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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創新科技業界，在踏入 6 月及 7 月份時猶為興奮，先有國家主席習近平到香港的創新科技業界，在踏入 6 月及 7 月份時猶為興奮，先有國家主席習近平到

訪香港科學園，隨之香港特區政府換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的局長孫東上場，這訪香港科學園，隨之香港特區政府換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的局長孫東上場，這

都不是偶然的安排。都不是偶然的安排。

業界對此反應甚佳，兩個新生組織：香港創科教育中心 + 香港科技創新聯盟，在業界對此反應甚佳，兩個新生組織：香港創科教育中心 + 香港科技創新聯盟，在

同一個月、同一個星期成立，反映業界對創科具有無限憧憬。同一個月、同一個星期成立，反映業界對創科具有無限憧憬。

今期《BioT 投資先機》綜合了各方行情，審視了香港創科、特別是生物科技的行今期《BioT 投資先機》綜合了各方行情，審視了香港創科、特別是生物科技的行

業趨勢，加上廣州深圳的業界發展步伐，一張整全藍圖活然紙上，投資者如何舉業趨勢，加上廣州深圳的業界發展步伐，一張整全藍圖活然紙上，投資者如何舉

棋，了然於胸棋，了然於胸

新官上任新官上任
業界新氣象業界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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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6 月 30 日視察香港科學

園，並特意考察園區的 InnoHK 賽驗室，與

園區院士、青年創業者等交流，以顯示國家

對香港創科發展的重視。他提及國家強盛要

靠科技，香港更要成立國際創科中心。此番

說話對本地業界領袖來說，可謂意義重大，

特別是新上任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孫東。

7 月份適逢香港特區政府換屆，其中走馬上

任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的局長──孫東，在

多個場合發表對業界的意見，他特別提到本

屆政府會努力將香港建設為具全球影響力的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使創科成為經濟轉型升

級的強大引擎，並進一步強化香港在生命健

康科技方面的優勢，為有關發展提供更完善

的配套。

孫東指出，《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創科

發展提供明確方向及重大發展機遇。其中，

規劃提出瞄準生命健康等前沿領域，推動相

關科技領域的發展。香港在這方面的科研基

礎非常雄厚，其創科發展亦受國際肯定：香

港現時為亞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

集資中心。

另外，他說香港擁有五所躋身全球 70 大的

大學、兩所位列全球前 40 名的頂尖醫學院，

更有四家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承認的臨床

試驗基地，其符合臨床試驗相關標準要求的

數據，獲得國際有關機構認可。以上種種，

足以證明香港絕對有能力發揮在生命健康科

技的優勢，貢獻國家所需。

北區變天 指日可待
2022 年 5 月，特區政府啟動了一個創科旗

艦項目：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這個

被形容為創科發展的根基，在短短兩個月已

有 28 間實驗室，當中有 16 間是從事與生物

科技相關的研究。

孫東補充，特區政府將在落馬洲河套地區

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設立 InnoLife 

Healthtech Hub，這就是「生命健康創新

科研中心」，聚焦生命健康領域的科研工作，

當中包括生物醫學、化學、物理、工程、大

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應用於預防、診斷、

藥物開發、外科微型機械人、先進治療、康

復等範圍。

新局長看好 生命健康科技

孫東指《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創科發展，提供重大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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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角色 推進器
孫東預計，在國家大力支持和大灣區的高水

平發展下，香港將會擔當更加重要的角色，

有力成為創新者進軍內地市場的橋頭堡、為

國家科技發展、成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作出貢獻。尤其在生命健康科

技的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進一步強化香港

在這方面的優勢。

他說過去政府在推動創科發展方面投入不少

資源，為持續完善香港創科生態圈打下很好

的基礎。新一屆政府會繼往開來，積極支持

香港的創科發展，並以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

為指引，努力建設香港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

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使創科成為香港經濟

轉型升級的強大引擎。

孫東愛回家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一個公

開場合表示，生物醫療科技本來就是

他的學術專業，因此對生物醫療科這

個主題感到非常興奮，並有「回家」

的感覺。

孫東北京長大，於 1994 年到香港攻讀

博士學位，隨後到海外深造，2000 年

返港在香港城巿大學擔任教授並創辦

高新科技公司。在獲委任為創新科技及

工業局局長前，孫東是香港城巿大學生

物醫學工程學系系主任兼講座教授及

機器人與自動化研究中心主任。

孫東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歐洲科學與

人文學院院士、國際醫學與生物工程院

院士和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士，

在香港高等教育和科研前線工作 20 多

年，為香港培養不少創科人才。他於

2022 年 1 月至 6 月擔任立法會議員。

習大大一錘定音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來港視察香港科學園，

期間香港科技園公司 CEO 黃克強為習近平介

紹園區 7 個不同產品，涉及生物科技、月球

探測、人工智能及無人機等。

黃克強表示，習近平明確指出，香港具備有

一切條件成為國際創科中心。他形容這些說

話足為業界打下強心針，更能吸引本地及海

外創科人才，及世界頂尖的研發團體。

香港科技園公司剛在 7 月 6 日慶祝成立 20 周

年，公司的白石角科學園、三個創新園及九龍

塘創新中心，目前支援超過 24個國家和地區、

超過 1,100 多家初創及科技企業，企業數目增

長超過 40%。園區科企工作人數逾 1.7 萬人。

香港科技園公司正支援過去 4 年，園區公司

獲投資案例超過 220 宗，籌得超過 680 億元。

科技園創投基金管理超過 6 億港元資產，其

中，公司每投資 1元，便吸引外間投資 16元。

習近平訪港時考察科學園 InnoHK 賽驗室，

行政長官李家超較早前亦隨之回應，表示其

政綱之一是要發展創科中心，發揮及結合內

地優勢，提高創科能力，融入國家發展，政

府未來將繼續投放資源在創科產業。他又指

正積極落實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並打造新田科技城，實現一河兩岸、一

區兩園。

國家主席習近平 ( 左一 )視察香港創科發展，科技園 CEO 黃克強 ( 左四 )

向其匯報。



44   BioTech   BioTech  投資先機投資先機

香港創科業界在 7 月份特別熱鬧，兩個新生

組織先後成立，關注範圍涵蓋生命健康等議

題，成為香港業界新動力。

由創科香港基金會、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

學及香港科技園共同成立的教育機構：香港

創科教育中心，剛於 7 月份成立。中心以「賦

能年輕人以無窮科技創新能力」為願景，透

過教育創新，驅動產業創新和社會進步，協

助香港在創科及經濟發展上取得突破。

香港創科教育中心 (Hong Kong Innox Academy)

是一間非營利教育機構，籌組理念是建基於「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戰略及「十四五規劃」。

中心會以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為目標，提供創

新創業教育，結合港深兩地資源，培養學以

致用的創新領袖和創業人才。中心又期望以

教育創新，驅動產業創新和社會進步，協助

香港在創科及經濟發展上取得突破。

另外，中心會在大灣區成立「大灣區科創學

院」，依托大灣區的供應鏈及廣闊市場，提

升學生產品落地能力，落實港深科創協同，

助推香港創科人才紮根大灣區。成立儀式在

香港科學園舉行，超過 300 多名香港政界、

學術界、商界、投資界人士及青年創業者及

團體出席。

香港科技創新聯盟
此外，另一新生組織：香港科技創新聯盟，

亦於 7 月份成立。新聯盟主席盧煜明表示，

聯盟由一眾香港產、學、研的科創業界代表

發起，成立宗旨有四點，包括促進聯盟會員

之間的跨學科交流與創新合作，發掘合作研

發項目，為香港科技創新發展作出貢獻；探

討與香港科技創新發展相關的政策，為香港

科技發展出謀獻策。

其餘兩個宗旨是：協同香港政府部門、產業

界、學界、研究機構等，推動大灣區科技創

新合作與發展；通過開展科技教育和科學普

及活動，增加大眾對科技的認識及興趣，提

升香港科技創新氛圍。

盧煜明還介紹了「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

這個獎由香港科技創新聯盟主辦、中銀香港

冠名贊助，最高獎勵為 1,000 萬港元。該獎

項致力於推動香港的科學技術創新發展，獎

勵主要在香港進行科學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

轉化，並取得傑出成就的個人和團隊。

科創獎設有五大領域：人工智能及機械人、

生命健康、新材料新能源、先進製造及金

融科技。每個領域每年產生一個獎項，共五

個獎項，每名獲獎者（或團隊）將獲得港幣

200 萬港元獎金。

兩個新組織 業界生力軍兩個新組織 業界生力軍

香港創科教育中心成立，不少政商界人士出席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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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園是本地創科企業的搖籃，今年其

業務將更上層樓，位於深圳福田區的「香港

科學園深圳分園」將於 2022 年底開幕。另

外，廣州南沙區亦躍然起動，相關生物科技、

海洋科學和能源等產業，將有一番新面貌。

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表示，位於

深圳福田的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即將開幕，

園區佔地達 3.1 萬平方米，兩幢大樓為夥伴

企業提供辦公室、實驗室、共享工作空間、

會議及展覽場地或其他園區設施。兩幢大廈

現尚未落成，暫未簽訂租約。

據悉，分園內將設立「大灣區創科飛躍學

院」，為區內創科人才提供資源、培訓和交

流平台。另外，科技園公司將與本港大學合

作，在它們的大灣區校園建立培育網絡，以

孕育人才及初創企業。 

黃克強表示，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希望能做

到吸引國際企業「引進來」落戶園區，並吸

引內地公司「走出去」，落戶園區發展後能

夠走向國際。

南沙方案 多涉香港 
創新科技初企躍進何只深圳？國務院在 6 月

14 日公布《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

全面合作總體方案》( 簡稱南沙方案 )，明

確政策範圍遍及整個南沙區，其中 23 平方

公里將先行發展，並指定要發展創科產業。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 ( 深圳 ) 綜合

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南沙、

河套都主打創新科技，而前海、橫琴方案亦

提及創科：「其實整個大灣區都承載了國家

科技創新中心的任務，不能說你發展創科就

不許我發展，彼此之間有良性競爭是好事，

讓企業自主選擇資源如何配置」。

他說，各地創科側重不同，如河套重視生物

科技，南沙則關注海洋科學和能源；河套

有港大、中大，南沙則依託科大和中科院。

南沙方案提出要培育智能製造、智慧網聯汽

車、專業化機器人、無人機、無人艇等無人

系統等，郭稱這些都需空間，大面積的南沙

正好有更大作為。

南沙方案多次點名香港科技大學 ( 廣州 )，

提出建設香港科技大學創科成果內地轉移轉

化總部基地，與中科院共建南方海洋科學與

工程廣東省實驗室 ( 廣州 )，並要積極承接

香港電子工程、電腦科學、海洋科學、人工

智能和智慧城市等領域創新成果轉移轉化。

各有擅長 資金先行
南沙方案還特別提到，要為在南沙的港澳科

研機構和創新載體提供更多資金，支持符合

條件的香港私募基金參與在南沙的港資創科

企業融資。

綜觀南沙方案，對科創企業的優惠稅率，可

與前海和橫琴看齊，強調要發展科創產業、

對接港澳規則，並有系列政策吸引港澳人士

生活與工作，驟看與前海方案相近。市場有

人認為，南沙方案比照前海，但整體戰略定

位更高，發展空間亦更大，創科方面則各有

側重。

創新科技 創新科技 深圳深圳南沙南沙較勁較勁

中國近年越益重視創新科技，各省市皆踴躍投入資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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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香港生物科技創新產業，香港生物

醫藥創新協會 (HKBMIA) 近日向特區政府

提交《建議書》。

建議書全稱《構建香港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生

態系統──推動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成為

香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及亮點》。提出的建

議包括：改革新藥註冊制度、提升產業基礎

設施、建立生物科技產業信息索引平台、改

善營商環境、推動中醫產業發展等。

《建議書》期望通過政府政策角色、基礎

設施建設、營商環境三個方面，探索在香

港構建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生態系統的可能

性與建議，着重探討在香港建立科學技術

成果轉化中心，希望能推動香港生物科技

創新產業的發展，使其成為香港經濟增長

的引擎。

HKBMIA 為隆重其事，特別於 7 月 14 日舉辦

發布會，宣布向特區政府提交《建議書》。

發布會由 HKBMIA 盧毓琳會長主持，參與嘉

賓有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深圳

市坪山區委書記楊軍、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

部副部長宋來、香港立法會科技創新界功能

界別議員邱達根、香港創新科技署署長潘婷

婷、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楊夢甦及一眾業界

學者、企業家、媒體等。

附录
Appendix

1

HKBMIA·2022

HKBMIA 會長盧毓琳簡介《建議書》內容。 《建議書》58 頁內容擲地有聲。

HKBMIA 為隆重其事，特別舉辦發布會向特區政府提交《建議書》。

HKBMIA 向特首提建議書HKBMIA 向特首提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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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香港發展創科事業，香港生物醫藥創新

協會 (HKBMIA) 出版新書《香港生命科學故事

2022》，借助 30 間本地生物創科公司經驗，

說好香港的創科故事。

《香港生命科學故事 2022》全書 168 頁，內

容包括：人工智能醫療 (AI Medical)、生

物製藥 (BioPharma)、診斷 (Diagnosis)、

醫 療 保 健 (Healthcare)、 生 物 醫 藥 服 務

(BioMed Services)、中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等領域，描繪多達 60

個香港生物科技領域的創業故事。

HKBMIA 在 7 月份為新書舉行了發布會，活

動當日邀請了多間企業代表，分享其在生物

科技創業故事，包括相達生物科技、深圳湃

諾瓦醫療科技及 HK Tech 300 項目 ZenxTag 

Technology Limited 與奧麥有限公司。

HKBMIA 發言人表示，往後將每年推出《香

港生命科學故事》，描繪香港生物科技產業

生態、以及相關科學家的故事，HKBMIA 將

繼續為業界努力。

發言人補充，生物科技創新產業的發展，除了政

策支持外，還應有社會的認識與支持，唯有如

此，產業才可以有更多的機會走向成功。這也是

HKBMIA策劃《香港生命科學故事2022》的初衷。

《香港生命科學故事2022》《香港生命科學故事2022》

HKBMIA 出版《香港生命科學故事 2022》，邀得業界重磅嘉賓出席支持，包括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 左三 )，

HKBMIA 會長盧毓琳( 左四 )。

《香港生命科學故事 2022》全書 168 頁，

涵蓋六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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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創新科技既是產

業，也可助其他行業提升效益甚至升級轉

型。以下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6 月 18 日出

席「創新科技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出路嗎？」

周年公開論壇的部分內容：

我可以向大家很有信心地說，創新科技是環

球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我們香港經濟發展

的方向。創新科技局在 2016 年 11 月成立，

不經不覺至今已經差不多六年。在發展創科

方面，我們已經投入和承諾投入的資金超過

1,500 億元。雖然距離成功尚遠，但已逐漸

見到一些成效。

跟大家分享幾個數字，例如在 2014 年時，

我們的初創企業大約有 1,000 間，現在大約

有 4,000 間，其間出現十多間獨角獸企業；

風險投資基金的投資由當時大約 12 億元，

增加到現在超過 400 億元；而且自我們在

2018 年更改上市規則後，香港現時已成為亞

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集資中心。

香港的創科發展廣受國際肯定，例如在 2021

年世界數碼競爭力排名中位居亞洲之首、世

界第二，當中科技方面的表現更被評為世界

第一。

為了繼續努力推動這方面的發展，特區政府

在 2021 年施政報告及今年財政預算案公布

一系列措施，目的是透過推動研發、支援初

創企業、培育和匯聚創科人才、優化基建設

施的配套，以建立更蓬勃、更完整的創科生

態系統，推動創科發展。同時在過去幾年，

我們亦着力推動再工業化、發展智慧城市，

最近也提出發展數字經濟。

為甚麼香港有優勢發展創新科技呢？略為解

說一下，香港擁有五所全球 100 強的大學，

在大學裏有不少頂尖學者和專家，就他們領

域的研究具顛覆性及前瞻性。所以在創科

發展中，可以這樣說，香港有從零到一的突

破能力，這個突破能力備受國家以至國際肯

定。特區政府正持續增加這方面的資源，並

積極回應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出瞄準生命

健康這前沿科技的研究，全面發揮香港在這

方面的優勢。

因此，我們已預留 100 億元長遠發展在生命

創新科技創新科技
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出路嗎？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出路嗎？

財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陳茂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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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研方面的容量及能力，包括在港深創

新及科技園設立 InnoLife 生命健康創新科

研中心，以 16 所與生命健康相關的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實驗室和八間相關的國家

在香港重點實驗室為基礎，希望藉此匯聚全

球頂尖科研團隊，聚焦生命健康領域的研發

及環球科研合作。

同時，我們亦已加倍對香港 16 所國家重點

實驗室和六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

中心每年撥款的資助，希望它們有更多資源

進行科研，並且可以藉此培育並吸引更多本

地和海內外創科人才，以及促進與內地機構

進行更多科研合作。

為更好發揮大灣區內不同城市的優勢互補，

政府正積極推動創新要素與內地有效跨境流

動，以推動區內的創科合作。以資金為例，

至今內地已批出超過 7.6 億港元予本地的大

學及科研機構。

同時，政府與中央及不同省市亦有聯合資助

計劃予香港的科研人員申請。至於研究的

資源方面，現在有四所香港的大學在內地設

立的分支機構獲國家科技部列為重點的試點

單位，可獨立申請人類遺傳資源出境來港進

行科研。這些資料都是比較敏感的資源，以

13、14 億的人口來說，市場是非常龐大，

能支持生物醫藥方面的科研。

去年十四五規劃內地宣講團來港，提出利用

香港獨特優勢共同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並公布多項惠港措施，包括擴大國家科技計

劃對港開放，例如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和科技

創新 2030--- 腦科學與類腦研究重大項目現

已開放予香港的指定科研機構參與。

科技園公司亦於今年 7 月在其深圳分園推

出大灣區創科飛躍學院，為兩地的創科人

才提供資源中心、培訓樞紐以及交流平台，

以這三個功能全面服務這些初創企業；同

時成立大灣區創科快線，為香港及內地創

科企業提供業務發展和諮詢的支援，發揮

好香港引進來、走出去的角色。科技園公

司亦會與在大灣區設有分校的幾間本港大

學合作，建立孵化中心網絡，協助本地初

創企業在大灣區發展。

至於最近談得比較多的北部都會區發展，我

們建議把新界西北的洪水橋 / 厦村擴大範圍

至流浮山，成為一個現代服務業的中心，並

與一灣之隔的前海建立成為規模媲美數碼港

的地標性設施。此外，科學園的第二期亦準

備擴建。而數碼港第五期的工程亦已進行得

如火如荼，最快於 2025 年完成。此外，我

們會重啟馬料水填海計劃，填海得來的土地

加上把沙田污水處理廠遷至女婆山岩洞共可

提供 88 公頃用地，全部是用作創科發展。

展望未來，香港除了要繼續把握好國家政

策為我們帶來的機遇外，我們也要繼續發

揮國際化和市場化優勢，要更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配合國家建設成為科技強國

作出貢獻。

文稿節錄自 2022 年 6 月 18 日，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出席「創新科技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出路

嗎？」公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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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基金會捐贈 1.5 億元與中文大學，連

同等額配對，將為中大醫學院成立一項價值

3 億元的基金，用於支持生物醫學科技的科

研發展。

中文大學發言人表示，人口老化正在為世界

各地醫療系統帶來沉重的負擔，同時新冠病

毒等傳染病及疫情的影響均對全球人類健康，

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要應對這些逼在眉睫

的挑戰，加強創新生物醫學研究及加快將科

研成果轉化至臨床應用，實在刻不容緩。

有見及此，中大醫學院推出「至臻至美」

(Passion for Perfection，P for P) 計劃，首

要目標是加速將醫學科研成果由實驗室應用

到人體身上，提升醫療水平，促進人類健康。

此外，該計劃將積極推動創新，加強及保護

知識產權發展；並鼓勵大學成員創業，以促

進本地醫療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兩個項目 濟世為懷
上述計劃有兩個主要項目，第一是支持開發

創新的診斷及治療方法，讓患者可以及早延

醫診治，增加治癒和康復的機會。計劃亦支

持研發先進治療產品，特別是基於細胞、遺

傳和生物製劑等新類型產品。同時，建立一

個可持續的創新生態系統，以促進初創企業

的誕生，從而將傑出研究成果轉化和商品化。

第二是加強基礎設施為新工具進行臨床評

估，將新的診斷和治療方法引入常規臨床使

用的一個關鍵步驟，是在相關患者群中進行

臨床研究及評估。

前後捐 4億 物有所值
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補充：「生物醫學研究

與生物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新發現及應用，不

但可改善人類生活質素，對香港、國家以至

世界的社會福祉和經濟繁榮亦至關重要。創

新生物醫學是中大 2021 至 2025 策略計劃的

重點研究範疇，研究水平獲國際公認。」

李嘉誠基金會一直關心中大的醫學教育及研

究發展，早於 2005 年，已捐贈鉅款支持中

大成立「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其後基

金會繼續慷慨捐款支持中大多個研究單位及

學系，包括中大組織與再生醫學研究所及中

大醫學院，總額逾 4 億元。

李嘉誠捐1.5億 研生物醫學李嘉誠捐1.5億 研生物醫學

中大代表與李嘉誠( 中 )會面，感謝他慷慨捐資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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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資市場上，要吸引傳統基金 / 機構投資者的

注資，重點是如何推銷項目給投資者，以下是三

個重點：項目長線投資的好處、項目對基金 / 機

構投資的資產配置組合 + 策略性、協助基金 / 機

構投資者的累積財富，及為未來作好規劃。

傳統基金 / 機構投資者的特性是「長線可投資 +

穩定性」，長線投資就如字面上的意思，代表長

時間投資某類型資產，買入資產後長期持有，直

至一段長時間後再賣出，從而賺取這段時間內資

產升值的差價。長線投資的時間可達數年，投資

者看好的是該資產長時間的升值潛力，而非短時

間內的價格波動。

雖然長線投資或要花費較長的時間才能獲利，但

只要選對資產就能獲利，為長遠生活作好規劃。

以美國股市的標普 500 指數為例，由 2017 至

2021 年的 5 年間，從 2,250.37 點升至 4,764.08

點，年化報酬率達 22%。以同一時段比較，國際黃

金價格也從每盎司1,151.55美元，升至 1,813.43

美元，年化報酬率也有 12%。具體而言，傳統基

金 / 機構投資者的投資回報期望是：

● Duration 投資年期 :3-5 年 ( 甚至 10 年以上 )

●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投資期望回報率 

:12%-22% p.a. 

為何傳統基金 / 機構投資者重視「穩定性」? 大

概有以下五個原因：

1. 對抗通脹。雖然每種資產價格都有升跌，但手

持現金就只會一直貶值。舉例說，5 年前我們在茶

餐廳點一個常餐，平均約 30 港元，現在至少也要

40 元或以上。通脹在你身邊不知不覺地發生，物

價越來越高昂時，你手持的貨幣能買到的東西就

越少。如果你選擇優質的資產組合，資產的價值

每年上升，就能助你對抗通脹，甚至在經濟危機

時保值避險。

2. 複利效應。長線投資能善用複息效應，把利潤

再投資以產生更大的潛在利潤。假設每年把某百

分比的收益拿出來再投資，就能像滾雪球一樣，

把投資效益倍增。

3.不受市場極端情緒支配。長線投資能讓個別(個

人 ) 撇開情感因素，不需要過於擔心市場的大升

大跌。長期持有資產能聚焦投資的基本面和重要

部分，就是資產的價值和長遠增長前景，而非短

期的價格波動。

4. 操作簡單。長線投資不需要豐富的投資知識和

經驗，也不需要每分每秒留意大市走勢。傳統基

金 / 機構投資者只需要懂得基本分析，就可以進

行交易，買賣操作簡單。

5.投資風險較低。只要投資的資產是穩定且優質，

價格的波動相對較小，自然能大大減低投資的風

險。傳統基金 / 機構投資者亦不需要擔心何時才

是入市良機，也能避免錯失升市的機遇，所以長

線投資也是懶人投資法的一種。

如何獲投資者青睞 ? 如何獲投資者青睞 ? 

市場金主何其多 市場金主何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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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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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講時機，在香港特區回歸中國 25 周年時

段，港股自 6 月中已轉勢趨正面。繼互聯網及

電動車板塊後，生物科技板塊由 6 月底起，明

顯見資金重新流入。

筆者一直 強調以 藥明系作 指標，藥明生物

(2269) 因在生物指數佔高權重，其股價表現

轉好，也對其他生物科技企業的股價表現，賦

予正面推動力。既然強勢再來，加上考慮到普

遍股份之前均是在高位集資，手頭現金充裕比

對現大跌的股價，代表的「價值投資」有值博

空間，不容忽視。

藥明系強勢再現，生物科技 50 指數亦重上之

前提到的 4,800 點水平。順勢而為迫近 6,000

點大關，之前先以約 5,800 點為目標。

在眾多生物科技股中，筆者今次就選擇實現了

內地醫療機械多個第一的微創機器人 (2252)，

並在另文與各位分享其價值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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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顯見 重新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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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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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  1.65% -37.68% -13.64% 33.08 0.71%

2022-05-26 低見 4,352 點

2021-07-19 高見 8,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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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股份推荐
●藥明康德(2359)

股價走勢由底部上移至104元止蝕持有。新近目標上

調至132元水平。

●微創機器人(2252) 

下注嚴定33元止蝕。以42元為首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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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5 高見 2,743 點

中國手術機器人市場將由 2020 年的 4 億美元，

增至 2026 年 的 38 億 美 元，年 複合增長率 �

44.3%。而預期全球市場將由 2020 年的 83 億

美元，擴大至 2026 年的 336 億美元，複合年增

長率為 26.2%。

近年中國推出《中國製造 2025》、《機器人產業

發展規劃 2016 -2020 年》、《促進新一代人工智

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 2018 -2020》等多項

政策，鼓勵手術機器人的創新發展。

內地手 術機器人市場，以微 創機器人 (2 2 5 2)
為領先，擁有全面的產品組合和市場領先的旗

艦產品，進入收成期只會是時間問題。而在早

前股市低迷時，公司的產品亦按計劃推進，務

求在內地市場搶佔先機，按原上市承諾提速商

業化進程。

在 4 月份，微創機器人全資附屬：蘇州微創自主

研發的鴻鵠骨科手術機器人，獲得國家藥品監

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公司與法國 Robocath 
S.A .S 聯合在華成立的合資知脈 ( 上海 ) 引進的

R- ONE 血管介入手術機器人，於 5 月份已完成註

冊臨床試驗入組。

另外，集團自主研發的圖邁腔鏡手術機器人通過

江蘇省人民醫院與新疆克州人民醫院的 5G 連

線，成功完成截至目前全球最遠距離 5G 超遠程

機器人手術。如此成績，說明微創機器人有能力

生產優質的手術機器人。

2021 年 11 月微創機器人上市之時，招股價為 43.2
元，集資 15.63 億元。既有充裕資金在手，公司將

藉創新產品帶來營業收入。配合現市場重新看好生

物科技企業潛力，公司股價可望先迫近招股價。

三大政策 支持創新 
微創機器人 價值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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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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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 3.24%  -52.68% -18.78% 486.4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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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沙東擬收購 涉資逾3120億

中韓醫美生物科技 落戶江蘇
中韓醫美生物科技 ( 昆山 ) 產業園表示，首批入園項目簽約儀式在江蘇蘇

州昆山陸家鎮舉行，首批14個醫美科技項目，總投資37.3億元(人民幣‧

下同 )，達產後年產值約 90 億元。

上述產業園的核心區佔地 450 畝，將引進韓國醫美行業龍頭企業，吸引國

內外知名醫藥集團進駐。產業園將以研發 + 孵化 + 制造為基礎，瞄準醫美

上中遊產業，着力構建醫美產業生態圈。

市場消息指，央企國藥集團 (1099) 與內地生物科技公司 BBI 生命科學創始人家族，已開展收購談判，料國藥

將斥逾 10 億美元收購。除國藥之外，BBI 生命科學亦已與所有潛在買家討論，由於審議正在進行，BBI 生命

科學拒絕評論，國藥一方亦未有回應。

BBI 生命科學曾於 2014 年在港上市，近 6 年後被創始人王氏家族以 8.45 億港元私有化。2019 年新冠疫情爆

發時，亦成為核酸診斷試劑盒原材料上游供應商。

中國生物科技服務 (8037) 近期公布，其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鵬博海南，與日本 SHI( 住友重機械工業株式會

社 ) 訂立銷售合約，鵬博海南同意購買、而 SHI 同意出售硼中子治療設備，初步合約價為 30 億日圓 ( 折合約

1.75 億港元 )( 不包括鵬博海南可能需承擔的任何預扣稅及可予調整事項金額 )。

中國生物科技服務、鵬博海南及 SHI 還訂立服務合約，SHI 同意以 4 億日圓服務費 ( 折合約 2,337.2 萬港元 )

( 包括任何預扣稅 ) 向鵬博海南提供技術顧問服務。

Worldwide News
美藥廠默沙東計劃併購生物科技公司 Seagen，兩家公司尚處於談判階段，預計將以每股 200美元以上的金額收購，

最終成本或超過400億美元 (約 3,120億港元 )。若據Seagen每股 175.13美元計算，該企市值約為322.4億美元。

市場估計，默沙東將會在公布第二季財報前完成收購。

BMO Capital 分析師曾表示，默沙東與 Seagen 的長期增持幾乎一至。此外，默沙東癌症標靶藥物物 Keytruda 的專

利將於 2028 年到期，該企有必要開拓新的收入來源。

國藥擬10億美元 購內地生科企

中國生物科技服務 購同業

醫美行業近年成為市場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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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新冠病毒 沉香有奇效

精準生殖醫學 市場注視
台灣奎克生技 (QuarkBio) 宣布新成立英緹生技，專責精準生殖醫學事業，盼加速以生物科技創新協助提高

生育率，並進軍國際市場。

英緹生技執行長楊博鈞博士表示：「生殖醫學基因檢測技術是一項精準醫學的新應用，不僅可精確找出個人最適

合的胚胎植入條件，也讓試管嬰兒胚胎着床的成功率大幅提高。我們已陸續延攬海內外在生殖醫學有豐富經驗的

專家，組成更堅強的研發及業務團隊，未來也將擴增新技術及新產品，以協助想孕及不孕患者提高受孕成功率。」

英緹生技新一代子宮內膜容受性檢測技術「蜜瑞納 MIRA」，於去年獲得「國家新創獎」，以多重微小核糖核

酸（microRNA）做為生物標記，由於微小核糖核酸具有調控基因表現的功能，可由其表現狀況判斷子宮容受

胚胎最合適的時機，進而提高胚胎著床的成功率。

此項技術也榮獲美國生殖醫學學會最具影響力的原創性研究指標期刊《Fertility and Sterility》專文刊載。

這是生物科技一個里程碑。1996 年 7 月 5 日，人類史上第一隻複製羊桃莉誕生。26 年

前即 1996 年，桃莉是以細胞核移植技術、從哺乳動物的成年體細胞培育出的新個體，

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成功複製的哺乳動物。

桃莉有三個母親，一個提供 DNA；一個提供卵子；一個代孕。桃莉出生於 1996 年 7 月

5 日，但她誕生的消息，一直到隔年的 2 月才對外公布，科學雜誌則將桃莉的誕生，評

選為該年度最重要的科技突破。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席于常海表示，為回應習主席重視青年與科普工作的期待，已在 7 月創辦了《香港

生物科技誌》(Biotechgazine)。另外，香港生物科技界正積極籌備兩文三語的香港國際生物科技展

(BIOHK2022)，計劃於 2022 年 12 月 14 至 17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他強調這次習主席訪港給生

物科技界打了強心針，業界多認同香港必須努力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Worldwide News
全球陷入新冠病毒重災之際，專注於開發中草藥科學應用的「啟動

生物科技」，成功研發以沉香萃取的複方中草藥 CD05，經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實驗證實，可有效抑制 95% 的新冠病毒。

CD05 口服藥今年 3 月進入的臨床試驗階段，初步已從百餘位受試確

診者發現，CD05 能減緩喉嚨痛症狀，病程可減少 3 到 5 天，更重要

的是，大大降低了後遺症的發生機率。

複製羊桃莉 誕生26周年

《香港生物科技誌》初試啼聲

經提煉的沉香中草藥，可抑制95%
的新冠病毒。

複製羊桃莉是生
物科技一個里程
碑，當年成為世
界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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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iotmoment.com/

http://www.biotmo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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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版發行量

4.3 萬  ( 截至 202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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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7-18)

Facebook《BioT 投資先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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