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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通、医疗、教育、住宅资源的配套成熟，前滩吸引了不少跨国企业的总部。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昨日下午，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医和产融协同对接

会”在浦东张江举行。会上，上海市中小

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上

海市生物医药产业促进中心、上海市生物

医药行业协会共同签署“生物医药贷”战

略合作协议。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

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上海市生物医药

产业促进中心、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新药贷”批次担保业务合作

协议。

根据此次会上签订的授信协议，承贷

银行将获得总额 5亿元的授信额度，首批

次将为约 2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融资贷

款，切实缓解融资难问题，进一步推动本

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会上透露，上海将搭建“担保+银行+
协会+园区”政策性融资服务联动平台，

加大正向激励，汇聚各方力量，畅通合作

机制，开通绿色通道，降低中小微企业综

合融资成本，发挥增信保障作用，进一步

为实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发挥市担保基

金“四两拨千斤”的政策放大效应，引导信

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在创新“生物医药贷”模式上，由上海

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上海市生物医药产

业促进中心会同相关产业园区，结合生物

医药产业特点，瞄准关键核心技术，主动拟

定符合条件的政策性融资担保项目“白名

单”并推荐给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

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同时由上海市中小

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通过

筛选确定试点合作银行，集中报送、统一受

理、优惠费率、快速审批，“一揽子”解决本

市生物医药企业的融资需求，加强产业促

进中心、行业协会与银担之间的合作。

在提升融资服务水平上，助力为本市

生物医药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上海

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

中心、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促进中心、上

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三方将共同设置

“政策直通车”，设立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

服务专员。

市经信化委总工程师刘平表示，生物

医药企业，特别是初创期的企业，大多是轻

资产，往往很难通过传统评估标准取得金

融支持，这成为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瓶

颈。根据生物医药产业特点，一定要制定

生物医药企业可及的金融支持措施。

具体包括为生物医药企业量身定制

评估评价标准，从“重实物资产”向“重知

识专利”转变；研究定制免抵押或小额抵

押贷款等特殊金融产品，通过绩效考核调

整、提高不良容忍度等措施，加大信用贷

款支持；进一步发挥本市政策性融资担保

基金作用，加大融资担保支持力度，降低

融资担保费率和再担保费率；同时，也鼓

励保险公司进一步探索扩大生物医药临

床试验保险及生物医药产品责任保险保

障范围，并支持符合条件的生物医药企业

通过发行上市、再融资、发行债券、资产支

持证券等途径开展直接融资。

在对接会上，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

主任郭文发布 2020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

十件大事。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新年刚至，奢

侈品新一轮涨价已然开始，部分品牌今

年还将涨价数次。继宣布上线两家天猫

官方旗舰店的消息之后，Gucci 于 1 月 8
日起上调老花系列等热门包款的价格，

涨幅高达 20%。

此前，Hermes、Chanel 等品牌已于今

年初完成涨价。LV 也于上周全面上调

大部分产品售价，涨幅在 1%至 13%之间，

Celine则于 1月 11日起涨价，并确认本年

度将涨价三次。投行杰富瑞的最新报告

表示，中国作为最先从疫情中恢复的市

场，已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中坚力

量。据此前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

报告《2020 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势不可

挡》显示，在全球奢侈品市场萎缩 23%的

情况下，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实现了全

年 48%的增长。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布鲁诺

表示：“疫情对全球经济和社交场景产

生很大影响，导致全球奢侈品市场萎

缩，但在中国，有四大引擎支撑了奢侈

品消费市场在 4 月之后回暖。这四大

引擎分别是消费回流、新世代消费者崛

起、数字化发展以及海南离岛免税购

物。”

去年以来，各大奢侈品品牌都在中

国市场积极拓展并加强线上线下与消

费者互动的方式。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目前，已有 223 个品牌登陆“天猫奢品”

频道。2年前，该数据仅为 35个。

此外，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Dior、
Louis Vuitton、Gucci、Prada、Tiffany 也接

连入驻。《2020 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势不

可挡》预计，到 2025 年，中国有望成为全

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日，国际知

名的房地产专业服务和投资管理机构仲量

联行发布“2020年第四季度上海房地产市

场回顾及展望”，随着上海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办公需求持续释放。前滩成为2020年

最活跃的新兴商务板块。

仲量联行华东区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

商业地产部总监张静表示：“2020年下半年

上海办公楼市场需求量显著回升，尤其是一

些非中央商务区板块，吸引了众多成本控制

型及大面积总部需求型企业入驻。区域规

划及楼宇品质的进一步提升、良好的租金条

件为企业带来升级办公环境的契机。”

数据显示，2020年四季度上海甲级办

公楼净吸纳量达到 21.4万平方米，2020年

全年净吸纳量达到40.7万平方米。在成本

控制型需求和总部整合需求的支撑下，非

中央商务区2020全年净吸纳量达到39.7万
平方米。四季度，中央商务区净吸纳量进

一步回升至2.5万平方米。

“前滩毋庸置疑是过去12个月来最活

跃的新兴商务板块。”仲量联行上海商业地

产部高级董事黄臻表示，受益于轨道交通

的完善，医疗、教育、住宅资源的配套成熟，

前滩吸引了不少跨国企业的总部，也受到

来自浦东、浦西各类企业及个人投资者的

青睐。整体来看，2020年浦东办公楼市场

整体依然保持活跃，而且区域选择上更加

多元，不仅有陆家嘴等传统板块，加上目前

政府正在打造的金色中环，这其中包括前

滩、金桥、张江等区域。

从租金方面来看，四季度中央商务区

租金环比下降 1.3%，同比下降 6.7%。非中

央商务区整体租金环比下降 0.9%，同比下

降 9.3%，然而包括前滩在内的部分板块租

赁势头强劲，自2020下半年已开始实现租

金增长。

随着经济逐步复苏，租赁需求持续回

升，成本控制型租户将继续推动租赁市场

需求。黄臻表示：“疫情对企业营商的影响

将使企业对成本继续保持敏感，加之供应

充足，预计租金在 2021 年将继续有所下

降。受益于疫情的行业或受到关键政策扶

持的行业有望推动租赁复苏，包括科技新

媒体、金融服务、医疗健康以及外资金融等

企业。”

产业园区方面，稳定的需求使租金呈

现增长势头。四季度产业园区空置率下降

至12.5％，净吸纳量达到10.5万平方米。科

技新媒体和医药企业是主要需求驱动力，

尤其是在线平台、游戏和生命健康类企

业。例如，蓝帆医疗在张江大得创同扩租

了2100平方米的面积。四季度产业园区整

体租金环比小幅上涨 0.8%至 4.4元每平方

米每天。

随着国内疫情整体得以有效控制和经

济向好，上海房地产市场整体呈持续复苏

态势。零售物业市场方面，美妆品牌、汽车

展厅以及与健康相关品牌保持积极扩张态

势，使四季度零售地产租赁需求进一步回

稳，零售物业整体空置率下降。物流地产

市场方面，得益于稳健的需求和后疫情冷

链及生鲜电商等新兴驱动力的支撑，2020
年全年物流地产市场租金保持正增长。住

宅市场成交势头在2020年保持良好，整体

市场及高端住宅市场全年成交量均超过

2019年。尽管2020年投资市场成交量出现

同比下降，强劲的本地投资需求从一定程

度上抵消了境外需求的放缓。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昨日，诺华

与百济神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获得百

济神州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在中国以

外的全球主要市场的许可引进。

百泽安是一种抗 PD-1 单克隆抗

体，研发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巨噬

细胞中的FcγR的受体结合。临床前数

据显示，巨噬细胞中的 FcγR受体结合

之后会激活抗体依赖细胞介导杀伤T细

胞，从而降低PD-1抗体的抗肿瘤活性。

根据此协议，诺华将获得百泽安在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开发及商业

化许可。诺华将支付 6.5亿美元的首付

款，以及相关特许使用费和里程碑付

款。百济神州将保留百泽安在中国和其

他国家及地区的相关权利。

据悉，百泽安正在开展15项潜在的

注册临床试验，针对多种适应症，包括非

小 细 胞 肺 癌（NSCLC）、肝 细 胞 癌

（HCC）、食管鳞状细胞癌、胃癌和鼻咽

癌。预计于 2021年提交中国境外首个

上市申请。

此外，诺华和百济神州还针对实体

瘤确定了多个百泽安+诺华疗法组合的

临床试验机会。

百泽安已被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批准用于治疗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和

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此外，百济神

州还在中国递交了百泽安的三项新适应

症上市申请，包括一项联合化疗用于治

疗一线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一

项联合化疗用于治疗一线晚期非鳞状

NSCLC患者和一项用于治疗既往接受

过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勃林格殷

格翰近日宣布与谷歌量子人工智能部

门达成一项合作协议，双方将专注于研

究与实现药物研发领域量子计算的前

沿应用案例，特别是在分子动力学模拟

领域。

基于这项全新的合作，勃林格殷格

翰将把自身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与计

算机模拟领域的领先专业知识与量子计

算机及算法领先的开发商谷歌的资源相

结合。勃林格殷格翰将成为全球首家与

谷歌在量子计算领域开展合作的制药公

司。

这项合作将持续三年，由新成立的

勃林格殷格翰量子实验室牵头。

勃林格殷格翰方面表示，量子计算

有望大幅加速并增强行业的研发流

程。尽管量子计算在很大程度上仍是

一项新兴技术，但这项技术在将来可以

为更多的人类和动物提供创新的突破

性药物。

计算方法已成为设计和开发创新药

的基石，为改善人类和动物的健康作出

了重大贡献。然而，鉴于其算法结构，当

今的计算机仍无法解决许多真正复杂的

挑战，克服这些挑战对药物研发的早期

阶段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模拟和

分析与疾病机制相关的分子。量子计算

有望准确地模拟与对照比目前计算水平

大得多的分子，从而为多种疾病的药物

创新和疗法开发创造新的机会。

据悉，这项全新的合作是勃林格殷

格翰全面数字化转型战略的一部分，旨

在更好地利用和加速研发公司充满潜力

的产品管线，最终为有需要的患者带来

更多的医学突破。

此外，勃林格殷格翰已建立了专属

量子实验室，正大幅增加对多项数字技

术的投资，涵盖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

数据科学等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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