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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生物科技创新企业50强”活动由中创产业研究院主办，广东医谷承办，评选旨在培养大湾

区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促进生物技术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粤港澳三地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清晰

梳理和记录粤港澳大湾区生物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推动本地区生物科技行业的发展。

该评选范围涵盖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与技术、医疗服务三个领域，将从创新技术、市场应用、资本三个维

度，全面评估参选企业的技术创新度和未来发展前景，由政府机构、第三方研究、专业投资、医疗机构等

评委专家团，在走访企业深入调研之后，评选权威创新企业名单，从而发掘大湾区生物科技未来独角兽，

并展现大湾区城市群在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成就。

“粤港澳大湾区生物科技创新企业50强”自2018年举办首届评选活动以来，获得了政府部门、学者专家、

媒体与生物科技企业的广泛关注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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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2021年再出发

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生物

科技创新企业50强评选于

2021年7月22日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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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疫情之下生物科技产业迎来新机遇，促使医疗全产业链全方位提速，为更好地建立和完善生物科技产业生态、发掘大湾区生物
科技行业未来独角兽，推动生物科技行业纵深发展，2021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生物科技创新企业50强评选即将正式启动。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创产业研究院  
承办单位：广东医谷
支持单位：
                 
特别鸣谢：

战略合作媒体：上海证券报、南方医学网
支持媒体：

安敦风投、博远资本、北极光创投、达晨创投、东方富海、鼎晖投资、分享投资、复星医药、丹麓资本、广发证券、
广证恒生、红杉资本、IDG 资本、君联资本、建银国际、领复资本、南方所标点信息、沙利文、软银中国、三泽创投、
深创投、松禾资本、同创伟业、越秀产业基金、粤科产投、阳和投资、中大创投、中科科创、中科粤投、中信证券

新华网、凤凰网、南方日报、新浪、网易、搜狐、腾讯大粤网、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羊城地铁
报、医药经济报、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信息时报、文汇报、香港商报、新快报、广新京报、南沙新区报、
时代周报、广东科技报、中国发展网、大洋网、南都网、亿欧网

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生物科技创新企业50强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推广署  广东省科技金融促进会  广东股权交易中心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         
广东省医疗器械管理学会  亚太精准医学会  广州医药行业协会  广州思远实验室



医疗器械
I类医疗器械、II类医疗器械、III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医学影像设备、医
用卫生耗材、康复护理、医用电子设备等

生物医药&技术

生物制药、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特医食品等

医疗服务
移动医疗、医疗大数据&信息化、医药流通、医药电商、医生集团、养老服务、
第三方医学检验所、体检中心、CRO、CMO、CDMO等

 第四届50强参选范围

参选区域
新亮点

注册地在粤港澳大湾区
（广州、深圳、佛山、
珠海、东莞、中山、肇
庆、惠州、江门、香港
和澳门）企业可参选，
以及近期有意向在粤港
澳大湾区内（9+2市）
落户发展的湾区外企业
也可以参加评选 。



 第四届50强评选标准

01

领先技术应用与突破（结合专

利情况，核心技术团队，研发

能力，技术突破度，行业地位

等指标）

技术 02

1、模式创新和对传统模式颠覆度

2、痛点解决与效率提升度

3、具备未来发展潜能与广阔发展前
景

市场应用 03

估值及资本市场认可度（结合

资深投资者投资，上一轮融资

估值等指标）

资本



6月-8月

组建评审专家库

8月-11月中旬
   
参选企业调研走访

7月下旬-9月底

开放企业报名

7月22日

启动仪式

10月上旬-11月初

评审专家集体审议

11月中旬

高峰论坛&榜单公
布 

11月下旬-22年6月

50强专题系列活动：
企业管理交流会、融
资路演、企业回访等

 第四届50强评选流程



 第四届50强榜单设置 

主要关注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或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的生物
技术企业。榜单围绕企业技术实力、创新能力、市场应用能力，以及品牌影响力等指标综
合评定。

新锐企业奖
主要关注融资阶段在A轮及以前的未上市，且创立时间在3年以内的生物技术企业。榜单
围绕企业所处行业、商业模式、竞争优势、团队特质与能力等指标综合评定。

领军企业奖

先锋企业奖
主要关注融资阶段在A轮及以后的未上市生物技术企业。榜单围绕企业创新能力、产品商
用落地能力、团队结构与能力、以及经营和资本运作能力等指标综合评定。

最佳人气奖
该奖项将通过网络投票进行甄选，采用票数积分制，根据网络投票排名前10名的企业，
颁发最受欢迎企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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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选 亮 点



权威的评审专家



科学的榜单设置

领军企业奖

主要关注市值在不低于人民币10

亿元，或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

于人民币5000万元的生物技术企

业。榜单围绕项目的技术实力、

创新能力、市场应用能力，以及

品牌影响力等在内的多维度指标

综合评价。

先锋企业奖

主要关注融资阶段在A轮及以后的

未上市生物技术企业。将围绕项目

创新能力、产品商用落地能力、团

队结构与能力、以及经营和资本运

作能力综合评定参选企业。

新锐企业奖

该奖项将通过网络投票进行

甄选，采用票数积分制，根

据网络投票排名前10名的企

业，颁发最受欢迎企业奖。

最佳人气奖

主要关注融资阶段在A轮以前的未

上市企业，且创立时间在三年以

内，榜单围绕项目其行业趋势、

商业模式、竞争优势、团队特质

与能力等方向进行综合评定，选

出最优的企业。



高频的互动交流



专业的信息服务

扫描二维码获取电子版
《粤港澳大湾区生物科技企业50

强创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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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权益



获得主流媒体曝光

本次评选联合电视台、主流媒体、纸媒等50多家媒体宣传推广，实现亿万级媒体曝光，

上榜企业媒体采访对接，提升企业行业知名度、产品市场认知度。

合作媒体 媒体专访



便捷对接多边资源

凡是报名企业均可获得知识产权规划、融资辅导、政策咨询、税务辅导、上市辅导等

咨询服务。

对接政府机构 对接医院 对接高校 对接专业咨询机构



加入优质企业圈层

历届参评企业：众多知名上市公司与前沿技术领域领导企业齐聚一堂

康方生物

祥丰医疗



打通绿色融资渠道

为参赛企业组织融资路演专场，节约企业方
和投资机构方相互找寻资金和项目的时间及
精力。

平台获众多国内顶级银行机构支持，
参评企业可获得银行授信绿色审核通
道。

企业与投资机构的见面路演会 银行参与企业互动走访



获得政府等官方机构的关注和认可

达石药业
获得50强企业评选荣誉，直通中

山市政府人才认定。
参评企业持续获得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实时掌握行业动态

免费获得《2021粤港澳大湾区生物科

技创新企业50强报告》

所有参赛企业均可免费获得《2021粤港澳

大湾区生物科技创新企业50强报告》，了解粤

港澳大湾区生物技术50强企业的发展历程、展

现状与趋势。

免费获取《新知——粤港澳大湾区医疗

生物科技发展动态（电子版）》

参赛企业还能获得主办方关于湾区生物技

术行业和企业发展的系列研究成果，了解行业

动脉和大湾区企业发展规律。



落户广东医谷奖励

【领军企业奖】

1. 广东医谷园区新落户奖15万

2. 广东医谷园区创新券2万

3. 广东医谷公众号发布企业宣传推文3篇，素材须审核，由企业提供

【先锋企业奖】

1. 广东医谷园区新落户奖10万

2. 广东医谷园区创新券1.5万

3. 广东医谷公众号发布企业宣传推文1篇，素材须审核，由企业提供

【新锐企业奖】

1. 广东医谷园区新落户奖6万

2. 广东医谷园区创新券1万

3. 广东医谷公众号发布企业宣传推文1篇，素材须审核，由企业提供

【潜力企业奖】

1. 广东医谷园区新落户奖3万

2. 广东医谷园区创新券0.5万

3. 广东医谷公众号发布企业宣传推文1篇，素材须审核，由企业提供

【最佳人气奖】

1. 广东医谷园区新落户奖3万

2. 广东医谷园区创新券0.5万

3. 广东医谷公众号发布企业宣传推文1篇，素材须审核，由企业提供

4. 同时获得最佳人气奖权益和其他奖项的，相关权益可叠加

【湾区明日之星】

1. 广东医谷园区新落户奖15万

2. 广东医谷公众号发布企业宣传推文1篇，素材须审核，由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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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粤港澳大湾区生物科技创新
企业 50 强评选自 2018 年 6 月
初启动后，备受政府部门、学者
专家、媒体与生物科技行业的广
泛关注与报道。

2019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发布元年，纲要提出，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发展壮大为
新支柱产业。2019年4月，第二
届粤港澳大湾区生物科技创新企业
50强评选启动。

粤港澳大湾区生物科技创新企业50
强评选已成功举办两届，得到政府相
关部门、创投机构、生物科技企业及
媒体的广泛关注与大力支持。2020
年7月，“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生物
技术创新企业50强”评选启动。

2019年4月3日
生物科技创新企业50强
评选发布会

2019年4月至9月
走访企业&专家团队
内部讨论

2019年8月30日
新兴生物技术创新论坛

2019年10月16日
生物科技创新企业
交流峰会暨第二届
粤港澳大湾区生物
科技创新企业50强
颁奖典礼

2018

2019

2020

前三届50强回顾

2018年6月27日
生物科技创新企业50
强评选发布会

2018年7月至8月
走访企业&专家团队
内部讨论

2018年9月07日
粤港澳大湾区
生物科技创新
发展峰会暨创新
50强颁奖典礼

2018年9月20日
粤港澳大湾区生物
科技创新发展峰会

2020年7月9日
生物科技创新企业50
强评选发布会

2020年7月至11月
走访企业&专家团队
内部讨论

2020年12月23日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
生物科技创新企业50
强颁奖典礼暨大湾区
生物科技创新发展峰会



第三届

广
州

深
圳

42% 37%

7% 3%

2% 2%

香
港

中
山

佛
山

东
莞

第三届

医疗器械 30%

医疗服务 17%

生物医药&技术 37%

精准医疗 16%

前三届50强上榜企业分析

第一届

广
州

深
圳

54% 26%

10% 4%

4% 2%

香
港

中
山

佛
山

东
莞

第二届

广
州

深
圳

42% 40%

8% 2%

4% 2%

香
港

中
山

佛
山

东
莞

第二届

医疗器械 36%

医疗服务 6%

34%

精准医疗 24%

第一届

医疗器械

医疗服务

36%

46%

18%

生物医药&技术

生物医药&技术

城市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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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性质 成就

第一届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A股上市 • 2019年成立控股子公司华大因源，华大因源并通过增资及控股股东转让股权的方式引入多家外部专业投资机构，
累计融资近5亿元人民币。

• 2019年10月获得“首届A股科技龙头50嘉年华·最佳投资者服务奖”。
• 2019年8月，自主研发了EGFR/KRAS/ALK基因突变联合检测试剂盒（联合探针锚定聚合测序法），打破了国外

测序仪在肿瘤基因检测试剂盒领域的垄断局面。
• 2019年新增新生儿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串联质谱检测产品。

第一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股上市 • 2019年11月，在科创板上市。
• 掌握了创面封闭治疗系统中敷料生产工艺，开发出满足临床需求的安全有效的一次性负压敷料；采用红外复合光

谱技术，开发出新一代高能红外线治疗设备；以气压弹道式技术为核心，开发出先进可靠的冲击波治疗机；建成
血液力学检测技术平台，开发出血栓弹力图仪工程样机。

第一届 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港股上市 • 2020年4月，康方生物（9926.HK）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
• 2019年11月，完成近1.5亿美元D轮私募融资。
• 2019年6月，正大天晴药业与康方生物签订了合营合同，共同开发重组人源化抗PD-1单克隆抗体AK105项目

(AK105项目)并全力推动该药物的注册上市及产业化进程。

第一届 李氏大药厂控股有限公司 港股上市 • 通过COPFL A系列优先股发行，获得五千万美元的投资。
• 已成功完成环孢霉素A眼凝胶在中国用于治疗干眼症的Ⅱ期实验。

李氏大药厂控股有限公司-
兆科眼科

港股上市 • 2021年4月29日在联交所主板上市

第一届、第二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股上市 • 2021年5月，在科创板上市
• 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第一届、第二届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股上市 • 2019年12月，获得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颁发的妇幼健康产业合作发展荣誉奖。
• 全资子公司凯普化学研发了“人型支原体/生殖支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 针法）”及生殖道感染病原体

核酸检测试剂盒（PCR+导流杂交法）。
• 公司推行M-IPD完善研发体系，推动核酸99战略实施，已顺利完成M-IPD第一期实施计划并启动第二期。

第一届、第二届 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港股上市 • 获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Futhrough主动脉覆膜支架破膜系统进入国家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
• 研发的IBS®可吸收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顺利完成FIM临床入组。
• 自主研发的新一代Fitaya®腔静脉滤器系统已顺利完成上市前临床试验入组。

前三届部分入榜企业成就—上市企业

来源：上市公司年报；公司官网



前三届部分入榜企业成就—高成长型企业

入围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性质 成就

第一届 广州嘉检医学检测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2020年5月，与北京吉因加共同举办云签约，宣布双方将在遗传性疾病和肿瘤基因检测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共建基于  Gene+Seq-200/2000的遗传病与肿瘤检测临床应用。

• 2019年10月完成3000万A+轮融资，2020年1月完成超1.1亿元B轮融资。

第一届、第二届 广州辑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基因编辑治疗β-地中海贫血的临床应用项目荣夺创客广东决赛二等奖。

第一届、第二届 深圳视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完成数千万元A+轮融资。

第一届、第二届 广州市康立明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企业 • 2020年2月，自主研发的长安心获准欧盟上市；3月，收购广州好芝生物并入选第四届医疗健康投资卓悦榜。
• 入选2019年广州未来“独角兽”创新企业榜单。

第二届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2021年完成 B轮3亿元融资
• 与Cordis签署了一项全球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开发其下一代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TA）球囊。 

第二届 广东博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续建博迈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3亿元。
• 由公司牵头，与澳门大学、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申报的“基于循环肿瘤细胞-类器官培养模型的难治

性乳腺癌精准医疗研究”项目成功入选2020年广东省粤澳科技合作拟立项项目。

第二届 思派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思派集团荣膺“投中2019最佳医疗服务领域投资案例TOP10”。

第二届 广东欧谱曼迪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2021年完成数亿元的D轮融资

第二届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2020年5月已完成超过10亿美元B轮融资。
• 在抗击新冠疫情初期部署2台DNBSEQ-T7运达武汉，在国内外建立“火眼”实验室提高核酸检测的速度。
• 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远程超声机器人获批NMPA三类医疗器械资质。

  第二届 深圳橄榄健康信息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完成近千万美元A轮融资

来源：上市公司年报；公司官网



前三届部分入榜企业成就—高成长型企业

入围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性质 成就

第二届、第三届  深圳市精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完成数千万元A+轮融资
• 完成6亿B轮融资

第二届、第三届  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荣获“2019年度中国医疗大健康产业投融资荣耀榜”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最佳新锐奖。
• 获得全球首款病原宏基因组(mNGS)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CE证书。
• 完成2亿C轮融资

  第二届、第三届 深圳市亦诺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完成C轮融资
• 公司研发团队完成了基于溶瘤病毒载体新一代产品的科研研发，旨在让CAR-T疗法、ADC和BiTE能

够有效治疗实体瘤，为2022及未来储备了令人振奋的产品管线

  第二届、第三届 创芯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完成近亿元A轮融资
• 创芯国际提供科研与临床精准治疗的肿瘤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平台、行业上中下游产品的转化与

生产、新药研发-体外CRO服务，致力于个体化治疗、新药研发及再生医学三个方向，拥有完整的类
器官全产业链，也是国际化类器官产业基地

  第三届 普米斯生物技术(珠海)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完成逾亿美元融资
• 普米斯核心团队由多个全球知名生物药研发团队核心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拥有覆盖生物药研发

产业化全过程的成功经验，同时还具备国际知名药企工作和管理经验，累计参与研发项目超过40个，
已上市品种年销售总额超200亿美元

  第三届 珠海瑞思普利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完成2亿B轮融资
• 瑞思普利成立于2018年，致力于全球领先的呼吸系统吸入给药配方技术及装置研发、生产，在研      

产品线涵盖了呼吸系统全系列产品：涉及哮喘(Asthma)、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CNS）等多个临床需求大的治疗领域，未来2年计划将2~3款在研药物推进到临床试验

  第三届 深圳睿心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     完成3亿B轮融资
•     深圳睿心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创新产品“冠状动脉CT血流储备分数计算软件”注册申请获批
•     睿心医疗上榜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医学影像企业Top10

来源：上市公司年报；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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