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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消息 累急跌重磅消息 累急跌

投資市場在 9 月份，重磅消息不離美

國 總 統 拜 登 (Joe Biden) 在 9 月 12

日簽署的行政命令，這個消息幾乎震

散生物科技股板塊。驚魂甫定但大事

未了，《BioT 投資先機》今期探討事

件前因後果，並綜合大行意見，預示

後市走勢。

另外在今期人物專訪中，本刊訪問了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Jones Day) 合

夥人周致聰律師，看到生物科技 + 法

律服務兩個範疇，看似風馬牛不相及，

但卻產生了巨大協同效應。

舉一反三，生物科技在國策之下高速

成長，各行各業自有不同協同效應，

商機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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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股份之中，主要收入來自北美 CRO( 合

同研究組織 ) 的服務龍頭企業：藥明生物 

(2269)、藥明康德 (2359) 的股價曾達雙位數

跌幅，泰格醫藥 (3347) 更創上市新低，康龍

化成 (3759) 曾跌 14.7%。

美中公司 未禁業務 

隨後美國白宮在 9 月 14 日，進一步公布生

物科技產業投資計劃的細節，說明美國對該

領域投資超過 20 億美元 ( 約 156 億港元 )。

但最重要一點是：白宮公告中未有禁止美國

和中國公司之間開展業務。生物科技股板塊

因此呈喘定形態。

綜合而言，拜登簽署的行政命令，是啟動國

家生物技術和生物製造倡議，以降低美國對

國外、特別是對中國的依賴。新政涵蓋範圍

包括新藥、生物燃料、人體組織和食品等等，

允許將資金用以使用微生物和其它生物衍生

資源來製造新的食品、肥料和種子，以及採

礦作業。該計劃還將投資醫療領域，尋找到

新的技術突破，如預防癌症的疫苗，或可以

在年度體檢中發現癌症的血液測試。

大行修正 後市看法
隨白宮公布上述計劃細節後，各大行修正對

後市看法。市場普遍預期，拜登新政在短期

拜登震散 生物科技股
美國總統拜登 (Joe Biden) 在 9 月 12 日簽署行政命令，要促進美國生物科技行業發展，減低對

中國的依賴。消息一出，市場解讀為美國要封殺中國生物科技行業，HSI的生物科技股板塊急跌，

恒生滬深港通生物科技 50 指數在 9 月 16 日，更見全年新低 4,280 點。

美國總統拜登美國總統拜登
(Joe Biden)(Joe B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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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或影響市場氣氛，但對生物製藥企業長遠

影響可控。

野村發表報告認為，美方落實的行政命令

涵蓋廣泛領域，並非針對中國生物技術或

CRO。從拜登相關行政命令、白宮的生物技

術和生物製造峰會中所知，美方相關行動對

中國生物技術和 CRO 影響有限。事實上，在

中國從事 CRO 行業的股份已呈超賣，野村料

行業將獲得一些進展。

里昂亦發表報告，指出美國白宮公布的美國

生物技術和生物製造倡議，當中倡議投資 20

億美元於生物製藥行業，並未提到有禁止中

美兩國的公司之間開展業務。里昂認為，在

中國的醫藥研發與生產合同外包 (CXO) 企業

如泰格醫藥、藥明康德和藥明生物，有可能

在整個周期下做得更好。

摩根士丹利則指出，美國不太可能採用直接

禁止投資中資藥企的做法，相信中線對藥明

生物影響有限。瑞信認為，美國推動本土生

物技術，對中國的影響遠較晶片法案小。

行業受壓 無可避免
不過，內地媒體 MedTrend( 醫趨勢 ) 表示，

美國這項倡議 ( 拜登新政 ) 如果進展順利，

勢必影響中國醫藥外包 (CXO) 產業的營收。

發言人分析，中國上市醫藥外包公司包括藥

明康德、康龍化成、泰格醫藥、凱萊英等，

海外營收佔比超過五成，藥明康德的海外營

收甚至超過八成，其中很大部分來自美國。

資深投資者曾淵滄表示，有理由相信，在美

國步步進逼之下，中國會適當地推出一些政

策保護水平較高的生物科技企業。但無可避

免，不單是通訊，生物科技或是任何其他科

技，今後中國都得面對美國的壓力，因此高

增長、高 PE 的過去也應該不再會有，接下

來是自力更生，以內銷市場為依歸。

iFast Global Markets 副總裁溫鋼城說 :

「( 新政 ) 由起草至提交國會，很多時候會

折騰一段時間，意味會拖一段時間，對他們

的股價來說，暫時何時會見底？如果真的沒

有美國這市場，會否連歐洲那邊都沒有？始

終對於這個行業短期發展前景，的確有一定

壓力存在。」

CXO與 CRO
CXO (Contract X Organization) 俗稱

醫藥外包，主要分為 CRO、CMO/CDMO、

CSO 三個環節，分別服務於醫藥行業的

研發、生產、銷售三大環節，可理解為

研發外包、生產外包、銷售外包。

合同研究組織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 起源於美國 20

世紀 80 年代，它是通過合同形式為

製藥企業、醫療機構、中小醫藥醫療

器械研發企業、甚至各種政府基金等

機構在基礎醫學和臨牀醫學研發過程

中，提供專業化服務的一種學術性或

商業性的科學機構。

按照工作的性質，CRO 大致分為臨牀前

研究 (Pre-Clinical)CRO 和臨牀研究

CRO。臨牀研究 CRO 以接受委託臨牀試

驗 (Clinical Trial)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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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甫出行政命令，生物科技股即時

受壓，業界龍頭股藥明生物 (2269)、藥明康德 

(2359)受影響最大，因為公司CRO(合同研究組織)

方面的主要收入來自北美。面對股價下挫，公司管

理層及各大證券行均發言護航，安撫市場情緒。

藥明生物管理層近日表示，對於公司股價下挫，

只是市場對美方啟動國家生物科技和生物製造倡

議，反應過度，並認為該倡議應被視為一項中立

政策。發言人透露，公司可能會在必要時調整其

資本支出計劃，並指生物技術和製藥公司更關注

服務提供商提供的價值，而不是政治問題。

證券界大和表示，藥明生物管理層有信心留住美

國客戶，因為 CRO/CDMO( 生物製劑的委託開發製

造 ) 市場，均以服務質量為導向。美國的生物製

造成本高於中國，如果美國生物技術和製藥公司

選擇在美國國內生產，估計利潤率會承壓。

短期困擾  生物科技業
海通國際亦表示，拜登新政在短中期而言，對藥

明生物的影響有限，因新政並未有任何具體落實

細節，亦未曾提及對中國生產的限制，只是計劃

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而藥明生物國際化布局充分，

在歐洲、美國、新加坡均有產能。

不過，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認為，

由於中資企業的 CXO 產業鏈，已進入全球生物製

藥市場，今次行政命令對行業造成的震盪亦不宜

輕視，預期有關消息短期內仍會困擾內地生物科

技行業，相關股份暫宜觀望。

她提到拜登新政是繼「芯片與科技法案」之後，

美國政府又接連出招之作，顯示中美已由科技戰，

可能擴大至生物科技領域。

《晶片法案》難作比較
美國總統拜登於 2022 年 8 月份，簽定了擾攘華

府多時的《2022 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下稱晶片法案 )，此巨額法

案致力補貼廠商在美國自家製造晶片，同時明令

限制獲資助的半導體企業在中國投資。

《晶片法案》是美國國會兩院通過、拜登簽署的

法案，而最新支持生物科技的文件只是拜登單獨

簽署的行政命令，文件沒有如《晶片法案》般明

文提及中國。市場預料在拜登新政下，美國生物

科技企業會繼續在中國或其他地區，繼續外判工

作以降低成本。

但站在投資者角度，美國與中國雙方政經角力，

對市場是壞多於好，因為無風可起浪，市場就會

作最壞假設。今次拜登新政，最新受害者是中國

的生物科技公司。

驚魂甫定 大行保駕護航驚魂甫定 大行保駕護航

藥明生物 (2269) 是香港首批上市的生物科技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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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鋒資本朱晉橋：投出了中國首個新冠口服藥
倚鋒資本（EFUNG CAPITAL）成立於2012年，是一家立足深圳、面向全球的專業生物醫藥投資機搆，朱晉橋
為創始人、董事長。截止目前，已成功投資逾80個醫療健康領域項目。尤其是港交所18A政策出台，科創板
開閘後，倚鋒資本因命中微芯生物(688321·SH)和普門科技(688389·SH)而聲名鵲起，陸續發掘並深度投資了
亞盛醫藥-B(06855)、前沿生物(688221·SH)、亞虹醫藥-U(688176·SH)、和元生物(688238·SH)、真實生物等
境內外優質企業。

朱晉橋  倚鋒資本創始人、董事長

朱晉橋表示，一個投資人如果能夠賺到超出市場平均水平
的錢，那麼意味著這個投資人身上有三個核心特質：一是
孤獨的選擇，二是勇敢的決定，三是獨到的認知。他認為
投資人想要追求卓越的成績，就必須向外遠眺，向內求索
。往往只有承受住這種孤獨的投資人，才能從更高、更遠
、更深的角度去思考人性，梳理邏輯，明確自我的風險閥
值，定位自我的投資策略。

朱晉橋堅定看好生物科技行業發展，“生命健康是人類永
恆的話題，生物醫藥是比互聯網更大的未來。”

創投先鋒 狙擊爆款

中國投資圈，朱晉橋是名副其實的生物醫藥創投先鋒。

早在2001年，朱晉橋就以個人名義投資了邁瑞醫療。這筆
經典投資案例讓朱晉橋賺到第一桶金的同時，也堅定了他
專注生物醫藥投資的決心。“這件事情可以當成一輩子的
事業來奮鬥。”自此，朱晉橋邁入醫療健康賽道，並且專
注地在這個領域不斷地深耕細作。

微芯生物、前沿生物、亞盛醫藥……投資旅程中，朱晉橋命
中了一批醫藥獨角獸。精準投資項目的卓越眼光讓朱晉橋
在業內做得風生水起，多次榮膺中國最佳創業投資人、中
國醫療健康行業最佳投資人、中國金融年度人物等獎項。

尤其是發掘並多輪重磅領投真實生物，投出中國首個新冠
口服藥阿玆夫定，堪稱其投資生涯中的經典一役。

2020年，真實生物自主研發的阿玆夫定作為全球首個HIV
病毒逆轉錄酶與輔助蛋白Vif雙靶點抑制劑藥物，正在開展
關鍵的Ⅲ期臨床試驗。新冠爆發後，作為抑制新冠病毒復
製的代表性藥物，阿玆夫定抗新冠Ⅲ期臨床試驗又迅速在
中國、巴西、俄羅斯三地啟動。

這在展現團隊卓越研發實力的同時，也給企業帶來了更大

的人員、資金、運營等多方面的壓力—作為創新藥企，真
實生物持續研發資金需求巨大，一度賬面資金緊張，融資
迫在眉睫。

恰逢其時，倚鋒資本慧眼識珠，向真實生物拋出了橄欖枝
。“我曾多次約見真實生物研發團隊，從核心技術到團隊
構成，再到產業鏈現狀和目標市場，一聊就是幾個小時。
”朱晉橋記憶猶新道，公司投資團隊還數次奔赴河南平頂
山進行實地調研，力圖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地了解真
實生物。

倚鋒資本深入調研後發現，真實生物擁有多款自主研發的
新藥，產品管線豐富，同時還擁有世界級的創新藥研發團
隊，核心研發人員均來自世界知名製藥企業，具備深厚的
醫藥產業科學積澱與資深的新藥研發經驗。研發團隊領軍
人物杜錦發博士深耕抗病毒領域多年，曾經發明並領導開
發了革命性丙肝治愈藥索非布韋。

在真實生物融資遇冷之際，朱晉橋始終堅持核心的價值投
資導向，連續兩輪進行領投：2020年11月，獨家領投真
實生物A輪融資；2021年8月，再次領投真實生物1億美元
B輪融資。正如朱晉橋所言，“即便99%的機搆不投，我
們也要做那堅定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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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在2022年7月25日，阿玆夫定不負眾望作為中國首款
新冠口服藥獲批上市，為抗擊新冠疫情，保障社會經濟生活
的正常秩序貢獻堅實的力量。8月4日，真實生物也正式向港
交所遞交了IPO申請。

如今，倚鋒資本投資戰績上又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真
實生物僅是其投資抗疫版圖中的一員。

倚鋒資本抗疫版圖

朱晉橋坦言：“我們投資項目分為三大類:一是明星企業，佔
比50%；二是隱形冠軍，佔比40%；三是爆款，佔比10%。
”在朱晉橋看來，眼下最核心的追求是發掘並投資更多的“
真實生物”。

發掘標的 四合理念

縱觀倚鋒資本發掘並多輪重磅領投真實生物的過程，與朱晉
橋長期踐行的“四合理念”息息相關。所謂“四合”，一是
合適的團隊；二是合適的事情；三是合適的時間；四是合適
的價格。換而言之，挑選合適的團隊做合適的事情，合適的
時間以合適的價格投資。

朱晉橋認為，投資就是投人。在生物醫藥賽道上，研發經驗
豐富的團隊是優質投資標的必備的要素之一。只有這樣，這
家創新藥企才能深刻理解行業，才有強大的商務能力和長遠
的戰略眼光。“以創業者為中心，以價值創造者為本。”一
家創新藥企未來價值的高低、成長空間的大小、社會貢獻的
多少，都取決於團隊本身。

“生物醫藥投資就像賭石，看懂了，里面就是價值連城的玉
石，看不懂，裏面就是分文不值的石頭。”朱晉橋進一步闡
述道，生物醫藥投資不僅要精準判斷臨床價值，還要注重技
術壁壘。我們投資生物醫藥，不是簡單地投資概念，而是投
資項目科學嚴謹的理論原理、扎實的實驗和臨床數據。

作為專注生物醫藥投資二十餘年的創投老兵，朱晉橋深知
做醫療健康投資要堅持真正的價值投資，更重要的是要特
別有耐心。而且實業出身的朱晉橋更能對創業公司的境遇
感同身受，更能設身處地的為企業思考和賦能。“懂你的
人比愛你的人更重要。”在他看來，一個好的資本，就是
最懂企業的人，長期陪伴企業成長並在合適的時刻伸以援
手。

現如今已是“知本經濟”時代，只有尊重創新、投資原創
的企業才能走得長遠。“我們在投資時會避開熱門的賽道
，另僻蹊徑，專注在細分領域發掘龍頭企業。”

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和元生物。朱晉橋透露了當時的投資
情境：“2018年底，公司團隊在投資研討會上一致認為基
因治療領域潛力巨大。同時，我們也認為基因治療上游領
域，比如說基因檢測已經很成熟，缺少投資機會；而下游
領域，企業發展均處於早期，投資風險太高。”

即便如此，倚鋒資本還是敏銳地嗅到投資機會。“基因治
療領域的科研機構和藥企對病毒載體的需求非常大，因此
我們將投資重心放在行業中游，重點關注基因治療CDMO
領域，連續兩輪投資和元生物。”目前，和元生物已經成
功在科創板IPO，成為細胞與基因治療CDMO第一股。

堅守初心 勇攀高峰

“要讓中國人吃上自己的救命藥。”2001年，朱晉橋抱著
這個想法成功投資了邁瑞醫療，並且搭建了一支由國內外
頂尖院校的生物醫藥專業博士組成的投研團隊，開啟了專
業化全球生物醫藥投資之旅。

2022年，朱晉橋仍舊堅守初心。資料顯示，2021年，中國
審批新藥數量為24個，其中，倚鋒資本早期所投企業旗下5
款重磅1類創新藥獲批上市，佔全國上市創新藥總數的
20.83%，覆蓋了乳腺癌、艾滋病、白血病等臨床治療需求
。這組數據大大彰顯了倚鋒資本在原創新藥領域卓越的投
研實力。朱晉橋強調，無論世界如何更迭，格局如何變化
，只有堅守主航道的企業才能在時代浪潮中屹立不倒。無
論是投資人還是企業家，都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

未來，朱晉橋還將繼續率領倚鋒資本堅守生物醫藥主航道
，開疆拓土 ，勇攀高峰。

(本版內容由客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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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跟法律服務兩個範疇，看似風馬牛

不相及，但因為中央兩套紅頭文件，令這兩

個界別產生了巨大協同效應。有香港律師 13

年前己先知先覺涉獵兩大界別，見證行業崛

起，並預示行業將踏入高速成長期，國策之

下應捉緊商機。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Jones Day) 是一間

跨國公司，專業為企業提供法律代理服務，

周致聰是公司合夥人之一。他於 2009 年開

始，已經涉獵生命科學 + 法律服務業務，是

香港第一批從事這個專業範圍的人士，過往

13 年，他親歷行業茁壯成長，並形容行業

發展方興未艾，生命科學業對法律服務的需

求，前境有無限可能。

一般而言，生命科學業界在營運過程中，皆有

需要到法律代理服務，例如集資 / 融資過程的

法律代理工作，保障知識產權、企業配股和重

整、國際訴訟和仲裁等等。對法律服務業界

而言，有兩份政策文件最值得參考，分別是

2015 年國務院頒發《關於改革藥品醫療器械

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以及 2022 年國家發

改委發布的《「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

紅頭文件 孕生態圈 

周致聰指出，上述的《意見》紅頭文件猶為

重要，徹底改變了行業生態，將行諸多年的

「仿製藥主流」，轉為鼓勵業界創新藥物，

藥物審批制度也改弦易轍，實行打擊虛假數

據，快速處理積壓藥物審批。他形容當時新

政對業界猶如分水嶺：「國策之下，催生的

產業園、新公司如雨後春筍，資本力量推動

了整個行業發展。」

生命科學 法律服務 拍住上生命科學 法律服務 拍住上

周致聰是本地首批涉獵生命科學 +法律服務業務的專才。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人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人

周致聰周致聰



國策在內地掀起新的一章，在香港亦立下

新里程。香港聯交所在 2018 年新增《第

18A 章》，允許未有收入或利潤的生物科

技公司上市，香港成為越來越多生物科技

公司的首選上市地。另外於 2021 年 12 月，

聯交所設立全新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

上市機制。

法律服務 業界受惠
周致聰指在短短三年，已經有逾 40 間生物

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SPAC 推出後亦有四

間公司上市，足證明行業正在迅速發展。

「對於法律服務業界來說，我們是受惠的一

群，因為可預見生命科學行業發展越蓬勃，

對資金的需求更大，相關法律服務將有增無

減。」周致聰說。

對於近期在資本市場上，生命科學板塊似遇

冷鋒，周致聰對此不以為意，他指任何行業

皆有周期性及調整期。廣義而言，在全球新

冠病毒疫情下，生命科學行業板塊如同其他

行業一樣，要進入調整期；狹義而言，生命

科學業界要面對汰舊換新，或尋求轉型再發

展。但周致聰認為，行業正處於黃金發展

期，這個態勢錯不了。他笑說：「現時香港

為亞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集資中

心。資本市場的資金講明一切。」

港美集資 各有優點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是跨國公司，提供服務

的範圍遍及美洲及歐洲，對美國集資市場具

相當經驗。對於業界近年有聲音指，公司在

美國上市集資較易，香港較難。周致聰坦言

自已非投資銀行專業，不應就此發表意見，

但若從法規角度，他會集中處理企業在當地

上市時，是否合乎當地上市法規要求、合規

經營、盡職審查及智識產權等事宜。

周致聰說按個人工作經驗，他認為香港法

規完善且執行嚴謹，監管當局是採取主動

監管角色，投資者可較為放心；相反美國

上市分三級制度，當地監管是側重披露為

主，以市場及股東來監管上市企業，小股

東可引用集體訴訟來保障投資者，可謂各

有擅長。不過，他善意提醒投資者，生命

科學企業在美國上市雖較為容易，但上市

後業務若不合美國水土，成交量長期偏低，

這些都要考慮清楚。

大灣區 大商機
2019 年，國務院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當中明確要推動大灣區優質醫

療衛生資源緊密合作，並優化區域創新環

境，培育壯大生物醫藥、高端醫學診療設

備、基因檢測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周致聰對

此持樂觀期許心態，並指出這是香港法律服

務界的商機。他總結了四項業務需求：

● 內地生命科學企業來港集資 / 融資，需

求本地法律支援服務

● 申請知識產權保護研發項目，中港、外

地有不同法規需求

● 大小企業跟外國司合作，需求跨國法律

支援服務

● 外國企業引進研發項目到中國，對法律

服務有需求

周致聰指出，生命科學產業正在急速成長，

生態圈可謂瞬息萬改變。他估量現時只是

一個開始，期望可跟業界一起捕捉這個行

業的黃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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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GMS) 是建基於湄公河流域的區域經濟合

作機制，參與的國家有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

緬甸和中國。GMS 始於 1992 年，30 年後即 2022 年，

這個機制慶祝成立30周年，中國總理李克強更宣布，

中國將在 3 年後主辦 GMS 第八次領導人會議。

GMS 六國早前達成「GMS 2030 宏觀規劃」，加

快次區域鄉村發展轉型，支持農村婦女工作和邊

境地區發展。規劃重點在防治空氣、水質污染，

以及生態系統管理等合作，共同實施好大湄公河

次區域核心環境的第三期項目，以綠色技術應對

環境和氣候變化挑戰。

在「GMS 2030 宏觀規劃」中，最值得提的是泰

國。他們欲成為 GMS 區域的醫療及旅遊融資中

心，泰國政府在 GMS 領導人會議中提出三項政

策以配合：優環境、促創新、暢融資。

政府政策 積極進取
為支持境內外的醫療及旅遊中小企業到 GMS 發

展，泰國政府對境外企業到本地投資發展，提供

投資補貼政策。2022 年泰國政府更新了投資「優

惠套餐」，在當地投資的企業不僅可享受「稅收

減免優惠」，還可獲「非稅收補貼優惠」。

2022 年初，泰國提出的「泰國工業 4.0」經濟

泰國攻泰國攻醫療醫療旅遊旅遊

值得借鏡值得借鏡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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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的投資氣氛，由上到下；由政府

政策到家族財源，都足以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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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戰略，加上東部經濟走廊建設項目成為

GMS/ASEAN 各國投資者關注焦點，並為擁有

IP 的科技 (Hi-Tech) 或生物 (BioTech) 提

供投資優惠政策，加深投資者了解東部經濟

走廊建設。凡此種種，皆為中國企業進入泰

國市場創造了一定條件。

特別看好 科技企業
2022 年初，泰國投資委員會允許「境外的擁有

IP 的醫療及旅遊」科技中小企業，在該國設

立的國際商務中心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re，IBC)以及輔助投資與貿易業務(Trade 

&Investment Support Office，TISO) 參與更

多金融活動。

泰國的 IBC 計劃提供各種非稅務優惠，例如

允許向海外匯出外幣、購買土地或引進外國專

才、鼓勵「境外的擁有 IP 的醫療及旅遊」科

技中小企業，在泰國的建立區域或全球中心。

這和 TISO 有些分別，TISO 規限不得自行開展

商業活動，但可協助推動在泰國的投資項目。

泰國擅養 初創獨角獸
獨角獸 (Unicorn) 原為希臘神話中一種傳說

生物，形象通常為頭上長有獨角的白馬，是

稀有的品種。後來獨角獸的概念被用來代表

估值達 10 億美元以上的初創企業，意指這

些企業在投資市場上相當稀有。獨角獸是一

個經濟體的風向標，在媒體追捧、資本追逐

下，2022 年獨角獸企業數量繼續上升。

獨角獸的湧現原因之一，是因為有資本推波

助瀾。市場資本給與泰國企業有更便捷的融

資機會。泰國提出的三項政策「優環境、促

創新、暢融資」，令投資者有分享成長紅利

的機會。

泰國的資金池及財富家族，對「擁有 IP 的技

術和投資」帶來的收益，會感到非常振奮。

有些財富家族欲加大投資額，特別是新興的

生物科技行業，期望可從中獲得「第二曲線

收益」，又或以這些盈利來對沖受疫情影響

的生意，例如酒店、餐飲等傳統服務類行業。

投資氣氛 由上到下
有些泰國的財富家族，其思路類似中國的企

業家族，注重交班傳承。但新生代家族繼承

人未必對父輩的事業感到興趣，財富家族擔

憂後繼無人，因此更肯投資「獨角獸」以保

障家族資產。

創立一家「擁有 IP 的技術和投資」的獨角

獸，是不少創業者的夢想，但成功的獨角獸

例子有限，無數企業在成長路上要被迫丟盔

棄甲。泰國的投資氣氛，由上到下；由政府

政策到家族財源，都足以借鏡。

泰國經濟特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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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氣氛沉悶，作為二線板塊的生物科技企業，

股價也需偃旗息鼓「唞一唞」。恒生滬深港通生

物科技 50 指數表現疲弱，投資者宜審慎行事，

靜待指數重回 5,000 點水平，才決定是否進場。

筆者在 此欄曾推 薦若 干股份，其中歌禮製

藥 -B(1672) 最值得留意。

歌禮製藥 -B 早前公布的中期業績，其實現營收

3,821.8 萬元 ( 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 4.6%。

而虧損為 8,799.8 萬元，同比減少 20.6%。至

於研發開支方面，大幅上升 60% 至 1.19 億元。

就初創企業而言，持續的投入以豐富產品管線

及加化商業化，應是理所當然。港交所對生物化

技板塊的扶持，亦為產生橋樑作用以協助尋找

資金投入。但成敗得失，也需靠個別企業的自身

實力及財務管理。

目前為止，歌禮製藥 -B 在這方面仍處於優勢，尤

其仍持有 24 億元現金，足夠公司未來 5 年的研發

開支，以執行公司固有的發展規劃 ( 詳見另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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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偃旗息鼓 
靜待5000點水平 再戰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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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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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3.13% -29.17% -21.95% 30.07 0.79%

2022-05-26 低見 4,352 點

2021-09-30 高見 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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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份股份推荐
●歌禮製藥-B(1672)

升破3.65元(港元‧下同)追入，看4.5元水平。嚴守

3.5元止蝕。

●和黃醫藥(0013) 

以19.1元止蝕，上看25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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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06 高見 2,264 點

歌禮製藥 -B(1672) 在藥品商業化方面，  截至年

內 6 月底，企業坐擁四種產品，包括戈諾衞 ( 達

諾瑞韋 )、新力萊 ( 拉維達韋 )、派羅欣及利托那

韋。公司財報顯示，公司收入來自於 (1) 派羅欣

的推廣服務；(2) 新力萊 ( 拉維達韋 ) 聯合戈諾衞

( 達諾瑞韋 ) 的全口服治療方案的產品銷售；及 (3)
利托那韋的產品銷售。

由此可見，公司增長步伐相當清晰。特別是利托

那韋，其銷售放量可令公司步入首階段收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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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 3 月已通

過代理商，向歐洲多國遞交了上市許可申請。同

時亦正跟大型跨國製藥公司，商討在內地及全球

的商業化供應合作。

以上述藥品為基礎，歌禮製藥 -B 在抗病毒藥物

生產開發上的國際市場地位，可顯著提升。僅作

為開端，公司亦已建立起專注於病毒性疾病、非

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 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及腫瘤

等藥品的廣泛管線。

另外，新冠疫情仍是全球難題，按世衞 WHO 數

據顯示，截至 2022 年 8 月初，全球確診者數目

已超過 5.7 億人。上月歌禮製藥 -B 宣布，其口服

抑制劑 ASC10，已經獲得美國 FDA 批准，在輕

度至中度新冠患者中開展 Ib 期臨牀試驗。

ASC10 臨牀前數據表現優異，在猴子中的活性

代謝物暴露量，達到了默沙東莫努匹韋的 2.1 倍。

此證明其擁有較好的藥性。預計 ASC10 最快可

於 2023 年 7 月遞交上市申請，參考莫努匹韋一

季度能實現 32 億美元收入的水平，其日後可望

為歌禮製藥 -B 賦予更佳業績。

歌禮製藥 擁四隻金蛋
加快商業化 利潤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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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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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3.95% -43.71% -26.22% 441.89 1.14%



1616   BioTech   BioTech  投資先機投資先機

跨國科技公司默克（Merck）宣布，與香港科

技園公司啟動一項培育計劃，協助「數碼醫

療方案」的「生物醫學科技」初創企業發展，

旨在透過推動數碼醫療，為人類帶來貢獻。

項目取名為共同培育計劃（Co-incubation），

為期 3 年，將在科技園公司現有的生物醫藥科

技培育計劃下運作，可為初創企業提供高達

600 萬港元的融資及其他投資機遇，更可連結

科技園公司的生物醫藥群組及使用科學園的實

驗室設備，將創新意念轉化成商業成果。

上述計劃建基於市場需求而產生。隨着病

人、醫療服務供應商及其他持份者，日益對

治療過程數碼化的需求增加，科技園公司和

默克期望為初創企業創造嶄新研發機遇，引

領創新數碼方案，當中包括但不限於數碼療

法、可穿戴式電子設備、人工智能（AI）藥

物研發等，以應對未滿足的醫療需求。

項目商業化 利受眾
香港科技園公司的「轉化研發所」支持整項計

劃，這個橫跨生態圈的平台專注於加速將生物

醫藥科研轉化成具影響力的創新成果，從而推

動醫療保健的改革轉型。默克方面，將提供深

入的行業見解，並協助高潛力初創與「默克創

新中心」的戰略夥伴及不同業務部門建立連

繫，共同探索新興市場的發展機遇。

是次合作，顯示了科技園公司和默克有機會

在其他領域作進一步合作，例如智能製造及

電子行業等。

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表示：「是

次合作計劃為孕育突破性理念提供理想環

境，涵蓋從科研到產品推出市場並產生積極

影響等不同階段，以達至香港成為世界級生

物科技中心的願景。」 

默克香港董事總經理余文慧表示：「香港的創

新潛力無窮，而數碼醫療的創新趨勢正在重塑

未來的醫療。我們期待看到這個計劃能產出令

人振奮的創意想法，進而造福有需要的病人，

對於更廣泛的社群產生正面的影響。」

科技巨企+香港科技園 育初創科技巨企+香港科技園 育初創

科技園 CEO 黃克強（前排左一）及默克香港董事總經理余文慧（前排右一）

簽署合作協議。

行業龍頭 默克
默克是一間橫跨醫療保健、生命科學與電

子科技三大領域的企業，目前約有 6 萬名

員工，公司致力開發為人類生活帶來正面

影響的高科技。從推進基因編輯技術發展，

到醫治最難對抗的疾病，甚至是發展未來

智慧裝置。於 2021 年，默克整年度財務表

現達 197 億歐元 ( 約 1,538 億港元 )，業

務遍及全球 66 個國家。

默克從 1668 年成立，核心理念是科學研究

與企業責任。作為創始人，默克家族仍持

有大部分的股份。位於德國達姆施塔特的

默克集團，擁有默克（Merck）的公司名稱

和品牌的全球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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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全新的「食品未來科技館」

在 9 月開幕，展出多款全球領先的食品加工嶄

新技術，部份更榮獲國際科研獎項。

科技館的第一批展品，展示了由生產力局開發

的食品加工科技，包括「超聲波輔助解凍技

術」、「高壓殺菌技術」、「CAPfresh 冷電

漿食品滅菌技術」及「液態冷凍技術」。

CAPfresh 獲獎項
科技館有不少食品加工技術是「香港首創」、

甚至「全球領先」，其中「CAPfresh 冷電漿

食品滅菌技術」更在美國舉辦的「百大科技研

發獎」中獲得獎項，反映香港的科研能力已達

到世界級水平。

這個全港首個展示食品科技原型的平台，展現

供應鏈中不同流程的先進科技，藉以為業界提

供實地考察及技術試驗的平台。館內展示的科

技將定期更新，向食品行業介紹最新的技術。

在開幕禮上，怡加新 ( 香港 ) 實業有限公司董

事陳嘉新表示，公司每周生產約 8,000 支粟

米汁。智能生產線能大幅提升產能，改進了殺

菌技術。

聯泰香港鮮蛋液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楊金炎表

示，傳統生產鮮蛋液的工序需依靠人手完成，

智能化生產後，產能大幅提升 2 至 3 倍，同時

減省勞動密集型工作、生產時間及人為錯誤。

「食品未來科技館」展示獨家技術「食品未來科技館」展示獨家技術

食品業界領袖在「食品未來科技館」開幕禮上，講述食品科技的發展，鼓勵同業邁向先進製造。

「食品未來科技館」開幕，展出多款全球領先的食品加工嶄新技術，部份更

榮獲國際科研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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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未來科技館」展品「食品未來科技館」展品

CAPfresh 冷電漿食品滅菌技術」在美國舉辦的「百

大科技研發獎」中獲得獎項，足證香港的科研能力

已達到世界級水平。

「高壓處理」是應用於包裝食品的冷加工殺菌技術，

在常溫之下利用超高壓力（300 至 600Mpa）把包裝食

品加壓，破壞微生物的細胞膜，令食品裡面的細菌死

亡或失去活性，達到殺菌或抑制生長的效果。同時，

高壓處理亦導致蛋白質變性，令食品中的酵素失去活

性，因而減低食品腐壞的機會。此技術可有效延長食

品的保質期，同時保持原有的營養價值和味道。

超聲波輔助解凍技術利用超聲波的熱效應，在解凍過程中

超聲波的振動能轉變為熱能，使介質內部溫度升高，急凍

食品得到解凍。此技術能有效減少食品解凍所需時間至少

60％，亦能保障食品品質及安全。

冷電漿滅菌系統是一種非加熱型物理的滅菌方式，利用高

活性帶電粒子破壞食品表面的細菌及胞子達至滅菌的目

的。此方法能有效在 3 分鐘內，無須加入任何防腐劑，便

可延長水果、沙拉蔬菜等新鮮食品的保質期高達 300%，

減少在乾燥香料及乾燥堅果上的平均微生物數量高達對數

值 3.5 (log) 及 2.8 (log)。這證明了無需化學加工，

依靠乾燥消毒技術亦可有效地延長新鮮食品的保質期。

CAPfresh 極限保鮮—— 改革的新鮮食品冷電漿滅菌系統

高壓殺菌技術 超聲波輔助解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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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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克生物 購上海同業

諾誠健華 滬港A+H上市
生物醫藥科技公司諾誠健華（上交所 688428；港交所 9969）9 月 21 日在

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上市，諾城健華由此成為上交所科創板、港交

所兩地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

諾誠健華計劃將科創板發行的募集資金，淨額投入到新藥研發、藥物研發

平台升級、行銷網路建設、資訊化建設以及補充流動資金專案。

中國生物科技（8037）公布，已經委任專業人士評估將公司證券由聯交所 GEM 轉往主板上市的可能性。公司

有待可能轉板事宜，向聯交所作出正式申請。公司將會在適當時候就可能轉板的進度另行發表公告。

中國投資開發 (0204) 公布，公司與中國平康集團、重慶申泰科技發展簽訂戰略合作意向書。公司認為，該

意向書擬進行的戰略合作符合集團長期發展目標及業務發展策略，並可為雙方帶來潛在的利潤增長點。

中國平康集團是一家大健康生物科技集團公司。重慶申泰科技發展是一家以電商平台，實體業家務包括生物

科技。

據《2021 年中國獨角獸企業研究報告》，全中國 301 家上榜企業中，江蘇共有 25家獨角獸，數量居全國第五。

值得關注的是，在新能源和生物科技領域，江蘇獨角獸企業表現突出，數量均居全國第一，並佔較大份額。

獨角獸企業，指成立時間不超過 10 年、且估值大於 10 億美元的企業，其三大核心特徵是創新性、高潛力性

及高成長性。

Worldwide News
總部位於香港科學園的醫克生物集團 (Immuno Cure BioTech) 宣布，收購上海塔瑞莎健康科技 92.6% 的股權。 

醫克生物集團專注於 DNA 核酸疫苗和免疫治療產品的開發，部分產品已經進入臨床試驗階段。塔瑞莎是中國細胞

電導入技術（EP）和相關設備開發的先驅。

上述交易將以現金和股票結算，擬在監管機構審批後完成交割。上海塔瑞莎的股東將換取醫克生物約 1.5% 的股

權，而塔瑞莎 EP 電導入技術的發明者徐宇虹教授，將繼續持有上海塔瑞莎的 7.4% 股權。

中國生物科技（8037）轉主板

中國投資開發 拓大健康產業

江蘇獨角獸 數量全國第一

諾誠健華從事生物製品研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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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隻 複製北極狼

台灣銘傳大學  發現新種乳酸菌
近年因氣候變遷及病害影響，蜜蜂族群有減少趨勢。為增加蜜蜂抵抗力，台灣銘傳大學生科系團隊，研究了蜜蜂腸

道的乳酸菌種類。經過半年研究，成功發現未曾被驗證、隸屬於 Fructobacillus 屬的新種乳酸菌，並以蜜蜂屬名

為這株乳酸菌命名為「Fructobacillus apis nov.」。

據悉，團隊試圖開發蜜蜂專用的乳酸菌，在研究過程中陸續發現一些基因序列不同於已知菌種的乳酸菌，並針對其

中一株獨愛花粉的乳酸菌進行研究。團隊證明這株乳酸菌是未被發現過的新種乳酸菌。

日本理化學研究所領導的國際研究團隊，設計了遠端無線控制蟑螂系統，近

日成果發表於科學期刊《npj Flexible Electronics》。研究團隊指出，

這些蟑螂可用來監測環境或災後搜索救援，抵達人類難以到達的地方。

研究人員用特別設計的「背包」，將無線腿控模組和鋰聚合物電池連接

蟑螂胸部，電磁脈衝刺激蟑螂神經系統，控制牠朝左或右移動。「背包」

據蟑螂身體建模並用彈性聚合物 3D 列印，完美貼合蟑螂曲線，能固定

在胸部一個多月。

JCI 世界大會每年都會表彰十位傑出青年（TOYP），肯定他們在商業、

科學或對社會的影響，在當地及全球層面將挑戰轉化為機遇。選舉已經

到了 20 強爭奪，本港惟一代表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招彥

燾入圍，進行角逐。

招彥燾 15 歲離港去美國讀書，21 歲在 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生物工程本科畢業，便進入當地一間公司做科研。其後他在 2015 年在美國創立相達生物科技，並在香港及深圳

設立總部及分公司，帶領研究團隊開發樣本製備技術，讓檢測速度變得更快、質量更好、結果更準及成本更低；

此項專利技術更獲國家科學技術部和比爾及梅琳達 ‧ 蓋茲基金會等青睞。

Worldwide News
全世界第一隻複製北極狼「瑪雅」自 6 月 10 日在北京誕生以來，已經

滿 100 天，製造「瑪雅」的北京希諾谷生物科技近日公開「瑪雅」的

影像，並宣布將會複製第二隻北極狼。

「瑪雅」是北京希諾谷生物科技，與哈爾濱極地公園合作下的研究產

物，由於北極狼在面臨絕種危機，因此自 2020 年研究團隊開始着手進

行複製北極狼計劃，他們從野生北極狼「瑪雅」本尊身上取下皮膚樣

本，並將複製胚胎移植到米格魯犬的子宮受孕，最後成功生下「複製

瑪雅」北極狼。

「生化小強」監測環境+搜索救援

世界傑青選舉 香港生科人晉級

複製北極狼「瑪雅」首次曝光。

「生化小強」可用來監測環境及救災。

相達生物科技創辦人招彥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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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iotmoment.com/

http://www.biotmo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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