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开始，改变世界

THE iQ GROUP GLOBAL
独特创新的The iQ Group Global业务模

式，正在改变全球生物技术产业。

对于生命科学与医药业务，我们与全球科

学家在以下领域携手合作：鉴别与持有知识产

The iQ Group Global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搭建起连接资本与科学的桥梁，开创未来医学
的新局面。

生命科学与医药业务具备多个领域的科学

权、制定与执行从研发直至上市的药品开发计

专长，涉及生物技术知识产权资产管理、医学/

多先进科技，我们正在开创未来医学的新局面。

销售。

划。
从简单的化学实体，到复杂的基因疗法及更
此外……

我们专门设立的投资银行业务，将生物技

术从另类投资选择成功转型为不可或缺的资本

市场主流资产。我们设计和营销创新的结构化
金融产品与解决方案，在12年或更长的药品开
发周期内，提供进入与退出点、投资与撤资点。

临床研究、监管与偿付战略、医疗事务与医药品
投资银行业务则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风险投

资、
结构性金融产品、
基金管理(iQ Series 8)与投
资银行服务。

汇聚全球投资界与科学界精英，The iQ

Group Global在生物技术的演变发展过程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令我们成为金融市场从业机
构、政府、研究院所及广大生物制药产业的理想
战略合作伙伴。

从这里开始，改变世界

THE iQ GROUP GLOBAL理论
成立初衷

风险缓释

科学公司，然而它们的价值却被低估。

企业融资和投资银行解决方案，通过所产生的协

澳大利亚拥有众多具备世界级发展潜力的生命

目标

• 通过投资早期研发并参与价值创造活动，实现

The iQ Group Global为被投资公司提供结构性
同效应，控制整个药品开发周期过程，并在此期
间提供资金。

显著资本利得，直至退出投资。

竞争优势

差异与市价总值所带来的跨境套利机会。

• 内部工具——金融、科学、投资银行、法务与投

• 从根本上把握跨越不同资本市场的公司估值

•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资本、科学与管理。
资者关系。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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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Q GROUP GLOBAL旗下公司
The iQ Group Global由以下六家公司组成：

iQNOVATE

iQX INVESTMENTS

iQ3CORP.

科学连接商业

资本投资助力疾病消除

将科学转化为资本并超越资本

iQnovate是一家基于科学的生命科

iQX Investments是一家专注于生命

iQ3Corp.(ASX:IQ3)是全球首家专门

机研发能力。
依托这一能力，iQnovate

构，致力于为创建创新型企业的医

面向生命科学公司提供重要的金融

学资产管理机构，拥有极为突出的有
能够构思、寻找、验证和商业化开发
具备超凡及潜在突破性成果的生物
技术资产，进而改善人类健康。
iqnovate.com

科学领域的投资公司与基金管理机

生、科学家和企业家提供支持。iQX

Investment Services是iQ Series 8

Life Science Fund的基金管理公司；
该基金专注于把握生命科学领域机
遇，主要侧重于生物技术创新。

的生命科学企业融资与顾问公司，
决策专业意见，包括首次公开募股

(IPO)、融资、重组/重整、并购和收购
及企业战略。

iq3corp.com

iqxinvestments.com.au

iQ CAPITAL

临床研究公司(CRC)

FARMAFORCE

投资于未来医药

重新定义医疗事务

一起携手，打造未来

iQ Capital位于纽约，是集团旗下专业

CRC为医药行业提供医疗事务合同

FarmaForce (ASX:FFC)是一家为澳大

物制药产业之间搭建起有效的连接

crcaustralia.com

方案的合同销售组织。

的生命科学投资银行，在投资者与生
桥梁。

iq-capital.com

外包服务，贯穿整个药品生命周期。

利亚医药行业提供创新型销售解决
farmaforce.com.au

iQ投资方式
我们针对每项投资资产量身定制了独特的

阶段科学意见、接触全球主要意见领袖、接触

资本的众多效益。通过集团旗下公司之间的协

期及验证性临床开发阶段、试验用新药申请

投资方式，致力于为被投资公司带来远不止于

知名顾问委员会成员、协助规划整个开发周

同效应，我们在发挥自身世界级药品开发专长

(IND)等提供科学意见。

的同时，提供企业顾问与投资银行服务，协助将

• 当资产从初期进入中期临床试验阶段时，我

临床开发主要里程碑转化成价值创造事件，从

们将通过在本国资本市场上市及在欧美交易

而带来多个投资机会：

所交叉上市，继续提供金融解决方案。

• 我们基于科学价值，在药品发现阶段进行风

• 上市后，我们的后续资金可能会继续投资，直

险投资，在潜在技术尚未得到非专业投资者

至第三期和监管审批阶段。

全面理解或认可之前投资。

• 一旦资产进入临床前阶段，我们会通过管理
基金继续投资。

• 除了资本以外，我们还为被投资公司带来重

大效益，包括提供全面临床试验服务、临床前

iQ在药品开发阶段的投资方式
拨款、天使投资人

首次公开募股/交叉上市

iQX风投 / Bridge

其它iQ管理基金或SPV

iQ Series 8

药物发现

临床前试验
第一期

250

5,000 - 10,000
复方药

FDA审查 生产制造

临床试验
第二期

上市后监督

第三期

5

20-100

100-500

3-6 年
研究复合物

资料来源：The iQ Group Global (2015年)。
		 PhRMA (2007年)，《药品发现与开发：了解研发过程》
		 DiMasi, J. (2014年), “制药行业创新：新的研发成本预估”

6-7 年

1000-5000

NDA 提交

研发前

IND 提交

一种经FDA
批准的药品

0.5-2 年

持续进行

医药产品

iQ SERIES 8 LIFE SCIENCE FUND
(GLOBAL)ESVCLP LP
iQ Series 8 Life Science Fund (Global)
ESVCLP LP为成熟投资者带来涉足生命科学领
域结构性投资项目的独特机会。

金总值1亿澳元，为投资者提供通常不面向于直
接投资的生命科学领域投资机会。

目标被投资方为主要从事生物科学创新并

有望改善人类健康与疾病治疗成果的生命科学
初创公司。这些公司活跃于新药品和医学技术
的发现阶段晚期或临床前试验阶段，如生物复

LEVEL 7, 222 CLARENC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WWW.THEIQGROUPGLOBAL.COM
电话：+61 2 8239 5400
电邮：INFO@THEIQGROUP.COM.AU

的 法 定 独 立 机 构 —— 澳 大 利 亚 创 新 委 员 会

(Innovation Australia)批准了本基金早期风险资

本基金为封闭式专业基金，投资期6-7年，基

合物、化学复合物、诊断与医疗设备。

2 0 1 5 年 9 月 1 6 日，隶 属 于 澳 大 利 亚 政 府

本有限合伙(“ESVCLP”) 的有条件注册。

根据ESVCLP计划，澳大利亚有限合伙人与

外国有限合伙人通过本基金持有之合格风险资
本投资项目所获取的收入分配(包括股利与处置
利得)免征澳大利亚所得税，令本基金成为潜在
投资者涉足该类投资的诱人渠道。

欲知iQ Series 8 Life Science Fund详情，

敬请浏览网站www.iqseries8.com或电邮至
manager@iqseries8.com联系我们。

投资者关系
电话：+61 2 8239 5400
电邮：INVESTOR.RELATIONS@THEIQGROUP.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