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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9 月份，今年投資市場已進入倒數階段。股市不振，但近年不離投資者

眼簾的生物科技業，卻逆市越見暢旺。最新消息，中央放行深圳在 9 月舉辦

大型生物科技展覽。

今期《BioT 投資先機》採訪華潤正大生命科學基金，讓讀者了解基金負責

人如何篩選項目。很意外地，一個「錢味十足」的私募基金，最終追求的是

人類健康，實在令人有所驚喜。

CRCPLSF 董事總經理 柳達 ( 小資料 )
柳達曾任中國華潤集團戰略管理部業務總監，負

責生命科技領域的戰略研究及項目投資；他在華

潤醫藥集團 (3320) 擔任高級總監，負責業務拓

展及國際合作；在北京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2004 以前，柳達在美國 CVS 集團擔任藥房

經理 、紐約市健康保健集團任臨床藥劑師。

柳達是美國紐約州註冊藥劑師；畢業於美國紐約

聖約翰大學藥學院、美國雷鳥商學院 MBA。兼

任香港科技園生命科技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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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潤正大生命科學基金 (CR-CP Life Science 

Fund，CRCPLSF) 於 2019 年成立，柳達為基金

董事總經理。整體而言，他對基金過往兩年多

的表現感到滿意，但重點並非兩個已經完成退

出、共賺得約 3,800 萬美元 ( 約 3 億港元 ) 的

項目，反而是為基金打下堅實基礎，讓基金未

來走得更長更遠。

柳達表示，基金團隊成立之初，花大量時間

搜集第一手資料和數據，研究生物科技業界

的行業趨勢，以及在其細分領域中找出龍頭

企業。一般而言，行業發展有四個階段：初

創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若能跑在

成長期前進行投資，成功機會盡可提高；相

反在行業衰退期進行投資，失敗的機會較大。

柳達謙遜地道：「我想我們是比較幸運的一

群，因為生物科技行業正處於成長起步期，

CRCPLSF現行的工作，大體上可謂順勢而行。」

細分領域 尋找龍頭
生物科技中有不同的細分領域，包括診斷、

器 材、 治 療 方 法、 藥 物 等。 資 料 顯 示，

CRCPLSF 所投資的項目，全都是細分領域中

華潤正大生命科學基金
兩年勁賺三億 投資不忘初心

柳達是註冊藥劑師，卻同時擁
MBA 學位。他相信做人做事皆要
海納百川。

華潤正大生命科學基金 華潤正大生命科學基金 
董事總經理柳達董事總經理柳達

柳達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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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表者。柳達解釋：「生物科技是一條整

全產業鏈，涉及各家各門的經濟活動，一般

而言在細分領域中，只能容納四個領先參與

者 (Players)，以治癌藥物這個細分領域為

例，要選出誰家最值得投資，基金經理必需

花大量時間研究。」

CRCPLSF 兩年投資 15 個項目，勁賺 3 億港元，

那當中有無遇上表現不如理想、甚至錄得損

手的項目 ? 柳達坦言有個別項目未如理想，

這對他本人及投資者來說，有時都會感到意

外，但這跟專業判斷無關，例如企業本身的

藥物銷售不前，這或出於當地政府的政策考

慮，又或者是藥物生產商的管理不善所致，

很多時候風險不會因人而轉移，投資不如你

願實屬常情，基金團隊只要做好本份就是。

「人的認知有限，我是本科是藥劑學，屬『生

化藥範式』，在此範圍較有信心做判斷，若

去到活死豬器官細胞這類項目，那我不敢超

越本份了。」 柳達淡淡的說，投資有賺有蝕

本屬平常事。據他所知，美國藥業影響力遍

及全球，但美國逾 90% 生命科技公司都是無

錢賺的，企業要創新才有機會取得利潤，觀

乎此，他的基金團隊亦未感到有大壓力。

揀選項目 三個標準
截至 2022 年 8 月份，CRCPLSF 累計投資額達

1.37 億美元 ( 約 10.7 億港元 )，多個投資項

目仍在投後管理過程中。柳達透露了其篩選

項目的標準，他明言，投資的項目要已經有

產品或服務在研，因此初創企業求諸種子基

金、AB 輪融資的企業，並非 CRCPLSF 的投資

對象。

在篩選過程中，柳達領導的基金團隊會首

先考慮，項目對人類健康或疾病是否有所

裨益。第二是衡量項目正處於行業哪個位

置，例如治癌方案用手術、化療和放射治

華潤正大生命科學基金 ( 小資料 )

成立日期 2019 年

團隊成員 6 人

專業擅長 生物醫藥 + 促進健康技術

投資項目
15 個 ( 涵蓋中英美國、以色列、新加坡等國
際企業 )

項目範圍
新型抗體藥物、細胞免疫治療、特種醫療器
械、基因診斷技術等

累計投資額 1.37 億美元 (( 約 10.7 億港元 )

療，到近年的標靶藥、「免疫細胞療法」，

市場需求已經截然不同，項目越貼近市場

需要，自然處較高選擇位置。第三是審視

項目在生物科技細分領域中，是否有機會

處領導龍頭地位。

柳達笑着補充：「很多時候不是我揀人的，

反而是人揀我，一些業界龍頭本身已很成功，

他們融資有路，根本不需要我們幫忙。」

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
他還特別提到，自己一向相信 Investment 

is people business ( 投資是與人相關的

生意 )，大意是指投資者與公司之間，亦要講

求雙方有無化學作用，亦即俗語所稱的「對

嘴型」。若彼此投資理念一致，例如生物科

技項目最終追求的是人類健康、抵抗病毒等

人道關懷理念，那就要付諸行動，回報率多

寡是重要，但只是次要。

柳達在結束訪問前，總結出他的投資觀點：

順勢而為、天時地利人和、有所為有所不為、

術業有專攻、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其實投資心態比技術重要，最後一個觀點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更是其精要所在。

這位操作逾 10 億港元的基金負責人，終不

忘「沒有心懷治病救人之心，是無法堅持投

資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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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行業入場門檻高，相關知識艱澀難明，令不

少人望而生畏，可是這個行業在社會中的角色越見重

要，特別是 2019 年爆發新冠病毒疫情之後，民眾皆

期望對醫藥健康、生物科技等議題，可以「無痛」了

解。《生命科技 ‧ 投資啟示錄 ‧ 捕捉下一隻獨角獸》

是一個很好選擇。

華潤正大生命科學基金 (CR-CPLife Science Fund, 

CRCPLSF) 董事總經理柳達表示，自己寫這本書的時

候，跟本無想過要大賣，只是個人自 1991 年藥學院

以來，接觸了不少相關生物科技知識，亦累積了大量

的行業資訊。他本人深相回饋社會這個價值觀，因此

決定聯同其他 17 位業界翹楚，將行業有系統地介紹

出來。

上述《生命科技》全書 7章 21 節，共 307 頁，製作嚴謹

但筆調力求淺白，是一本很不錯的入門書籍。首 3章由

柳達親自操刀，講述「化學藥、生物製藥、生命科技三

種範式的分別，章節中有大量例子審視跨國藥企的產品

發展經過，讓讀者了解藥物產品、藥企的價值從何而來。

書中特別之處，是作者在每章之後留白「基金經理思

考」，帶領讀者從投資者角度，如何考量一個投資項目。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是柳達在 CRCPLSF 的工作

左右銘，因此作者在第三章花了整整 38 頁內容，全

面闡釋他的工作使命 (Mission)、投資方向及策略，

以及如何篩選投資項目。作者對每個項目有分析和判

斷，但同時不忘回顧及反思，反映作者治事嚴謹，能

夠以專業態度作理性投資。

預示未來 潛質項目
在2019至 2022年，CRCPLSF投資的 15個項目多有佳績，

上述《生命科技》在第四章中有詳細紀錄，但更重要的

是第五章「持續學習‧永無止境」中，作者大膽預示可

見的未來，五個可成獨角獸的投資專題：罕見病與孤兒

藥、病毒與疫苗、視覺健康、癌症精準醫療、溶瘤病毒。

第六章「未來可期」中，作者進一步講述未來幾項最

有發展潛力的技術項目：微小核酸 (MicroRNA) 引領

新型疾病診斷，微生物在生物製藥領域的應用、藥物

3D 打印、人工智能藥物研發、合成紅細胞藥物。

2022 年出版的《生命科技 ‧ 投資啟示錄 ‧ 捕捉下

一隻獨角獸》，作者柳達是山東人，年輕時負笈美國，

學成後先在彼邦工作再返北京開展事業，近年更長駐

香港主理基金營運。因此，他在第七章「潮起香江」

描述了個人對香港的看法：此地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

心，尤其在生命科技領域，只要是有能力的華人，都

可以在這裏實現創業夢想及人生價值。

生物科技業 生物科技業 好書好書無痛了解無痛了解

一本好書，可助人了解複雜的生物科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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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業界今年好生熱鬧，12 月份香港已知有兩

個展覽會舉辦，一河之隔的深圳更馬首是瞻，率先

在 9 月份舉辦第八屆「深圳國際生物 / 生命健康產

業展覽會」和第五屆「深圳國際 BT 領袖峰會」。市

場預期活動將可預示業界最新發展水平。

第八屆「深圳國際生物 / 生命健康產業展覽會」將

於 9 月 2 日至 3 日，在深圳市燕子湖國際會展中心

舉辦。這屆展會將聚焦生物技術、生命科學、高端

醫療器械、智能康復等生物醫藥全產業鏈，展覽涵

蓋生物技術、醫療器械、投資融資、BI+IT 融合等

內容。

展覽會更引進國際與內地專業資源進行戰略合作，

將生物醫藥成果結合對接服務平台，建構生物醫藥

全產業鏈，讓服務創新、投資和貿易連在一起。

新一屆的「深圳國際生物 / 生命健康產業展覽會」，

邀請了全國生物醫藥上下遊相關產業參展，從藥

原材料、製藥設備、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平台、

CRO、CDMO、CSO、第三方公共服務平台，到醫藥商

品流通領域，皆有全然覆蓋。要了解生物科技業界

的最近發展，投資者不可錯過 2022 年的「深圳國際

生物 / 生命健康產業展覽會」。

深圳國際 BT領袖峰會
另外，同期舉行的第五屆「深圳國際 BT 領袖峰會」

將按照「1+1+8」的形式進行 ( 行業領袖峰會、主論

壇、八場分論壇 )，這個為期 2 天的千人行業交流盛

會，預計將有近百名業內赫赫有名嘉賓參與。

主論壇將圍繞國家醫藥衛生政策、高端醫療器械、

醫療健康最新成果、國內外產學研合作、醫藥健康

投資等方面。「深圳國際 BT 領袖峰會」將會有相關

大會報告和圓桌討論。

八場分論壇將聚焦細胞與基因治療立法、生物技術

藥物、高端醫療器械和高端智能康復輔具、醫藥合

作與投資等領域。

第八屆「深圳國際生物 /

生命健康產業展覽會」

六大形象展示區

●生物醫藥與信息技術展區

●高端醫療器械與智慧醫療展區

●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平台及服務展區

●細胞與基因治療產業展區

●智能康復輔具展區

●高端健康管理展區

生物科技展 深圳9月搶閘生物科技展 深圳9月搶閘

深圳在生物科技業有重要角色，最近十年一直舉辦大型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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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上半年逾 200 億人民幣 ( 約 235 億港元 )

投入印尼的資金池。過去 20 年，儘管「伊斯蘭

金融」受到西方投資銀行的壓制，唯在最近 5 年

的中美貿易戰、東西方金融相互制裁的大環境

下，伊斯蘭金融的印尼資金池，卻成為了東西方

制裁下的橋樑。

有中國創業者透過「印尼創業投資資金池」，從

落地創業到進入印尼市場，他的業務橫跨整個印

尼北部、中部的 Fintech 金融科技企業。在過

去 5年來，不少人士透過「去中心化」的高科技，

為許多避開傳統銀行的當地商人，提供了匯款和

貿易融資。

生物科技 融資有路
中國投資者注入印尼資金池的錢，佔總數額的

30%-40%，是當地金融現金交易的兩倍。伊斯蘭

金融印尼資金對「始創商業」有利，對中國生物

科技 (Biotech) 公司的初創 / 始創有集資需求

的企業家，可以透過印尼的伊斯蘭金融資金池，

更適合中國創業者 更適合中國創業者 

伊斯蘭金融 印尼資金池 伊斯蘭金融 印尼資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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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金融 06

從種子、天使、再到 A 輪 B 輪融資，資金池

是創業公司的成長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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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該公司的初創 / 始創業務的融資 / 集資

渴求。

印尼的伊斯蘭金融，有別於西方的資金池。

Sharia 是伊斯蘭教的一套規則和法律的阿

拉伯名稱。它指的是伊斯蘭教法學的各種來

源和法規，類似於基督教教會法、猶太教法

和印度教法。

伊斯蘭銀行 有定義
中國創業者可能會想到一個問題，為甚麼定

義「伊斯蘭銀行」這樣重要？「銀行」和「非

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隔離會有多大？答案

是銀行擁有法律賦予、和強加的某些權利和

義務，某些條款隱含在銀行與其客戶之間的

合約中。

伊斯蘭金融，擁有一支「創業相關者團隊」，

包括伊斯蘭銀行 ( 金主 )、回教保險、租賃

公司、私募股權、資產管理、流動性管理公

司、學者、監管機構、行業機構、教育機構

等，所有這些都以合規方式，為客戶提供服

務求。

非穆斯林國家 爭加入
從種子、天使、再到 A 輪 B 輪系融資，資金

池是創業公司的盟芽成長燃料。今天，伊斯

蘭金融的「資金池」源頭深度發展成就很

大。我們亦已經看到，除了從中東流來的印

尼伊斯蘭金融「資金池」之外，更看到從東

盟的新加坡、東北亞的香港、歐盟的法國、

澳紐經盟的澳洲，和其他非穆斯林國家，想

要插上印尼伊斯蘭金融中心的旗幟。

印尼原則上允許 BioTech( 生物技術 ) 的創

新 ( 通過孵化 )，在印尼落地創業。此外，

在伊斯蘭金融「資金池」能夠將西方外包的

專業業務，引入成為內包項目，例如資產管

理是其中一例。

伊斯蘭金融「資金池」越早發展，越早擺脫

與資源 / 地產的聯繫，就能更好地控制其資

金和命運。印尼的伊斯蘭金融「資金池」將

對初創 / 始創企業推出產品 / 服務的時機，

產生關鍵作用。資金到位，對於很多中國企

業來說至關重要。對很多中國初創 / 始創企

業來說，印尼的伊斯蘭金融「資金池」更是

動所在。

講求信任 有法可依 

這就是西方金融體系的痛點：(1) 印尼的伊斯

蘭金融「資金池」能夠自我顛覆以解決內循環

市場上的痛點，並利用自身的流動性實現規

模化，以及 (2) 印尼的伊斯蘭金融「資金池」

能夠提供解決相關缺口，例如道德消費主義、

可持續性、負責任的投資、管理等問題。

印尼的伊斯蘭金融「資金池」有法可依，可

以吸引境外資金注入印尼。新的《投資法》

和《新投資清單》是為明確法律，這將吸引

更多長總投資資本。新《投資清單》還規定，

外資在印尼經營，應按照印尼伊斯蘭體系特

定的規範、標準、程序和標準。

印尼投資市場近年令人刮目相看，在中美貿易戰下，這個伊斯蘭國

家反得長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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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導的連環加息，迫使全球多國跟着幹。不

過，一切舉措並未能即時剎停市場對經濟衰退

的擔憂。此周期性問題，要來的總要面對。如此

情況下，高息率將減少資金流動性，不利於股市。

百業吹淡令市民緊縮開支，但不少企業仍尋求

突圍，涉及醫療的生物科技企業，尤其可望。近

月生物科技板塊有復甦氣氛，筆者仍而不改審

慎樂觀態度。早前生物科技 50 指數升至 5,600

點水平，遇到阻力，預料在 5,000 點之上整固，

仍以 5,800 點為阻力觀察位，再攻 6,000 點

大關。

生物科技板塊強勢乍現，但個別市企要真正突

圍，要留意其產品商業化進度尤其重要。適逢 8

月中又再迎來恒指成分股變動的可能，市場傳

聞，金斯瑞生物科技 (1548) 可成功入閘。藉此，

筆者重溫其價值所在，且看公司產品的銷售增長

動力，能否在衰退經濟大環境下跑出，升格成為

「藍籌股」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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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環加息 投資者難安枕 
生物科技板塊 強勢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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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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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4.76% -34.04% -19.83% 30.88 0.76%

2022-05-26 低見 4,352 點

2021-08-04 高見 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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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股份推荐
●金斯瑞生物科技(1548)

止蝕27.5元，上望37元水平。

●微創機器人(2252) 

已觸及42元首目標。止蝕上移至35元止蝕，挑戰46.5元

重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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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4 高見 2,452 點

金斯瑞生物科技 (1548) 聚焦生命科學關鍵底層

技術，打造了以傳奇生物、蓬勃生物、百斯傑生

物科技、生命科學服務組成的四大事業部，築起

以基因合成為根的生命科學全產業鏈，提供全

球化服務。發展至今，其實力已成為包括 CDMO
（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 ing 
Organization）及 CGT (Cell and Gene Therapy)
兩大重要藥物開發服務的全球領前供應商。計及此

市場的廣闊空間，足以給予金斯瑞爭取持續的增長

機遇。

據海通國際近期報告，截至 2021 年末，FDA 批

准的八款基因治療藥物中有五款採用  CDMO 生

產，商業化產品外包率超過 55%。全球超 75% 的

基因治療公司為初創 Biotech，從 CGT 藥物生

產成本考慮，其 CDMO 的外包滲透壓率可望持

續提升。

按估算，單是內地至 2025 年的 CGT CDMO 市場

規模，將達到 113 億人民幣，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

40% 水平。因而在未來 3 至 5 年的 CGT 領域藥物

進入大規模上市周期下，金斯瑞理應大幅受惠。

近期其傳奇生物 (LEGN.US) 的新藥銷售亦始見成

績。公司賦予市場的期望值，實現程度將更具可信

性。傳奇生物具有兩個靶向，名為 CARVYKTI( 西
達基奧侖賽 ) 的 CAR-T 療法，2 月底在美國獲

批，而在 5 月底已獲歐盟委員會授予上市許可。於

2022 年第二季度，其已有 2400 萬美元銷售額。

比較市場競爭藥品 Abecma 於 2021 年的 1.64 億
美元銷售金額，在考慮到 CARVYKTI 的療效及安

全性均有較優勝的表現下，傳奇生物的全年營收可

望大躍進，間接令金斯瑞也受惠。從而，也道出金

斯瑞的創新藥商業化之路，有助股價上升。

金斯瑞生物科技
新產品 踏上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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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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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 7.63% -46.08% -22.71% 462.9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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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u Seafood( 前稱 Bluu Biosciences) 是

歐洲第一間專注於生產培養海鮮的食品科技公

司。他們最近展示了第一批由魚類細胞培植的

產品。首批產品包括魚手指和魚丸，主要成分

為培植魚細胞，同時加入植物蛋白，藉此改善

烹飪過程以及提升質感和味道。

除了魚丸和魚手指外，Bluu Seafood 也研發

出魚柳和刺身等更複雜的產品原型。公司的產

品以專有的非基因改造鱒魚和三文魚細胞系為

基礎，使用動物無血清培養基製造。

動物免受屠宰之苦
Bluu Seafood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Sebastian 

Rakers 博士指出：「首批產品完成生產後，

我們有信心將可於兩年內取得可觀的銷售成果

及口碑。Bluu Seafood 將會正式成為歐洲第

一家生產細胞培植魚類的公司。我們目前與監

管機構密切合作，為產品面市作好準備，並正

利用這段時間擴大生產規模。」

Bluu Seafood 將細胞與食品科技互相結合，

直接從動物細胞中培植出各種可持續的美味

海鮮產品，目的是不讓動物免受屠宰之苦，

過程中所留下的生態足跡，亦遠少於傳統的

捕撈。

傳統海鮮 買少見少
Sebastian Rakers 博士補充道：由於 90% 以上

的可食用魚類資源已非常緊拙，傳統海鮮產品

的產量已達到極限，並對海洋生態系統構成嚴

重威脅。

透過 Bluu Seafood，他說可以為動物蛋白供應

作出重要貢獻，以保護資源的方式管理海洋，同

時亦希望促進地球的生物多樣性，這個棲息地對

於所有人類和其他生物都非常重要。

發言人表示，經過廣泛的研究和開發工序後，

這些產品現已準備好投入市場，並即將進入監

管審批程序。Bluu Seafood 旨於 2023 年底前

在新加坡獲得通過並推出市面，新加坡是現時

流程最明確的市場。此外，公司亦將於美國、

英國和歐盟申請有關批核。

Bluu Seafood 專業於結合生物和食品的技術，

公司由 Sebastian Rakers 博士和 Simon Fabich

於 2020 年創立，總部位於德國柏林。

細胞培植細胞培植海鮮產品海鮮產品 明年面世 明年面世

生物科技製造食物再有突破。歐洲一家海鮮食品技術生產商 ，

研發出培植魚細胞，同時加入植物蛋白，製成首批魚手指、魚丸

等產品。這些產品即將進入監管審批程序，預計 2023 年底前率

先在新加坡面世。

▲ Bluu Seafood 創辦人 Sebastian Rakers 表示，除了魚丸和魚手指，公司也有魚柳和刺身等更複雜的產品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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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蔬菜統營處 + 漁護署在 2013 年成立「全

環控水耕研發中心」，目標在支持本地農業

技術發展，中心運作 9 年後再擴大規模，中

心第二期近期正式投入運作，並公布有新技

術栽種新菜種。

「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第二期在 7 月正式

投入運作。中心第二期與漁農自然護理署

( 漁護署 ) 介紹三種最新引入的水耕種植科

技，以及利用環控水耕技術成功栽培的三種

農作物。

三種新水耕種植科技是「可移動水耕栽培系

統」、「氣霧耕作系統」及與香港中文大學

合作研發的「自動化水耕種植系統」。新技

術既可善用空間，亦可節省人力資源，進一

步提高生產效率。

「可移動水耕栽培系統」是盡量利用有限

工 作 空 間， 從 而 提 高 樓 面 種 植 面 積 及 產

量。利用種植架的遙控系統，遠端監控及

管理各類環境參數，亦可減少農場的操作

人手。

慳水慳電 節省人手
「自動化水耕種植系統」則可代替人手精準

地進行重覆性的生產步驟，有效節省人力

資源。農民更可透過簡單易用的任務排程系

統，將種植工序安排在非辦工時間進行，令

農場的生產計劃更具彈性。

此外，旋轉式設計的「氣霧耕作系統」採用

噴霧式灌溉系統，既減少灌溉水用量，亦能

大幅減少種植燈的數量，使其耗電量較傳統

水耕設施低。該系統的結構輕巧，容易組裝，

十分適合在有限的空間使用。

在栽培農作物方面，「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

成功栽種了西洋菜、紫白菜苗和金盞花。西

洋菜生長速度快，一般兩個月可採收三次；

紫白菜苗是雜交新品種，富含花青素，口感

軟滑；金盞花含豐富葉黃素，可製成甜品或

花茶。三個品種均營養豐富，可用於多種菜

式，而且容易種植，由播種至收成只需 24

至 50 天不等，利用環控水耕技術更可全年

生產。

邀投資者 初創農夫
漁護署發言人表示，設立中心第二期旨在向

業界示範更多先進的農業技術，積極與本

地科研機構及大專院校合作，並為業界提供

一個培訓場地，促進知識轉移並開發農業技

術，提升業界的競爭力。

為推動技術知識轉移並吸引年輕一代投身農

業，「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今年首次推出

「水耕種植實習培訓先導計劃」，為有興趣

投身本地水耕農業的投資者、初創農夫及本

地專上學生提供經營室內環控水耕農場的專

業知識及實習機會。

全環控水耕是利用先進精密的環控技術，在

室內維持蔬菜生長所需的最佳條件，包括提

供適合的温度、濕度、光照和營養液，以及

適量的氧氣及二氧化碳等，透過嶄新的水耕

方法來生產蔬菜。

香港水耕菜 香港水耕菜 新品種新品種新技術新技術

紫白菜紫白菜

口感軟滑，含豐富花青素 ( 抗氧化物 )、口感軟滑，含豐富花青素 ( 抗氧化物 )、

鈣質及維他命 C。鈣質及維他命 C。

西洋菜西洋菜

鮮食有獨特辛辣味，富含維他命鮮食有獨特辛辣味，富含維他命

A，C 和 K、鐵及鈣質、抗氧化物。A，C 和 K、鐵及鈣質、抗氧化物。

金盞花金盞花

含豐富葉黃素、維他命 A、C 和 E，含豐富葉黃素、維他命 A、C 和 E，

可用作製造花茶、糕點或護膚品等。可用作製造花茶、糕點或護膚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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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設備介紹「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設備介紹

移動式多層栽培架
·壓縮工作空間以提高種植面積，並增加產量

·備有遠端遙控系統，可遠端監控及管理各類環境參數

·遠端控制系統 ( 光度、風扇、水泵 )

·環境監察系統 ( 溫度、濕度、水量、水流、導電度、光度 )

自動播種機械臂
·準確度高

·減省大量費神的重覆性工作

·節省人手

·可換式種子盒設計對應不同

  種子大小

氣霧耕栽培架
·更節省水電、輕巧和容易組裝的水耕系統，

  能配合城市發展需要

·發展根莖作物的室內種植方式

·旋轉式設計

·使用更少種植燈，更省電

·每平方米可生產超過 100 棵蔬菜 

  ( 與現行的多層式水耕系統相若 )

水耕物流機械人
·負責播種區、培苗區、種植

  區及收割區之間的搬運工作

·以任務排程方式控制日常生產

·人工智能自動幫助分配工作

  予不同機械人

移動式番茄栽培架
·高身 / 藤本作物

·以車厘茄進行種植測試

·植株密度及產量倍增

·遠端環境控制系統



電子版發行量

4.3 萬  ( 截至 2022-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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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15)

Facebook《BioT 投資先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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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生物科技 香港上IPO

台灣生技產業 創千億價值
近年因 COVID-19 疫情影響，台灣的醫用化學、生物製品需求

增加，2021 年產值更達 963 億 ( 台幣 ‧ 下同 )，歷年新高、

年增 4.9%，連續 7 年正成長，2022 年 1 月至 5 月續增 18.3%，

產值達 424 億元，當地經濟部預期 2022 年產值可望突破千億

元，續創新高。

香港生命科技青年會宣布，將投放 100 萬港元

設立「香港生命科學獎學金計劃」，以支持於

本地大學修讀生命科學或生物醫學課程的優秀

本科生，亦期望計劃能吸引、培育及凝聚香港

的生命科學人才。

會方稱今年共收到 300 份申請，創歷來新高，

而 35 名實習生已被分配到 20 間生物科技公司

及本地初創企業。

第五屆粵港澳大灣區生物科技創新企業 50 強評選活動，7 月 20 日在廣州正式舉辦啟動儀式。活動由中創產業

研究院主辦，廣東醫谷承辦。

中創集團董事長舒元在活動中提到，中國生物醫藥行業核心區域產業集群已初步形成，主要分布在粵港澳大

灣區、長三角地區、環渤海地區和成渝地區。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優質企業備受資本市場追捧，企業上市

步伐和融資效率加快，尤其是 50 強企業表現非常搶眼。

Worldwide News
內地創新藥研發公司真實生物科技已成功闖關，並於港交所上

載初步招股文件。真實生物科技的核心產品：阿茲夫定為具有

廣譜抗病毒活性的創新藥物，已獲國家藥監局附條件批准，用

於治療愛滋病患者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真實生物科技於今年首 5 個月錄得虧損 2.18 億元人民幣，去年

同期虧損 6,867.4 萬元人民幣。

生命科技青年會 設百萬獎學金

生科創企50強 評選啟動

香港生命科技青年會設百萬獎學金，培養青年人才。

新冠疫情之下，相關藥物企業當時得令。

台灣重視生物科技發展，近年投資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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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研究：豬器官「起死回生」

「漸凍症」治療 現新曙光
漸凍症的學名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又稱「盧伽雷氏症」。據

統計，全球有超過 70 萬人罹患漸凍症，當中香港約佔 500 人。目前已獲

批的漸凍症治療藥物只能延緩部分症狀，卻未能阻止機能喪失，因此仍屬

無法治癒的絕症。

香港科技園公司夥伴企業、由端到端人工智能 (AI) 驅動的藥物研發公司

英矽智能 (Insilico Medicine)，早前宣布成功利用其專利人工智能靶點

發現平台 PandaOmics，發現多個針對漸凍症的潛在治療靶點。研究由英

矽智能香港團隊，與漸凍症研究項目團隊 Answer ALS 合作完成。

最近台灣舉行了「2022 亞洲生技展」，其中焦點之一，是中科館計的

十大亮點廠商：藥華醫藥致力於新藥研發並打造相關技術平台，為癌症

治療帶來新希望；正瀚生技以植物生長調節劑及專業微量元素肥料，展

現智慧農業；銘安科技聚焦環境友善產品技術，開發全球最先進可堆肥

材料產品。

台灣利得專注未來牛樟芝新藥研發，將產業應用提升至更高層次；伊達

醫材有創新醫療光電檢測及雷射照射治療設備；昱展新藥長效緩釋注射

針劑，助病患恢復日常生活；朗齊生物抗癌新藥及多靶點抗癌新藥的開

發，取得全球專利。

另外，伊莉特結合生物科技、化妝保健品乃至醫美專業領域；新力旺精

工展現以三智二機提供整廠智動化整合服務；如陽科技標榜減速馬達生

產專家，產品在自動化、醫療、能源等領域多所應用。

Worldwide News
美國科學家最近發表研究結果，成功讓豬死去一小時後，透過泵入特

製溶液，恢復主要器官及細胞部分功能。有關技術可望未來用於人類，

增加移植器官數量，並為醫生爭取更多時間救治遇溺或心臟病發而身

體缺氧「死亡」者。

當哺乳動物心臟停止跳動，身體就會缺乏氧氣和生存所需的營養物，

然後器官會膨脹，血管崩塌，細胞開始死亡。但是耶魯大學研究員成

功在死了一小時的動物身上「扭轉」了這種損害。這支團隊 2019 年曾

在豬被殺 4 小時後，成功恢復豬腦中的細胞功能，震驚科學界，今次

他們調整了這種名為 OrganEx 技術，並將之用於豬的全身。

亞洲生技展 尖端醫療科技亮相

豬器官可起死回生，震驚科學界。

目前漸凍症治療藥物只能延緩症狀，
新技術為病人帶來希望。

生物科技業界，華人進行的新科研不
斷有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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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iotmoment.com/

http://www.biotmo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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