

術可有效殺滅高達 99.98% 新冠病毒，是專

利科研項目。據悉，全球合計超過 300 家醫

院，已採用此技術為其醫護人員提供保護，

而更重要的是，上述流動方艙可減低長者在

第六波的感染風險。

安老院或殘疾人士院舍是香港第五波新冠疫

情的重災區，原因是環境擠迫、缺乏醫療配

套、通風問題及院友仍未完成接種疫苗等。

全新技術 流動方艙
「NCCO 防疫流動方艙」正是為解決此等新

冠疫情問題而設計出來的產品。此技術採用

氧聚解技術作消毒殺菌，可有效殺滅高達

99.98% 新冠病毒。有了「流動方艙」設備，

安老院即使一時無法將患者轉移至醫院，也

可以在院舍原址隔離及觀察，可暫時紓緩醫

護人員的壓力，有時間作出有序的醫療安

排。患者獲安置在一個獨立、安全而院友熟

悉的臨時隔離空間，可降低患者受病毒感染

機會及穩定患者情緒。

歐力士 ( 亞洲 ) 董事總經理彭孝書表示，公

司作為一間在香港植根超過 50 年的多元化

金融服務機構，秉承了日本母公司歐力士集

團的理念，將環境、社會和管治以及可持續

發展等因素融入服務中，並且資助初創企業

發展、支持創新科技研究及關注社會議題如

健康及安全等。

看好創科發展前景
彭孝書預期在安裝防疫流動方艙後，可以減

低院舍疫情爆發風險，避免影響機構日常運

作。院舍中長者感染及死亡數字得以降低，

從而避免再次發生悲劇。

歐力士 ( 亞洲 ) 看好創科及初創生態圈的發

展前景，早前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合作，建立

共同培育（Co-incubation）協議一系列策

略計劃，培養年輕一代技術專才，支援硬件

及數碼科技領域的初創企業，為科技園公司

大灣區拓展計劃合作夥伴之一。

於 1971 年在香港成立的歐力士 ( 亞洲 ) 是

日本歐力士集團的第一間海外子公司，業務

範圍涵蓋租賃、企業金融、汽車貸款業務、

存款以及保險轉介服務。

良心項目 獲捐50萬元良心項目 獲捐50萬元

歐力士 ( 亞洲 )董事總經理彭孝書表示，支持創新科技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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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健康殺手，這種疾病可怕之處是防

不聲防，不少病人得悉身染此疾時，已是

到了最後爭分奪秒的治療階段。有香港的

醫療創科機構研出新法，可早於癌細胞病

變之前就偵測到異常，讓病人及早進行治

療，逆轉命運。

癌症是全世界人類的一個主要死因。世界衞生

組織公布，2020 年近 1,000 萬人死於癌症。

各國政府都希望通過早期篩查，減少癌症死亡

率。因為治療癌症等危疾給個人、家庭已至政

府衛生醫療系統帶來的巨大的經濟負擔，促使

各地政府從新將重點放在預防上。

各國政府都希望透過早期篩查，減少重症及死

亡率，但最理想只能做到及早治療，切除未擴

散的腫瘤，未做到真正的預防。

本地創科 醫療成就
總部設於香港的醫療創科機構 --- HKG epi-

Therapeutics 研究出利用檢測基因甲基化 (DNA 

Methylation)，可早於癌前細胞病變之前就偵

測到異常。

機構創辦人兼首席科學家Moshe Szyf教授相信，

有別於偵測基因序列與突變，基因表面的甲基化

能夠更進一步破解基因與癌症的關係，並透過量

度不同甲基化的變異，可檢測到超早期的癌症，

以子宮頸癌檢查為例，靈敏度更高達 90%，令基

因技術於癌症篩查的應用帶來革命性改變。 

篩查癌症 香港創科 快人一步篩查癌症 香港創科 快人一步

HKG epiTherapeutics 團隊擁專有技術，能快速地在人體區分不同類型的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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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基因甲基化」
Moshe Szyf 身兼加拿大 McGill University 藥理

及治療學教授，他是世界知名的表觀遺傳學先

驅，研究基因甲基化超過 40 年。他說透過基

因甲基化，可早於癌症細胞病變之前就偵測到

異常，這是一套嶄新技術檢測癌症。

Szyf 教授表示：「DNA 就好像一部小型電腦

運作及管控我們的生命，我們從父母遺傳的基

因序列就好像 Android 或 iOS 這樣的操作系

統，但電腦需要有應用程式 App 才能實際工

作，App 就是基因甲基化密碼。」你可以想像

為 DNA 電腦內有一個 App 負責運行心臟，另

一個 App 負責運行肺部。「當這些程式有 bug

時 (即系統發生錯誤)，我們就會患上疾病。」

他說。

Szyf 進一步解釋，過去的研究顯示，個人經

歷與生活環境，包括飲食、生活習慣以至精神

壓力，都可以改變 DNA 甲基化，這就可以解釋

為何環境和生活習慣可以改變我們的基因運作

並影響我們的健康。

癌症檢測 增敏感度
不過，如何從血液中區分來自腫瘤的 DNA、

和來自正常細胞的 DNA ？這有如大海撈針，

是臨床醫學中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Szyf 教

授團隊利用專有技術 BCD，結合最先進 NGS

二代測序，快速繪製出精準的甲基化圖譜，

做到在大海中找到針頭，甚至區分到不同類

型的腫瘤。

研究團隊分析了數千個來自正常血液及組織，

以及腫瘤組織的 DNA 甲基化圖譜，成功發現了

一組命名為 epiLiver 的區域，可以將肝癌 DNA

與正常 DNA 區分出來，並聯同國際衛生研究組

織資助的 icddr,b 進行臨床研究，建立了一套

甲基化評分基準，健康人士樣本的甲基化評分

非常低，近乎零，但來自癌症患者的樣本即使

在非常早期的階段也會出現非常高的分數。

而 epiLiver 的檢測特異性為 96%，敏感度

為 85%，相比現時常用的肝癌甲胎蛋白 AFP

血液測試，檢測敏感度只有約 36%，敏感度

提升超過兩倍。

據悉，在完成了另一加拿大臨床研究後，現時

團隊亦開發了為子宮頸癌篩查 epiCervix 檢測

技術，檢測特異性為 86%，敏感度為 80%. 

研究有望 逆轉危疾
由於基因甲基化是根據環境、行為等外圍因素

而改變。這代表了 DNA 甲基化研究應該以早期

檢測與逆轉策略相結合，旨在透過生活方式的

改變、藥物、保健食品乃至針對性甲基化治療

等等，以逆轉衰老和各種疾病。 

Szyf 教授相信基因甲基化的研究，長遠甚至

可以幫助癌症於現時醫學界定義的「病發」前

就可以逆轉得到。他說如果最早期癌症患者不

用手術切除都可以根治，世界上就可以大量減

少癌病患者病痛及高癌症發病率的發生，為全

球人類帶來福祉。

Moshe Szyf 解釋利用專有技術，快速繪製出精準的甲基化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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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的納閩國際金融交易所 (LFX)，是一

家以納閩為基地的交易所，在 2021 年疫情高

峰期時仍有活躍的融資活動。LFX 具有全面的

上市和交易設施，用以促進納閩金融發展，具

體目標是要促進資金流入當地。這解釋了為何

香港特區政府發行伊斯蘭美元債券時，會選擇

馬來西亞納閩這個地點。

納閩是馬來西亞東部一個聯邦直轄區，位於沙巴

西南部，是南海中的島嶼。對於大眾來說，納閩

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但在伊斯蘭金融市場中，是

非常著名的離岸金融中心之一，也是馬來西亞首

個離岸金融中心，同時是投資者進入東盟的渠

道。2010 年，納閩離岸公司正式和馬來西亞的

公司進行商業交易。依據這一條例，納閩變成了

一個中岸島，達成了一國兩稅制。

現時，LFX 是由 Bursa Malaysia Berhad ( 馬

來西亞交易所 ) 獨資擁有。在監管方面，LFX 分

別受到《1990 年納閩公司法令 (LCA)》和《2010

年納閩金融服務和證券法令》管制。納閩金融服

務機構 (LFSA) 是 LFX 的法定監管者。

LFX 對金融工具的種類沒有限制，同時也沒有預先

決定的最低數量的上市。金融工具將以外幣或非馬

幣標價。上市的決定落在 LFX 的上市委員會手中。

馬來西亞東部─納閩馬來西亞東部─納閩

金融集資 臥虎藏龍 金融集資 臥虎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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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馬來西亞的納閩得天獨厚，具以下條件成為融資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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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盡職審查、透明度高，令納閩島成為亞

洲主要的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納閩的成熟

架構體系，方便企業資本重組和分離，有利

於發展跨國業務，提升企業形象，同時方便

引資、融資、上市等規劃。

得天獨厚 融資跳板
被譽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的東盟經濟共同體

成立後，形成了一個有 6 億人口的龐大消費

市場。馬來西亞的納閩得天獨厚，具以下條

件成為融資跳板： 

●政策支持：馬來納閩島是馬來西亞的一個

聯邦直轄區。馬來政府於 1990 年宣布納閩

島為自由港 ( 類比中國香港的自由港政策 )

和國際離岸金融中心。馬來西亞通過立法，

培育和發展納閩島成為特殊經濟區，允許國

際自然人或者法人在其領土上，從事各種離

岸業務，並主要依靠低稅或者免稅政策，大

力發展離岸金融業來吸引國外資本，以發展

本國經濟。

●英國法律體系：納閩島的法制是沿用英國

法律系統，在 2001 年對條例進行了更新：

納閩離岸公司正式被允許和馬來西亞當地

有限公司進行商業交易，以及聘請員工等。

依據這一條例，納閩離岸島更改為納閩中岸

島，達成一國兩稅制度，一間公司多種用途，

更是成為世界企業家青睞的公司註冊之地。

●管轄言簡意賅：納閩島頒布《納閩稅務法 

1990》，納閩依其境外公司所從事之商業活

動制定相關稅制，並將其概分為兩種 :

1. 以所得淨利課 3% 之營所稅，每年繳交最

多金額是 2 萬元馬幣 ( 約 3.5 萬港元 )；

2. 不論利得及營業額之多寡，每年繳交 2 萬

元馬幣 ( 約 3.6 萬港元 )；

以上兩種計算方式，可依本身之稅務狀況自

由擇一填表，無論選擇兩者之一最高額者，

最高繳稅金額是 2 萬馬幣。

●無外匯管制：納閩公司屬於境外公司，由於

其離岸公司特質，可以開在岸帳戶、離岸帳

戶、美金帳戶和馬幣帳戶。離岸帳戶不受本土

法律制裁，馬幣帳戶可以支付馬來員工薪酬、

辦公室費用等，為企業免去匯率帶來的損失。

納閩稅務十大優勢
✓企業控股分紅所得，免稅

✓國際貿易所得，僅收 3% 企業淨利

✓與馬來西亞企業交易所得，繳交 24% 淨利

✓對於利息、管理費、品牌費、技術費沒有預扣稅

✓沒有外匯管制

✓沒有印花稅、消費稅、進出口稅、銷售稅和加值稅

✓沒有遺產稅、純利潤稅

✓股東分紅無需繳個人所得稅

✓專業人士和高管豁免 50% 的個人所得稅

✓外籍董事個人所得稅務豁免

納閩與在岸區域比較
納閩 新加坡 香港

税率 3% 17% 17%

維護費用 低 高 高

銀行支持 相對簡易 開戶審批嚴格 開戶審批嚴格

上市交易所 納閩 新加坡 香港

實體體現 能 能 能

納閩與離岸區域比較
納閩 BVI( 英屬 ) 開曼群島

稅率 3% 0% 0%

實體體現 能 否 否

銀行支援 在岸與離岸 離岸 離岸

國際承認 OECD 清白名單 
4 國交易所互認

避稅天堂
避稅天堂 

多國交易所承認

實體體現 能 能 能

馬來西亞

納閩國際金融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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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辦公廳於 5 月下旬發布《「十四五」國

民健康規劃》，要求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持續推動發展方式，從以治病為中心轉變為

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為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

期健康服務。在發展指標中，《規劃》預期健

康服務業的總規模，在 2025 年超過 11.5 萬

億人民幣。《規劃》續提倡健康科技創新、拉

動規模，賦予生物科技企業成長空間。

《規劃》雖好，然而在股市而言，礙於整體成

交仍乏力，一切雖待「生物科技 50 指數」企

穩 4,800 點水平，才考慮將資金投入相關企

業，暫宜小注怡情。

中港股市淡勢漸去，不同板塊已分階段呈現

見底「緩升」。主導股市的因素，並非歐美

經濟前景的差劣，又或是內地 政 府主導提

振股市，重點觀察是強勢成交額，以及龍頭

企業的表現。具備此勢，散戶「跟住做」便

可以。筆者相信生物科技指數潛力，藥明康

德 ( 2 3 5 9 ) 一系作為指標性股份，始終有其

道理。

另外，經歷早前的股價急瀉，很多 B 類股份的

現金水平，比對於其現時股價，其實「抵到爛」。

莫說便宜莫貪，當股份遇到突如其來的利好因

素，其疊加的爆發力可以很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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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頭文件 沖喜生物科技
板塊急瀉 造就超筍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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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 )

變化

1 個月 3 個月 12 個月 年初至今 市盈率 
( 倍 ) 股息率

-1.11%  -11.87% -44.86% -24.32% 29.28 0.82%

2022-05-26 低見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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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 COVID-19 疫情已被市場消化，猴痘個案

成新議題，相關藥企甚具炒作空間。講到創新科

技類企業，畢竟以美國上市企業為先，因此在此

題材上，在當地上市的 SIGA TECHNOLOGIES 
(SIGA)、EMERGENT BIOSOLUTIONS (EBS)
等具備天花疫苗生產能力企業，更為可取。

至於在港上市企業中，論產品需求及本土化概念，

新冠候選疫苗公司可秤先。雲頂新耀 (1952) 授權

合作夥伴 Providence 的 mRNA 新冠候選疫苗，

即 PTX-COVID19-B、輝 瑞 /BioNTech 的新冠

疫苗，兩者的比較性臨床試驗數據評估，將於年中

發布。公司就疫苗業務，近期更與華潤醫藥 (3320)
簽署合作備忘錄。具備如此信心，可期待公司執行

的特許使用權、加自主研發模式正步入收成期，其

商業化進程令公司走上長期增長的重要里程碑。

疫苗 7億劑 發達之路
雲頂新耀自成立以來，建立了一個由十一款極具前

景的臨牀階段候選藥物組成的產品組合。產品主

要應對腫瘤、自身免疫性病、心腎及感染性疾病四

大領域。按上市時規劃公告，未來每年將有兩至

三款產品上市。為此，公司已開始組建一支在不同

治療領域，均有豐富銷售、營運及市場知識的商業

團隊。

更值得留意是，雲頂新耀設於嘉善國家級經濟技

術開發區建設的全球製藥中心，將於 2022 年底

投入使用，其一期工廠將用於生產 mRNA 疫苗的

設計產能，達到約 7 億劑數量。在新形勢下，市場

看重的已非創新科研，盈利能力的成長性才是最

重要。在芸芸價殘 B 類股份中，雲頂新耀應是首

批能實現此願景的生物科技企業。

雲頂新耀 借mRNA起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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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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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17.67% -58.00%  -29.02% -83.53 1.19%

6月精選股份
●雲頂新耀(1952)

嚴定17元止蝕，上看27元水平。

●藥明康德(2359) 

以85止蝕持有，上看120元水平。



電子版發行量

4.3 萬  ( 截至 2022-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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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16)

Facebook《BioT 投資先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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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

亞洲國際博覽館亞洲國際博覽館
11 SKIES11 SKIES

機場新貌 商機迎通關機場新貌 商機迎通關

政府近年推動「機場城市」概念，赤鱲角機場一帶大興土木。成功的商業項目多領先市場步伐，所以我們政府近年推動「機場城市」概念，赤鱲角機場一帶大興土木。成功的商業項目多領先市場步伐，所以我們
看到了疫情初退時，新世界發展 (0017) 已宣布甲級寫字樓 11 SKIES 於 7 月入伙，為香港疫後經濟踏出一看到了疫情初退時，新世界發展 (0017) 已宣布甲級寫字樓 11 SKIES 於 7 月入伙，為香港疫後經濟踏出一
大步。大步。

「機場城市」規模何只於此？今期《BioT 投資先機》綜合報道航天城、亞洲國際博覽館等一系列基建進展。「機場城市」規模何只於此？今期《BioT 投資先機》綜合報道航天城、亞洲國際博覽館等一系列基建進展。

航天城商業價值驚人，可將大嶼山發展成連接大灣區及全世界的樞紐，當航天城、機場第三跑及周邊配套航天城商業價值驚人，可將大嶼山發展成連接大灣區及全世界的樞紐，當航天城、機場第三跑及周邊配套
落成後，配合大灣區及「十四五規劃」，香港不可同日而語。落成後，配合大灣區及「十四五規劃」，香港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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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200億商廈 打頭陣新世界$200億商廈 打頭陣

機場城市規劃下的航天城是大型建築群，旗下

重點項目之一：新世界發展 (0017) 甲級寫字

樓 11 SKIES 將於 7 月入伙。這個投資額高達

200 億元的重磅項目，能否為疫後香港帶來經

濟效益，尚要時間印證，不過新世界發展 CEO

鄭志剛對此顯得信心十足，連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陳帆也直言，對項目十分期待。

新世界發展綜合發展項目 11 SKIES 將由今年

起分階段啟用，三幢甲級寫字樓率先在今年 7

月入伙。據悉項目已吸引約 20 間企業簽約進

駐，出租率已達五成。新世界發展為隆重其事，

最近舉辦了「航天城如何引領香港遠瞻高升」

高峰論壇。

龐大旅遊商業機遇
高峰論壇以專業服務、旅遊及創新科技為主

題，多名參與論壇的講者均指出，航天城和 11 

SKIES 蘊含龐大的旅遊及商業機遇，相信項目

會吸引大批旅客到訪，加快本地旅遊業復甦。

此外，11 SKIES 亦將匯聚甲級商廈的跨境理

財、保險、醫療健康等專業服務。

商界領袖參與「航天城如何引領香港遠瞻高升」高峰論壇。

新世界發展 CEO新世界發展 CEO

鄭志剛鄭志剛
機管局 CEO機管局 CEO

林天福林天福

「機場城市」發展項目
項目 進展

新世界發展 11 SKIES 三幢甲級寫字樓 7 月入伙

亞洲國際博覽館 6 億元設施升級 + 第二期擴建工程

機場第三跑道 完成試飛，今年內配合通關啟用

航天城 興建無人駕駛系統連接港珠澳大橋

航天城海濱 興建船隻停泊、酒店及餐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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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航天城是『機

場城市』的一個重點項目，配合周邊的亞洲國

際博覽館第二期發展、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

岸人工島上的多元發展，以至嶄新的無人駕

駛系統，SKYCITY 航天城將會是機場島上一顆

耀眼的新星，亦會是推動『機場城市』多元

化、多功能發展的重要引擎。我們十分期待 11 

SKIES 的商廈項目於今年年中啟用。」

資料顯示，11 SKIES 由新世界發展旗下 K11 負

責營運，總樓面面積達 380 萬平方呎，日後將

雲集超過 800 家店舖，涵蓋逾 120 種餐飲概念，

其中娛樂設施和商場分別於 2023、2024 年陸續

揭幕。11 SKIES 將有多個香港第一的項目，包

括全球最長的室內外多層小型賽車跑道、大中

華地區首個 KidZania、全港首個飛行影院，以

及全港最大零售餐飲及室內遊樂空間。

恢復通關 旺丁旺財
鄭志剛特別提到，疫情下香港及其他國家的市

民一樣，生活、經濟等習慣已經改變，他說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與中國內地對外的重

要橋樑，希望可盡快通關，與外國接軌。

他指 11 SKIES 作為航天城的地標，將為香港

國際金融、旅遊及專業服務擔起重要作用，並

相信 11 SKIES 可成為大灣區旅客來港的「第

一站」，成為香港經貿對準大灣區的橋頭堡，

對開拓香港新經濟新引擎有關鍵作用，只要恢

復通關，航天城及「11 SKIES」將旺丁又旺財。

調查機構 NielsenIQ 早前一項大型市場調查結

果發現，大灣區九個地區城市中，逾 3/4 受訪

旅客欲於通關後來港，其中 95% 受訪者更表示

有意到訪 11 SKIES，逾七成人會因此留多一

天。

同一場合，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指，航天城鄰

近大灣區，認為是對業界的強心針，而近期有

M+ 博物館落成，加上天壇大佛重修，以至迪士

尼樂園新節目等，相信有助旅遊業重上軌道。

機管局：有協同效應 

在高峰論壇上，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表示，

估計到 2035 年，香港國際機場使用人次將達

1.2 億，貨物升降達 1,000 萬公噸，成為全球

最高效率的機場，希望 11 SKIES 可與亞博館

及其他酒店項目發揮協同效應，成為 7x24 的

全天候消閑熱點。較早前機管局表示，第三跑

道則可提升機場處理客貨運能力，三跑上月完

成試飛，料年內配合通關啟用。

林天福又提到，航天城正興建無人駕駛系統連

接港珠澳大橋，長遠更伸延至東涌市中心，同

時會在大橋香港口岸興建自動化停車位，料

2024 年落成，方便大灣區旅客自駕遊來港；航

天城海濱亦會引入更多船隻停泊設施，酒店及

餐飲設施，如同蒙地卡羅海灣般美麗。

運房局局長陳帆表示，期待11 SKIES 於今年年中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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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博館設施 大規模升級亞博館設施 大規模升級

新冠病毒疫情困擾香港逾兩年，本地展覽行

業深受衝擊，不過亞洲國際博覽館對此並無

鬆懈，亞博館已開展 6 億元的設施升級計劃，

迎接通關。多項周邊大型建設亦陸續落成，

第一階段的 SKYCITY 航天城項目、酒店及辦

公大樓已準備投入服務。

按中央「十四五」的規劃，香港未來將進一

步發展為國際航空樞紐。早前香港機場管理

局公布未來十年至 2030 年，將投資逾 400

億元提升香港國際機場運力與功能，逐步落

實「機場城巿」發展藍圖。

亞博館首席策略總監劉小慧表示，其中亞博

館擔當重要角色，第二期擴建的籌備工作已

進行得如火如荼，完工後將設有全港最大、

容納逾 2 萬人的室內表演場地，可舉辦大型

會議、演唱會、體育賽事等不同類型活動，

吸引更多訪客蒞臨。

位置優越 灣區樞紐
劉小慧補充：「亞博館坐擁策略性位置，處

於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中心位置，

有助活動匯聚更多參與者及專才。加上毗鄰

新酒店及多項娛樂設施相繼落成，各項優勢

令亞博館更具吸引力，有助主辦單位擴大活

動規模。」

資料顯示，亞博館毗鄰香港國際機場，有較

完善的交通運輸網絡，包括屯門至赤鱲角連

接路、機場快綫及港鐵接駁各區；加上港珠

澳大橋緊密連接大灣區多個城市，可實現一

小時生活圈內，接觸 8,600 萬人口及全球商

業都會，帶動跨境商貿合作，有極佳的商務

交流效益。

航天城 首階段落成
劉小慧更透露，全港最大型綜合商業發展項

目之一 SKYCITY 航天城計劃於 2022 至 2025

亞博館首席策略總監亞博館首席策略總監
劉小慧劉小慧

亞博館進行了設施升級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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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階段落成，這項大型商業發展項目匯聚

購物商店、食肆、娛樂設施、酒店、辦公大

樓及會議展覽場地亞洲國際博覽館，是香港

國際機場機場城市願景的重要部分。

市場預計，SKYCITY 航天城的多元配套將為

亞博館帶來更大優勢，並可產生協同效應，

會議展覽商務訪客可盡享一站式的會展及娛

樂活動體驗，同時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會展樞

紐的地位。

斥 6億元 全面升級
近期疫情漸趨穩定，亞博館亦已進行多項場

地升級工作。劉小慧表示，疫情重塑了會議

展覽業的商業模式，許多線下展覽需延期、

轉為網上進行，甚至結合實體、線上模式

營運。亞博館是香港主要展覽及會議場地之

一，為配合新常態、準備博覽盛事回歸，亞

博館早已在去年十五周年之際，進行涉資逾

6 億元的大規模升級計劃，覆蓋面積多達 7

萬平方米，預計 5 年內完成，工程正分階段

進行中，以確保日常運作不受影響。

疫情前後 特別應對
除了硬件升級、加強網絡科技裝備如 5G 網

絡設施及本港會展業界首個 Wi-Fi 6 項目，

亞博館亦重點推動智能消毒衞生方案，針對

個人、環境及設施三個層面照顧後疫情時代

的衞生需求，包括引入會獎旅遊業全球首個

「CLeanTech 智能消毒通道」、紫外線殺菌

空氣處理機組、智能消毒機械人、升降機「免

觸式按鈕」、及館內扶手電梯內置自動化紫

外線消毒功能等，全方位守護前線員工及訪

客的健康安全，期待疫情過後為訪客帶來更

嶄新的精彩體驗。

一帶一路國家文化藝術交流博覽會

暨第四屆香港國際藝術及收藏品博覽會
9 月 23 日 - 25 日
AsiaWorld-Arena (1 號展館 ) 及
AsiaWorld-Summit (2 號展館 )

AVRIL LAVIGNE WORLD TOUR 
2022 HONG KONG
11 月 1 日 AsiaWorld-Arena（1 號展館）

香港 GO 嘉年華 2022
11 月 25 日 - 28 日
AsiaWorld-Summit（2 號展館）

環球生物科技展
11 月 30 日 - 12 月 2 日 5 號展館

外匯天眼亞洲金融博覽 2022
12 月 16 日 - 17 日 3 號展館

yuu 林子祥開心演唱會香港站
12 月 26 日 AsiaWorld-Arena（1 號展館）

亞博館下半年度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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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生技大會 07-27台灣開幕

2022年 北美生物科技展
北美生物科技產業展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的主辦單位，是生

物技術產業發展協會 (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這個每年

於美國舉辦的活動，是全球最大規模之國際性生物科技產業展覽與相關產業論

壇，堪稱全球生技界之年度盛事。

2021 年持續受到 COVID-19 新冠疫情影響，但上述展覽仍以線上會展 (BIO 

Digital) 方式舉行，合計共 3,405 家公司與 6,246 位參加者參與，舉辦了

27,917 場次會議，收穫甚豐。

2022 年北美生物科技產業展（BIO 2022) 於 6 月 13 日至 16 日舉行，地點是美

國加利福尼亞州聖地牙哥市。（http://convention.bio.org/）

澳洲推出新政策協助生物科技產業。首先是臨床試驗研發稅收激勵政策，具

體稅收優惠政策例子是：在一個財政年度內營收超過 2,000 萬澳元的公司，

可以申請每年合格研發活動總支出 38.5% 的稅收抵扣，而且未抵扣額度，可

以累積下年度繼續使用；另一方面營收小於 2,000 萬澳元的公司，可以申請

每年合格研發活動總支出 43.5% 的現金返回，這些優惠都是針對研發支出，

而且是在當年就能返還。

資料顯示，每年全球約有超過 1,200 個關於藥品和醫療設備的新臨床試驗在

澳洲進行，臨床試驗嚴格執行 FDA 和 ICH-GCP 標準，所得的臨床研究資料

得到美國和歐盟的認可。

Worldwide News
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 + 全球 BIO 生技協會宣布，「2022 亞洲生技大會（BIO 

Asia-Taiwan 2022）」將於 7 月 27 至 31 日舉辦。將以實體與線上（Onsite+ 

Online）模式進行，吸引全球 30 國逾 550 家指標公司參與，展場還特闢 CDMO 館。

大會籌委會主席李鍾熙表示，因疫情關係，生醫產業的供應鏈與 CDMO（委託

開發暨製造服務）成為新關注焦點課題。大會預期有超過 1,500 個攤位參與，

在21場國際論壇中交流分享。

高峰論壇首度籌備與生物相似藥（Biologics）、細胞治療、小分子藥物有

關的 CDMO 專題，邀請國際藥廠賽諾菲高階主管與國內保瑞、台耀、台康等

講者，從整體面、經營面、先進技術面，談全球當前 CDMO 趨勢與機會。

澳洲積極推動生物科技產業。

澳洲新政策 鼓勵生物科技業

亞洲生技大會預期，今年有千五
個攤位參與。

北美生物科技產業展剛近在美
國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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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興 每日賺1.8億港元

三星投巨資 涉足生物製藥
韓國三星集團早前宣布未來 5 年投資計劃，將斥資 3,560 億美

元，加速在半導體、生物製藥與其他新興 IT 技術領域的成長，

以推動這些關鍵業務領域的發展。

三星表示，新投資計劃將可協助推動三星在晶片等戰略領域的長

期成長，它還承諾會在生物製藥領域進行積極投資，並指出世界

各國正在逐漸認知到半導體和生物製藥行業的戰略重要性，三星

希望生物製藥能與晶片業務一樣成功。

上述 3,560 億美元將用於資本支出和研究支出，其中 2,850 億美元將投資於韓國，並在 5 年內創造 8 萬個新

的就業機會。

百濟神州 (6160) 表示，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擴大該公司的抗 PD-1 抗體藥物替雷利珠單抗的使

用範圍，可與化療相結合，作為復發或轉移性鼻咽癌患者的一線治療。

百濟神州表示，鼻咽癌是中國和亞洲許多地區最常見的頭頸部癌症之一，治療方案一直很有限，主要是

通過化療進行一線治療。

金斯瑞生物科技 (01548) 公布，非全資附屬公司傳奇生物宣布，歐盟委員會已授予 CARVYKTI ™（西達基

奧侖賽，英文通用名 ciltacabtagene autoleucel，簡稱 cilta-cel）附條件上市許可，用於治療既

往接受過至少三種治療，包括免疫調節藥物、蛋白酶體抑制劑和抗 CD38 抗體，並且末次治療出現疾病進

展的復發或難治性多發性骨髓瘤 (R/R MM) 成人患者。

Worldwide News
科興疫苗的生產商──科興生物 (SVA.US) 去年賺 661 億元，較上一期激增 75 倍。科興生物早前公布全

年業績，2021 年公司全年銷售額為 193.8 億美元（約 1,521 億港元），按年飆升 37 倍；當中，淨利潤

為 84.7 億美元（約 661 億港元），按年激增 75 倍。若將淨利潤按日計算，科興生物相當於每日賺 1.8

億港元。

公司表示，大部分收入來自滅活疫苗克爾來福，2021 年在中國銷售額佔 56%。科興疫苗已在逾 60 個國

家和地區，獲得緊急使用授權或附條件上市許可，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科興生物已向全球供應 25 億

劑疫苗。

中國藥監局准 百濟神州新藥

金斯瑞生物科技  歐盟許可上市

三星以電子產品最負盛名，現進一步涉足
生物製藥。



http://www.biotmoment.com/

http://www.biotmo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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