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力為香港建立一個創新及國際性的生物醫藥科技產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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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介紹

致⼒為⾹港建⽴⼀個創新及國際性的⽣物醫藥科技產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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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制定產業化及商業發展計畫、
融資上市、公司管治及審計、估值、研發技術、專利
保護、政策法規、臨床實驗設計及規劃等⽅⾯，以進
⼊國內及亞洲市場，促進國內外⽣物醫藥科技的資源
整合。

促進⼤中華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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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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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毓琳教授
銅紫荊星章

會⻑

⾹港科技⼤學校⻑策略顧問
科興控股⽣物科技有限公司獨⽴董事
兆科眼科有限公司獨⽴⾮執⾏董事
GT創投主席
宏信投資管理公司合夥⼈

⾹港科技⼤學⽣命科學客座教授
綠葉製藥集團獨⽴⾮執⾏董事
前⾹港特別⾏政區政府⻝物及環境衛⽣諮詢委員會主席
⾹港⽣物科技協會名譽創會主席

前美國FDA⾼級資深審評官美国FDA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评审终⾝成就奖姚 毅 醫學博⼠

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主任清華⼤學地球系統科學系特聘教授王 宇 教授

⾹港城市⼤學副校⻑（研究及科技） ⾹港城市⼤學楊建⽂⽣物醫學講座教授楊夢甦 教授

榮譽顧問

聯盟會員

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 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

澳⾨國際中藥品質研究會

國際⾦融投資博覽會（北美投資訊息有限公司）台灣⽣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港科技⼤學技術轉移中⼼

⾹港科技⼤學校⻑
中國科學院院⼠
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

美國⼈⽂與科學院外籍院⼠
世界科學院院⼠
港區全國⼈⼤代表

美國國家科學院 外籍院⼠
世界科學院 院⼠
2021年科學突破獎⸺⽣命科學獎

⾹港中⽂⼤學醫學院副院⻑（研究）
⾹港中⽂⼤學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 所⻑
⾹港科學院 創院院⼠

葉⽟如教授
銀紫荊星章；銅紫荊星章；
榮譽勳章；太平紳⼠

盧煜明教授
銀紫荊星章；太平紳⼠

綠葉⽣命科學集團董事會主席兼總裁
2018年當選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新任年度會⻑
紀念改⾰開放40年醫藥產業功勳⼈物
中國醫藥⾏業突出貢獻⼈物

綠葉⽣命科學集團核⼼創始⼈
健康中國⼗⼤醫藥產業⼈物
中國⾃主創新傑出貢獻獎
醫藥及⽣命科學業企業家獎

阿波斯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
中國醫藥衛⽣事業發展基⾦會名譽理事⻑
北京企業家協會副理事⻑

⾸都企業家俱樂部副理事⻑
北京汽⾞⾏業協會副會⻑

劉殿波

王⾦⽟

朱晉橋 倚鋒資本創始⼈兼董事⻑⻑江商學院EMBA
法國巴黎商學院DBA博⼠（在讀）
百華協會會員
2020醫療健康⾏業最佳投資⼈
2022最佳醫療健康領域投資⼈

清華五道⼝⾦融學院科企班
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投資專委會發起⼈
2019中國⾦融年度⼈物TOP5
2021中國最佳創業投資⼈

名譽會⻑

組織架構

榮譽會⻑

組織架構

陳晉宇

副會⻑

蔡少偉博⼠ 三泰⽣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港潮州商會 副會⻑

美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股票代號：1825）
⾹港⻑者產業聯會 會⻑

周博裕博⼠ 亨亞管理有限公司主席
Medifocus Inc. (TSXV -MFS) 董事

Celsion Corporation (NASDAQ: CLSN) 董事

中國⽣物科技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執⾏總裁 深圳市坪⼭區科技創新局⽣物產業顧問

常務會董

林煌權博⼠ ⾹港中⽂⼤學粵港澳⼤灣區發展辦公室主任⾹港中⽂⼤學深圳研究院執⾏院⻑

資深會員 公司會員 個⼈會員

會董

陳偉崇 亞洲澱粉膠囊有限公司董事⻑

陳啟宇 複星國際執⾏董事與聯席⾸席執⾏官

張敏學 北⼤⽣物（⾹港）製藥有限公司

周永昇 昇豪資本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歐振國 GT Healthcare Capital Partners管理合夥⼈

呂佩⽂博⼠ Alis Pharma Limited董事⻑

王靜⽂ 楷勵醫藥有限公司亞太區副總裁

曾 毅 深圳微鈦控股有限公司創始⼈

溫⼩燕 雄業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董事⻑

李⼩羿博⼠ 李⽒⼤藥廠控股有限公司創始⼈及董事

劉利平博⼠ 君聖泰⽣物創始⼈兼CEO

楊 鋒 藍海資本創始合夥⼈&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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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公司管治

漢坤律師事務所
英⼠律師⾏

委託設計與⽣產

北⼤⽣物（⾹港）製藥有限公司
泰宏科學有限公司

融資&財務顧問

倚鋒資本
GT Healthcare Capital Partners

亨亞管理有限公司
昇豪資本有限公司

⾹港上海滙豐銀⾏有限公司
交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畢⾺威會計師事務所
鳳鳴投資

稅務

畢⾺威會計師事務所

政策法規&臨床規劃

艾昆緯醫藥科技

項⽬建議及規劃

展騰資本有限公司

科學顧問委員會

專利保護

鷹翅知產有限公司

估值

⾹港評值國際有限公司

專業服務

如有查詢，可向本會秘書處查詢，電話：+8526936 5328 / +86 150 1252 7414；電郵：info@hkbmia.hk

國內外⽣物醫藥領域優秀的學者

Cerba Research



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

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原名“中國醫藥⼯業科研開發促進會”，簡稱“中國藥促會”），英⽂名稱：China
PharmaceuticalInnov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Association(PhIRDA)，成⽴於1988年，是經國家⺠政部
登記註冊的⾮營利性全國性4A級社會組織。

中國藥促會秉承“創新、產業化、國際化”的宗旨，以臨床需求為導向，⻑期致⼒於“產學研⽤資”緊密結合，
促進醫藥⾏業創新發展，已經成為集醫藥創新研髮型企業、科研機構、臨床研究機構、創新服務機構和醫藥投資
機構所組成的醫藥創新產業化促進平台，⽬前有會員單位144家。中國藥促會已成⽴了藥物研發專業委員會、藥物
臨床研究專業委員會、醫藥政策專業委員會、醫藥創新投資專業委員會、創新研發服務專業委員會，形成了以創
新為核⼼，以促進創新為⽬標的涵蓋藥物研發、⽣產、使⽤以及投融資的全鏈條組織構架，並作為國際藥品製造
商協會聯合會（IFPMA）的成員繼續拓展國際交流渠道。

中國藥促會⼯作內容主要包括：⼀是，開展醫藥政策研究，為我國醫改事業、完善藥物政策和醫藥產業發展建⾔
獻策；⼆是，通過舉辦各種論壇、發佈會、⼤型會議等活動，促進會員單位乃⾄整個醫藥產業的相互交流、創新
發展；三是，通過與國內外醫藥⾏業協會、企業、科研機構和外國駐華使館合作，推動國際醫藥產業的多⽅位、
多維度合作交流，為會員單位搭建國際交流平台；四是，踐⾏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指導精神，為會員單位拓寬
醫藥創新投融資渠道、搭建合作平台，推動社會資本加⼤對初創及研髮型企業⾃主創新項⽬的投⼊，營造更有吸
引⼒的醫藥創新投資環境；五是，為會員單位提供醫藥資訊搜集、整理、評價服務，包括編輯每⽇《醫藥資訊簡
報》、每週《國際醫藥產業發展動態與研發資訊簡報》等內部電⼦刊物以及中國藥促會官⽅網站、微信公眾號等
服務平台。

中國藥促會將圍繞辦會宗旨，不斷拓展服務內涵和外延，做好政府與會員企業的橋樑和紐帶，維護會員合法權
益，加強⾏業⾃律，推動我國醫藥產業的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為加快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保障⼈⺠群眾健康不斷
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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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創新與投資⼤會（CBIIC）

2017.10

2019.09

2018.09

2020.09

2023.032021.09

⾃2017年，本會已連續七年以創投⼤會的⽀持單位組團參加CBIIC

⸺中國藥促會主辦HostedbyPhIRDA



主辦活動 主辦活動

2018.10@⾹港Hong Kong
STARFIRE晚宴
本会舉辦Taiwan StarFire Learning Club，邀請中港台三地⽣物科
技企業代表/專家進⾏晚宴，互相交流。

⾹港交易所⽣物科技周期間，本會與中國藥促會聯合舉辦兩岸三
地⽣物科技聚會，邀請兩岸三地⽣物醫藥界⼈⼠出席，互相交流。

⾹港交易所⽣物科技周期間，本會與中國藥促會聯合舉辦兩岸三
地⽣物科技聚會，邀請兩岸三地⽣物醫藥界⼈⼠出席，互相交流。

兩岸四地聯合晚宴
2018.3@⾹港Hong Kong

⾹港創新科技署署⻑蔡淑嫻⼥⼠、⽣物科技總監彭慧冰博⼠、中國
藥促會會⻑宋瑞霖博⼠、本會會⻑盧毓琳教授、臺灣⽣策會執⾏⻑
錢宗良教授，以及澳⾨國際中藥品質研究會會⻑王⼀濤教授等超 80
位兩岸四地醫藥界⼈⼠、投資者及顧問等出席了晚宴。

2018.11@廣東順德Shunde, Guangdong
2018精准醫療暨離⼦通道國際論壇
本會與加拿⼤歐羅拉⽣物科技公司聯合舉辦

2018.6@⾹港Hong Kong
⾹港⽣物醫藥創新協會專業交流座談會
本會邀請資深顧問呂許昭棠博⼠（專利保護）及周永昇先⽣（融
資）擔任演講嘉賓，向本會會員分享優秀的⽣物醫藥項⽬如何進⾏
專利保護及吸引投資者⻘睞。

2018.5@北京Beijing
中國⽣物醫藥創新投資⼈論壇
本會會⻑盧毓琳教授出席並擔任演講嘉賓，簡介⾹港現實的⽣物醫藥產業現狀。

2019.7@⾹港Hong Kong
中國藥促會投資路演暨晚宴

2019.5@⾹港Hong Kong
兩岸三地⽣物科技聚會

新春聯歡晚宴
2019.2@⾹港Hong Kong

超80位兩岸四地⽣物醫藥界⼈⼠、投資者及顧問等出席晚宴，互相
交流，同時本會也向⾹港科技⼤學副校⻑葉⽟如教授及⾹港中⽂⼤
學醫學院副院⻑盧煜明教授頒發協會榮譽會⻑委任狀。

2020.1@⾹港Hong Kong
本會與公司會員潤脈通⽣物能科技有限公司聯合舉辦新年交流酒會。

是次發佈會意在將“建議書”及“故事2022”以發佈會的形式正
式向產業界⼈⼠作出匯報。發佈會得到⾹港城市⼤學和深圳市坪⼭
區⼈⺠政府擔任⽀持機構，由 本會會⻑盧毓琳教授主持接待，邀
請⾹港中聯辦⻘年⼯作部 副部⻑ 宋來先⽣、⾹港創新科技及⼯業
局 局⻑ 孫東教授、深圳市坪⼭區區委 書記 楊軍先⽣、⾹港創新科
技署 署⻑潘婷婷⼥⼠、⾹港⽴法會科技創新界功能界別 議員、邱
達根先⽣、⾹港城市⼤學 副校⻑ 楊夢甦教授及產業界學者、企業
家共同⾒證。

2022年7⽉14⽇@⾹港Hong Kong
《⾹港⽣命科學故事2022》新聞發佈會

本會成功舉⾏線下交流會-「⾹港⽣命科技產業再出發」。交流會
由本會會⻑盧毓琳教授做開場致辭，本會總幹事廖麗芳⼥⼠匯報
會務⼯作及未來活動。
今次交流會亦同時邀請會員企業代表發⾔、包括：本會會董 李⼩
羿博⼠（李⽒⼤藥廠 創始⼈兼執⾏董事）；本會公司會員 李明博
⼠（滬港中科國際⽣物科技有限公司總裁）、Mr Maarten Brusse
（Cerba Research - General Manager APAC & Global Lab
Integration）、劉彥燊先⽣（深圳湃諾⽡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總
裁）。

本會與⾹港⽣產⼒促進局聯合發佈《⾹港⽣命健康產業發展研究報
告》。報告由⾹港⽣產⼒促進局 助理⾸席顧問 鄭嘉麗⼥⼠ 及 本會
總幹事廖麗芳⼥⼠ 聯合撰寫，調查273家⾹港本⼟企業 及 57家粵
港澳⼤灣區企業，產⽣四⼤建議。

2022年11⽉23⽇@⾹港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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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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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維碼下載附件

简体 繁體 ENGLISH

晚宴由本會常務會董會成員：會⻑盧毓琳教授、副會⻑蔡少偉博⼠與周博裕博
⼠、常務會董林煌權博⼠與陳晉宇 接待，總幹事廖麗芳作會務匯報，晚宴邀請
：⾹港特別⾏政區⽴法會邱達根議員（科技創新界）、⾹港特別⾏政區⽴法會
尚海⿓議員（選舉委員會）、⾹港特別⾏政區政府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副總裁
彭⽂俊與盧靜敏博⼠、本會榮譽會⻑&⾹港中⽂⼤學醫學院副院⻑盧煜明教
授、深圳市坪⼭區科技創新局局⻑⿈鳴、⾹港科技⼤學副校⻑汪揚教授、倚鋒
資本總裁朱湃，以及⼀眾產業⼈⼠到場⽀持，互相交流。

2023.3.14@⾹港Hong Kong
本會成功舉⾏2023春茗晚宴“凝⼼聚⼒·眾⾏致遠”

2018.11@⾹港Hong Kong
2018⾼盛亞太區醫療⾏業峰會
⾹港⽣物醫藥創新協會會⻑盧毓琳教授作為演講嘉賓出席峰會，
進⾏經驗分享。

2017.12@台灣Taiwan
2017台灣醫療科技展

組團參會

2018.12@台灣Taiwan
2018台灣醫療科技展
本會帶領20多位會員及業內友好參與論壇及科技展。其中，本
會盧毓琳會⻑在今屆投資論壇中擔任主題演講嘉賓。此外，本
會亦協助四家會員企業在科技展中進⾏演講，和與會嘉賓分享
服務及研發項⽬。

2018.12@台灣Taiwan
亞太⽣技投資論壇
本會作為⽀援單位參與該論壇。

2018.10@南京Nanjing
第六屆可⻝和藥⽤植物資源及功能成分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會會⻑盧毓琳教授出席該研討會並擔任演講嘉賓。

2019.3@深圳Shenzhen
2019區域協同發展⾼端論壇
論壇由深圳市坪⼭區政府及福⽥區政府聯合舉辦。本會常務會董
陳晉宇先⽣出席並擔任演講嘉賓。

2019.5@⾹港Hong Kong
2019⾹港交易所⽣物科技周
作為活動的⽀援單位，本會會⻑盧毓琳教授出席。

2019.5@⾹港Hong Kong
常務會董唐卓豐博⼠@2019新經濟新醫療⼤健康論壇

作為亞太⽣技投資論壇的⽀持單位，本會帶領 20多位會員及業
內友好參與論壇及科技展。活動期間，本會與中國醫藥創新促
進會，台灣⽣策會、澳⾨國際中藥品質研究會，共同參加 2017
中華醫藥創新與投資⼤會，共同簽署及成⽴兩岸四地⽣物醫藥
創新合作平台。

2019.12@台灣Taiwan
台灣醫療科技展
作為亞太⽣技投資論壇的⽀持單位，本會帶領20多位會員及業
內友好參與論壇及科技展。其中，本會會員代表參與台灣⽣策
會主辦的張善政午宴。此外，本會亦協助四家會員企業在科技
展中進⾏演講，和與會嘉賓分享服務及研發項⽬。

本會與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聯合籌劃中國⽣物醫藥⿓頭企業訪問⾹港，當中包
括數家⾹港交易所第18A章上市企業。基於本會領導層及全體會員成員在過往
多年與內地⽣物醫藥同⾏的緊密交流與合作基礎，並受⾹港特別⾏政區⾏政⻑
官、⽴法會及各政府部⾨的⼤⼒⽀持，訪問團先後與⾹港創新科技及⼯業局、
財經事務局、投資推廣署、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港科技⼤學、⾹港科技園
等進⾏深⼊的座談與交流。

2023年2⽉27-28⽇@⾹港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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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峰會邀請了⾹港特別⾏政區⾏政⻑官李家超先⽣擔任開幕嘉賓，並邀請了
三位主講嘉賓，包括創新科技及⼯業局局⻑孫東先⽣、⾹港科學園主席查毅超博
⼠及本會會⻑盧毓琳教授出席，進⾏交流及研討，旨在探討創新科技及「⼯業
4.0」、⾹港如何透過創新科技提升⾹港製造業競爭⼒等，使⾹港的經濟發展可以
更多元化。本會會⻑盧毓琳教授向到場嘉賓分享《⾹港未來-⽣物經濟》。

2022年10⽉24⽇@⾹港Hong Kong
「百川」系列論壇：創新科技及「⼯業4.0」

本會與⾹港⽣產⼒促進局 於 2022年7 ⽉⾄ 9 ⽉開展《⾹港⽣命健康產業發展研
究》，共訪問了 330 家企業，⾹港企業占273 家、其它粵港澳⼤灣區企業 57
家。今次發佈會由本會會⻑盧毓琳教授與⾹港⽣產⼒促進局⾸席數碼總監黎少斌
先⽣共同主持，接受傳媒訪問。兩⼈就今次調查研究所得資料進⾏了相應的分
析，並深⼊探討了對⾹港⽣命健康產業發展的想法與意⾒。

本會會⻑盧毓琳教授代表本會參與⾹港⾏政⻑官施政報告2022系列諮詢會議，包
括：政務司司⻑諮詢會、創新科技及⼯業局諮詢會⽴法會、科技創新界功能界別
邱達根議員諮詢會，表達對未來⽣命科學產業的發展的期待。

本會推薦相關專家進⾏系列的培訓⼯作，包括：本會會⻑盧毓琳教授、本會會董歐
振國先⽣（GT創投合夥⼈）、本會會董李⼩羿博⼠（李⽒⼤藥廠創始⼈兼執⾏董
事）、本會產業友好柳達先⽣（華潤正⼤⽣命科學基⾦董事總經理）

2022年11⽉23⽇@⾹港Hong Kong
本會與⾹港⽣產⼒促進局聯合公佈《⾹港⽣命健康產業發展研究》

2022年7⽉-10⽉@⾹港Hong Kong

2022年7⽉-11⽉@⾹港Hong Kong

本會參與⾹港特別⾏政區政府⾏政⻑官2022施政報告系列諮詢會

本會與⾹港職業訓練局合作為深圳市體制內幹部進⾏培訓⼯作

2020.9@⾹港Hong Kong
⾹港交易所⽣物科技峰會

2021.7.29@⾹港Hong Kong
“HK Tech 300”種⼦基⾦計劃

2021.7.29@ ZoomMeeting
IP研討會⼯作坊
本會盧毓琳會⻑出席⼯作坊並擔任演講嘉賓，與世界各地聽眾分享⾹港及中國內
地的專利保護。

2021.11@⾹港Hong Kong
亞洲醫療健康⾼峰論壇
作為論壇的⽀持夥伴（醫療健康營商咨詢服務），會⻑盧毓琳教授出席了開幕式；
榮譽會⻑盧煜明教授受邀擔任開幕式主題演講環節嘉賓之⼀；會董歐振國先⽣擔任
ASGH線上主題討論環節之主持⼈；常務會董陳晉宇先⽣擔任ASGH醫療健康營商咨
詢服務的投資導師。

組團參會

該項⽬由⾹港城市⼤學發起，本會常務會董陳晉宇先⽣獲聘為該項⽬導師，將根
據⾃⾝在⽣物科技與⽣命健康領域的經驗，為部分獲批項⽬提供⾄少⼀年的輔
導，協助項⽬成⻑。

今屆峰會以線上形式舉⾏，作為峰會之⽀持單位，本會推薦⼀位會員參與路演。

2018.12@⾹港Hong Kong
廣東省順德區代表團訪問本會。
會議期間，我們就各⾃機構進⾏深⼊瞭解。同時就互相引進卓越的⽣物醫藥專案達成共識。

內蒙古交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及浙江省慈溪市市委拜訪本會，互相交流。
會議期間，我們就各⾃機構進⾏深⼊瞭解。同時就互相引進卓越的⽣物醫藥專案達成共識。

2018.7@⾹港Hong Kong

2019.5@⾹港Hong Kong
本會組織中國藥促會拜訪⾹港創新科技署及⾹港科學園，商討在⾹港科學園建
⽴國際性平台進⾏國際創新藥物轉化事項。

2021.12@⾹港Hong Kong
本會⽀持⼤灣區碳中和協會成⽴，並擔任⽀持單位。

2021.12@⾹港Hong Kong
HK Tech 300創業計劃

2021.4.21@⾹港Hong Kong
“粵港澳⼀體化⽣物醫藥產業區域合作創新模式探討”線上課程

本會財稅及審計領域資深顧問朱雅儀⼥⼠（毕⻢威中国审计合伙⼈，主管⾹港区新经济
市场和⽣命科学⾏业）及估值領域資深顧問⿈瑋博⼠（⾹港評值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
理）擔任創業導師。

本會會⻑盧毓琳教授及總幹事廖麗芳⼥⼠攜上海⽣物醫藥產業股權投資基⾦劉⼤偉總裁
及梁衛彬合夥⼈拜訪⾹港創新科技及⼯業局局⻑孫東教授，商討滬港合作的可能。

2022.8.11@⾹港Hong Kong
本會攜上海⽣物醫藥產業股權投資基⾦拜訪⾹港創新科技及⼯業局

會議由本會發起，以創新科技及⼯業局局⻑孫東教授、本會會⻑盧毓琳教授及中國醫藥
創新促進會執⾏會⻑宋瑞霖教授為主，著重于加深三⽅之間的認識，探討在⾹港⾏政⻑
官2022施政報告的框架與政策背書下，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如何在“⾹港引⼊⼈才、⼤
型內地企業與科研機構，⼤⼒推動⾹港⽣物醫藥創新產業的科學成果⽔準轉化⽔準”等
⽅⾯與創新科技及⼯業局合作。

2022.11.30@ZoomMeeting
本會與⾹港創新科技及⼯業局、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舉⾏線上會議。

是次拜訪主題：本會、中國藥促會與⾹港科技⼤學如何加強在⽣命科技領域之間的合作。
出席嘉賓包括：⾹港科技⼤學校⻑葉⽟如教授、理學院院⻑王殷厚教授、中藥研發中⼼⽣命
科學主任詹華強教授；中國藥促會執⾏會⻑宋瑞霖教授；港中科國際⽣物科技有限公司總裁
李明博⼠、公關事務總監⾺駿⼀先⽣；本會會⻑盧毓琳教授、總幹事廖麗芳⼥⼠

2022.12.8@⾹港Hong Kong
本會攜中國藥促會拜訪⾹港科技⼤學

交流與拜訪

本會會⻑盧毓琳教授及會董歐振國先⽣出席並擔任演講嘉賓，為深圳市政府醫療系統的
⾼級官員展開線上專題講座，通過專題及案例分享的⽅式探討粵港澳⼤灣區在⽣物醫藥
領域的合作。

本會盧毓琳會⻑及廖麗芳總幹事出席開幕典禮，其中廖麗芳總幹事代表本會接受由⼤灣
區碳中和協會頒發的⽀持單位感謝狀。



與深圳坪⼭區的戰略合作

深化深港戰略合作

推動共同創新與產業發展

提供產業相關的專業服務

組織產業交流活動

帶動產學研合作

引進海外優秀的⽣物醫藥項⽬與⼈才

與深圳坪⼭區的戰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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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深圳坪⼭區Pingshan District, Shenzhen
深圳市坪⼭區⽣物醫藥專家研討會
常务会董陈晋宇先⽣被深圳市坪⼭区科技创新局聘为“⽣物产业顾问”

2019.8@深圳市坪⼭區Pingshan District, Shenzhen
本會拜訪深圳坪⼭區
本會盧毓琳會⻑率領顧問團隊拜訪深圳坪⼭區。拜訪期間，本會與坪
⼭區政府簽訂旨在推動深港兩地⽣物醫藥共同創新與發展的合作協定

2019.9@深圳Shenzhen
本會會⻑盧毓琳教授獲聘為深圳市坪⼭區政府顧問，
由坪⼭區李勇區⻑頒發聘任書。

2019.6@⾹港Hong Kong
深圳坪⼭區⼈⺠政府拜訪本會
中共深圳市坪⼭區委員會陶永欣書記率不同職能部⾨拜訪本會，
討論兩地⽣物醫藥領域最新發展及政策，同時就向深圳坪⼭區引
⼊海內外優秀的⽣物醫藥專案⽅⾯的合作進⾏探討。

2019.8@深圳市坪⼭區Pingshan District, Shenzhen
本會組織訪問團拜訪深圳市坪⼭區政府

2019.6@深圳Shenzhen
深圳坪⼭區最新政策解讀座談會
本會主辦交流會邀請會員及業內友好出席，互相交流，同時與與
會嘉賓分享坪⼭區最新的⽣物醫藥產業及相關政策。



本會與深圳坪⼭區活動

2019.9@深圳
深圳國際⽣物醫藥產業創新發展峰會
作為峰會的合作夥伴之⼀，本會主辦了峰會第七分會場-深港⽣物醫藥發展研討會。研討
會上，我們邀請協會的專家顧問擔任演講嘉賓，和與會觀眾分享他們的觀點及經驗。

以深圳坪⼭區政府為指導單位，HKBMIA主辦第⼀期網路研討會IQVIA艾昆緯醫藥科技⼤
中華區醫療器械科技負責⼈袁千惠⼥⼠演講，與會員及業內友好分享具有成本效益的醫
療器械創新所需的監管策略。

2020.4@騰訊會議

深圳坪⼭區政府擔任主導單位，採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式。會議邀請深圳坪⼭區科
技創新局副局⻑劉軻介紹坪⼭區⽣物醫藥產業發展情況，同时定向邀请⽣物医药产业界
代表出席聆听。

2021.4.28@⾹港
深圳坪⼭區⽣物醫藥產業簡介會

深圳坪⼭區政府擔任主導單位，採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式。會議邀請深圳坪⼭區
科技創新局汪嘉琪先⽣介紹坪⼭區⽣物醫藥產業發展情況，同时定向邀请⽣物医药产
业界代表出席聆听。

2021.7.28@⾹港
深圳坪⼭區⽣物醫藥產業簡介會

是次會議由本會與加拿⼤NAI 500聯合主辦，邀請深圳市坪⼭區科技創新局與⾹港投資
推廣署擔任⽀援單位。會議邀請2家北美地區與3家粵港澳⼤灣區企業進⾏線上路演，
中英雙語同步。今次會議發出了200多份有針對性的邀請函，其中 149 份在活動前登
記。共有 82 名與會者參加，其中⼤多數⼈在整個虛擬會議期間觀看了演講者的演講。
與會者包括⾦融機構、投資銀⾏、服務公司、⽣物產業專業⼈⼠和公司等。

2022年11⽉17⽇@ZoomWebinar
GCFF醫療保健投資會議（亞太專場）

本會zoom網絡研討會「從初創到獨⻆獸，粵港澳⼤灣區⽣命科技企業應如何把握⾹
港帶來的融資機遇？」成功舉⾏。
是次研討會由本會會⻑盧毓琳教授主持，邀請柳達先⽣（華潤正⼤⽣命科學基⾦董
事總經理）作為主講嘉賓，向與會聽眾分享“如何捕捉下⼀隻獨⻆獸”的秘訣。

2022年10⽉19⽇@ZoomMeeting
本會舉⾏線上專題研討會

2020.9@蘇州Suzhou
⾏業交流晚宴
在中國醫藥創新與投資⼤會期間，本會舉辦⾏業交流晚宴，邀請參與活動的會員及業內
友好參會，同時向代表們介紹深圳坪⼭區⽬前產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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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東部中⼼⾼新區核⼼區未來產業試驗區

2016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實施"東
進戰略”，將⿓崗、坪⼭打造成為
深圳東部中⼼。2018年，市委市
政府提出“東進、西協、南聯、北
拓、中優”發展戰略，坪⼭成為
“東進”主陣地。

（⼀）深圳東部中⼼

一、創新定位

二、創新產業

（⼆）深圳國家⾼新區核⼼區

（⼀）新⼀代資訊技術

（三）新能源（汽⾞）

2019年，《深圳國家⾼新區擴區
⽅案》明確了"⼀區兩核多園"的發
展佈局，並將坪⼭⾼新區確⽴為兩
⼤核⼼園區之⼀。⽬前，正按照國
際⼀流標準規劃建設51.6平⽅公⾥
的坪⼭⾼新區，加快形成"西有南
⼭、東有坪⼭”的創新發展格局。

集聚培育了包括中芯國際、昂納科
技等⾏業知名企業，覆蓋設計、製
造、封裝等全產業鏈環節。打造以
關鍵環節核⼼部件（積體電路及第
三代半導體）、終端智慧製造和
5G通信技術應⽤為發展核⼼的新
⼀代資訊技術産業集群。

聚集培育了包括⽐亞迪、開沃新能
源等⼀批知名企業，具備從電池、
電機、電控到整⾞的全產業鏈研發
製造能⼒，產業規模和⽣產能⼒位
居全球前列。打造以⿓頭企業帶動
產業鏈發展的新能源汽⾞和智慧網
聯汽⾞產業交叉融合、協同發展的
產業集群。

（三）未來產業試驗區

（⼆）⽣物醫藥

（四）未來產業

2020年，《深圳市推進區域協調
發展戰略實施⽅案（2020-2022
年）》明確賦予坪⼭打造"未來產
業試驗區"的定位，選取坪⼭作為
全市⾸個5G試點和智慧網聯交通
測試⽰範區，並規劃了智慧製造和
第三代半導體兩個未來產業集聚
區。

集聚培育了包括世界500強賽諾
菲、國藥、新産業、理邦儀器等在
内的500餘家企業，在醫療器械、
⽣物製藥和⽣物技術等領域形成全
鏈條產業⽣態和競爭優勢，⽣物醫
藥科技產業城正加速建設。

推進航空航太、機器⼈、3D列
印、可穿戴設備、智能裝備等未來
產業企業和創新載體在坪⼭區優先
集聚，前沿佈局智能⾦融、智能醫
療、智能交通等應⽤場景。謀劃建
設坪⼭鯤鵬智慧產業園。積極推進
鯤鵬產業數字化轉型，推動鯤鵬技
術體系在各領域深度融合應⽤。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坪山區致力於促進形成以生
物醫藥、新能源汽車、新一代資
訊技術三大主導產業為支撐，未
來產業為驅動力的世界級高新技
術產業集群。

全⼒打造⾼品質
可持續發展的創新坪⼭
深圳市坪⼭區科技創新局

由深圳坪⼭區委書記楊軍先⽣率領的深圳坪⼭區官⽅考察團訪問本會，本會會⻑盧毓琳教
授率常務會董會成員，以及產業⼈⼠接待。今次合作對接會是疫情三年以來第⼀次⾼規格
的線下訪問與交流，邀請60位深港⽣物醫藥產業相關持份者出席，共同探討深港合作，互
利共贏。活動期間，由深圳市坪⼭區科技創新局局⻑⿈鳴講解坪⼭區發展產業的優勢。此
外，本會五家有意向落地深圳坪⼭區的會員企業與深圳市坪⼭區簽訂合作意向書，由⿈鳴
局⻑代表坪⼭進⾏簽署。

2023.3.15@⾹港Hong Kong
本會成功舉⾏“深圳坪⼭-⾹港⽣物醫藥合作對接會暨深港⽣物醫藥產業交流晚宴”



地處深圳東北部，轄區總⾯積約
168平⽅公⾥，全市可開發空間潛
⼒最⼤的區域之⼀，是深圳東部中
⼼城區和廣深港澳科技創新⾛廊重
要戰略節點，也是深莞惠城市圈地
理中⼼、集合中⼼。

（⼀）區域位置突出

三、創新空間

（⼆）創新節點通達
坪⼭到⾹港西九⿓⾼鐵已正式開
通，到深圳國際機場客運專線已投
⼊運營，直達深圳國際機場的深⼤
城際即將啟動建設。坪鹽通道和連
接⾹港⾹圍園⼝岸的東部過境⾼速
將陸續貫通。通達廣州站、廣州南
站、深圳北站等國内交通要點，直
達鹽⽥港、蛇⼝港、皇崗⼝岸、深
圳灣⼝岸等對外交流通道和南⼭⾼
新區、西麗科教城、壩光⽣物穀、
阪雪崗科技城、前海合作區、深港
科技創新合作區等創新節點的⽴體
交通路網已初步形成。地鐵
14、16號線、雲巴等軌道交通正
同步加快建設。

（三）未來產業試驗區
轄區可開發⽤地7.9平⽅公⾥。已
釋放較⼤⾯積連⽚產業空間2.5平
⽅公⾥，未來可釋放連⽚產業空間
4.8平⽅公⾥。全區產業空間體量
已達2500萬平⽅⽶，租⾦成本僅
為南⼭區的四分之⼀。同時，已經
打造了創新廣場、⽣物醫藥加速
器、⾼新區產學研基地等⾼品質產
業載體。

近年來先後引進孫勇奎、歐陽曉
平、鄭泉⽔等院⼠團隊15個，5位
院⼠直接控股或參股企業。全區現
有⾼層次⼈才近400⼈（其中⾼端
科技⼈才占⽐超70%）。全區博⼠
近600⼈（其中海歸博⼠占⽐近
50%），是⾏政區成⽴前的6倍。

（一）創新創業人才聚集

四、創新科技

（⼆）⾼端創新資源彙集
⽬前全區共有各級各類創新平台90
家，其中國家級6家、省級42家。
蒙納⼠科技轉化研究院、清華深圳
超滑技術研究所、北理⼯汽⾞研究
院、中國藥促會坪⼭國際新藥孵化
器、深圳市3D列印中⼼開園等⼀
⼤批重⼤項⽬相繼落地建設並投⼊
使⽤。

（三）創新企業快速增⻑
2017年新增國家級⾼新技術企業
122家，2018年新增113家，2019
年新增125家，存量總數達495
家，同⽐增⻑33.8%。2019年新增
科技型中⼩企業106家，累計已達
417家。⽇均註冊企業12家，⽉均
261家，創新創業熱情⾼漲。

ധ ۚ ྍ Ӂ࿐ ֹ

坪⼭發佈

坪山區科技創新局
電話：+86 755 2839 8909

坪山區投資推廣服務署
電話：+86 755 8420 5927

深圳市坪山區坪山大道333號區政府大樓

深圳坪山區香港聯絡處
電話：+852 3758 2816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弼街20號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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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發佈區委⼀號⽂，明確了
創新優先發展的戰略定位。2020
年修訂出台《深圳市坪⼭區關於加
快科技創新發展的若⼲措施》及配
套政策，形成“九⼤⽀持計畫"，
對平台和載體、創新⼈才創業、科
技創新企業成⻑等分別給予⽀援，
形成覆蓋"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
果產業化+科技⾦融"全過程科技創
新⽣態鏈在內政策體系。

（⼀）創新政策配套完備

五、創新政策

六、創新教育

（⼆）科技⾦融服務⿑全
成⽴坪⼭區引導基⾦投資有限公
司，設⽴澳銀天使、新興產業基⾦
等8⽀科技產業基⾦，總投資⾦額
達40.71億元；探索全新智慧財產
權證券化⽅向，全國⾸⽀⽣物醫藥
產業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產品發佈；
與港交所建⽴⻑期合作聯繫，為區
內⽣物企業上市培育及後續服務提
供保障；落實減稅降費系列政策，
最⼤限度降低企業成本。

（三）創新創業活動精彩
2017-2019年先後舉辦科技創新⼤
會、深創賽國際賽、第⼗七屆中國
國際⼈才交流⼤會、Slush深圳
2019⼤會、⾼交會等⽴⾜深圳、
⾯向世界、輻射全球的⾼品質創新
創業交流活動80餘場次，在打通企
業融資管道、營造創新創業氛圍、
激發科技創新活⼒、集聚創新資源
等⽅⾯，發揮了卓有成效的作⽤。

2019年，全區擁有各級各類區屬學校111所。⽬前正開⼯建設市⼗四、⼗⼋、⼆⼗等3所⾼中和坪⼭⾼中園。已先後佈局深圳技術⼤
學、深圳師1範⼤學（籌）和全新機制的醫學科學院等⾼端創新教育資源。
未來還有以清華⼤學鄭泉⽔院⼠牽頭開辦的"創新學院"、以⾹港科技⼤學李澤湘教授牽頭開辦的"創業學院"、以朱迅博⼠牽頭開辦
的⽣物醫藥學院、與騰訊合作開辦的⻘藤學院等⾼端創新教育在坪⼭開花結果，將打通"科學家"和"創業家"之間的轉換通道，最⼤
限度實現創新創業間的共⽤與協同，構建開放融合、要素完備的創新創業⽣態體系。

七、創新文化

扎實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的全⾯創新。規劃建設科技館、圖書館、美術館、展覽
館、⽂創體驗館、⼤劇院，形成多元⽂化功能於⼀體的坪⼭⽂化聚落。先後在⽐亞
迪、3D列印製造業創新中⼼、佳⼠科技等16家企業建⽴科普教育基地。擁有"⼤萬世
居”等客家⽂化遺産和曾⽣將軍故居、東江縱隊紀念館等紅⾊⽂化基地，即將開⼯
建設深圳⾃然博物館，多元融合的坪⼭⽂化蓬勃發展。

深圳薩⽶醫療中⼼、深圳平樂⻣科
醫院、北京中醫藥⼤學坪⼭國醫
堂、南⽅醫科⼤學深圳⼝腔醫院等
正式投⼊運營使⽤。依託南⽅醫科
⼤學，⾼標準運營醫療健康集團。
未來還將深化與北京中醫藥⼤學、
汕頭⼤學合作，加快北中醫深圳研
究院、中醫藥國際運動康復中⼼等
項⽬建設，打造國際化中醫藥特⾊
⽰範區。

（⼀）⾼端醫療

八、創新配套

（⼆）⼈才住房
依託"⿓聚坪⼭”系列⼈才政策體
系 ， 強 化 " 以 房 引 才 " 的 優
勢。2019年新建7200套以上⼈才
保障房，有效滿⾜創新⼈才居住需
要。2020年將建設籌集公共住房
4600套以上，未來將探索跨區域
建設⼤型安居⼯程。

（三）⽣態環境
轄區⼀半以上的⾯積位於⽣態保護
線内，⾺巒⼭郊野公園擁有成⽚原
始森林和全市最⼤的天然瀑布群，
深圳市五⼤河流之⼀的坪⼭河貫穿
全境，獲評“國家⽣態⽂明建設⽰
範區"，⾃然⽣態環境優美。全年
空氣優良率保持在95%以上，PM2.5
濃度低於28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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