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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华收购AveXis�一石激起千层浪

全球基因治疗行业整合预期升温

□

本报记者 陈晓刚

瑞士制药巨头诺华9日宣布，将以87亿美

元现金收购美国基因治疗公司AveXis。 根据

交易条款， 诺华将为AveXis每股支付218美

元，较该股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115.91美元溢

价 88% 。 当日AveXis股价暴涨 81.57%至

210.46美元。

AveXis股价暴涨引发了美股市场中的部

分基因治疗公司股价联袂上行，巴克莱分析师

认为，此次交易“为行业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

分析人士还认为，诺华收购AveXis可谓“一

石激起千层浪” ，基因治疗行业整合的大趋势

可能持续升温，“谁是下一个” 的猜测将不断

推高相关公司的股价。

诺华大手笔介入基因治疗领域

此项交易已获得双方董事会的批准，预计

将于今年年中完成交易。若诺华单方面终止并

购，将支付AveXis4.37亿美元“分手费” ；反

之，AveXis将向诺华支付2.84亿美元。

诺华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并购扩大其在基

因治疗和神经科学方面的领导作用，受研发投

资影响，预计该收购将轻微影响今明两年的收

入， 但在2020年将会大幅推高其营运收入以

及盈利水平。

AveXis公司创立于2010年，总部位于伊

利诺伊州，主要致力于开发针对脊髓性肌萎缩

（SMA） 的新型基因疗法。 这种疾病相对罕

见， 会导致肌肉无力和运动神经元萎缩，

AveXis公司拥有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

AVXS-101。该公司2016年2月在纳斯达克上

市，股价从16美元持续上涨，两年多的时间内

上涨逾12倍。

相比传统医疗手段，以基因技术为基础的

基因治疗手段更具针对性，能够获得较为理想

的治疗效果，并能大大减轻患者痛苦，其应用

被业内普遍看好。 目前，多项基因治疗技术均

已取得重大进展， 并有望在近期进入应用阶

段。 近来，多家生物医药巨头已在基因治疗行

业大举开展并购，力图抢占先机。收购AveXis

是诺华四个月来第二次大手笔介入基因治疗

领域， 今年1月诺华曾斥巨资与Spark公司合

作，共同开发和推广针对遗传性视网膜营养不

良的基因疗法Luxturna。 同样在今年1月，生

物制药龙头新基医药（Celgene）也以近90亿

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基因治疗公司朱诺。

行业整合传言四起

诺华收购AveXis的消息公布后， 立即在

生物科技行业中激起强烈反响。 标普500指数

下属的医疗保健指数当日上涨0.93%，在11个

子指数中表现最好。

该领域目前整合传言四起，涉及的公司包

括：新基医药、Agios制药、Ionis制药、Jounce

治疗、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

市场传言称，新基医药在收购朱诺医药后

还盯上了Ionis制药、Jounce治疗等中小型公

司，旨在收购更多有前景的公司或药物。

9日，Agios制药股价大涨9.26%、Ionis制

药涨2.29%、Jounce治疗涨7%。另一家制药巨

头默克公司大涨5.25%，同样开发针对脊髓性

肌萎缩疗法的PTC治疗公司上涨1.9%。

巴克莱分析师亚伯拉罕认为， 市场对基因

治疗行业整合早有期待， 但是近期一直未出现

大型交易，加之市场气氛不佳，缺乏合适的催化

剂，诺华收购AveXis令整个行业感到“振奋” 。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认为， 诺华收购

AveXis使得主营基因疗法业务的公司变得日

益“抢手” ，未来专注于重组腮相关病毒基因

治疗的ReGenXBio公司、 从事罕见病基因疗

法的Uniqure公司都有可能被并购。两家公司

9日分别上涨15.63%、16.44%。

Jefferies分析师则将“谁是下一个” 的猜

测名单扩大，潜在被并购的公司包括：从事罕

见病基因疗法的蓝鸟生物 、Spark治疗 、

Abeona治疗， 研发血友病基因疗法的

BioMarin， 研发无脉络膜症基因疗法的

Nightstar治疗， 研发帕金森病基因疗法的

Voyager治疗等。

港元走软助香港零售业基本面改善

□

本报实习记者 昝秀丽

香港零售业自2014至2016年持续三年

下滑， 自2017年出现止跌回升后，2018年再

度告捷。 香港政府公布数据显示，2月份，香

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452亿港

元，同比增长29.8%，连升12个月，创8年来

最大升幅。 市场人士分析，香港零售业向好

主要受益于港元走软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

内地消费者信心提升。 此外，从细分产品的

销量表现来看， 香港零售业的基本面也已得

到改善。

港股方面，港交所统计的23只零售行业股

票中，年初至今多只上涨幅度超同期大盘。 截

至10日，纯粹从事香港零售业务的利福国际上

涨38.21%（恒生指数同期上涨2.71%）；香港零

售业龙头莎莎国际和英皇钟表的股价年初至今

涨幅分别为49.67%和27.78%。 德银等机构预

计，香港零售业后市将延续正面势头，并提升多

家行业公司评级。

创8年来最大升幅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香港2月零售业销售

总额创下自2010年2月以来的最大升幅 （同比

增29.8%），远超市场预期（8%），是令人鼓舞

的信号。

关于香港零售业重现活力的原因， 银河国

际分析，主要是受港元走软影响，人民币持有者

购买香港货品相对便宜。另外，中国内地消费者

信心良好，消费能力提升，也给依赖旅游业发展

的香港零售业带来利好。 其中，2017年访港游

客数一改2015、2016年的下降趋势，增长3.2%，

内地游客增幅为3.9%。

值得关注的是， 香港零售业的基本面也有

所改善。 招银国际分析，从细分行业领域来看，

受惠于汽车和电子产品需求的增加， 耐用消费

品前两月销量同比增长24.2%（去年四季度为

5.9%），增幅最大；其次为珠宝和手表，前两个

月同比增长21.0%（去年四季度为7.4%），主要

得益于资产价格升值和财富效应影响； 服装前

两个月同比增长为 19.3%（去年四季度为

5.4%）， 岀现了2015年以来的首次双位数增

长；另外，百货公司和药品化妆品销量前两个月

分别增长10.9%和17.4%， 去年四季度分别为

5.3%和11.7%。机构认为，药品化妆品自去年四

季度以来都能保持双位数增长， 说明需求的改

善明显。

港股方面，截至10日收盘，包括零售业在

内的恒生消费者服务业指数较年初增长了

4.94%，超过同期恒生指数增幅2.71%。

个股方面， 单纯经营香港零售业务的利福

国际表现格外引人注意。 利福国际于2016年和

2017年通过重组，分别拆分了经营内地零售业

务的利福中国和经营地产业务的三盛控股。 此

后， 利福国际受益于香港零售市场的复苏，

2017年净利润增长107.5％。 同时，香港钟表龙

头公司英皇钟表珠宝自去年起扭亏， 首两个月

表现更佳，销售增长率近35％，化妆品龙头莎

莎国际首两个月在港澳地区的销售收入也实现

了14.6%的增长。

良好势头有望持续

机构预计，香港零售业的发展将持续向好。

招银国际表示，受港元持续走软和个股基

本面向好影响，香港零售业数据增长势头将延

续至3月。该机构分析，截至3月底，人民币兑港

元已经升值10.8%， 对日元和韩元则只升值

4.5%和4.2%，对欧元则贬值4.7%，截至10日，

美元兑港元一直位于7.849上方， 并不断逼近

弱方兑换保证红线。 另外，个股方面，利福国际

和佐丹奴国际都表示过3月销售增长数据不

俗， 因此3月香港零售业销售数据增长趋势仍

将延续。

德银发表研究报告称， 香港失业率低和消

费维持稳健，都有助增加商业投资及人员流通，

因此预测香港零售业将在第二季持续增长。 虽

然下半年面临的基数较高， 但在大湾区建设的

带动下， 行业板块仍可延续正面势头。 个股方

面，德银提高了莎莎国际和利福国际目标价，给

予买入评级。

科尔尼：今年消费零售业

并购热度将回升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10日发布的最新报告

预测， 全球消费品与零售企业并购交易将会增

加， 传统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利用并购来促进增

长和创新，由美国发起的跨境并购将越来越多。

根据对全球消费品与零售企业最高管理层

展开的调研，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企业正在

利用并购来获得新的能力、延展产品组合、获取

新客户或扩大地域布局。 最高管理层普遍对并

购抱有乐观态度， 例如有71%的受访者认同并

购正在创造价值，这一数据远高于去年的48%。

科尔尼合伙人、 全球并购业务负责人Bob�

Haas表示，尽管某些趋势，例如现金储备充足

将越来越明显， 但市场上的其他趋势将发生转

变。 2017年对并购持观望态度的情绪已经消

散。 很有可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老牌企业为

了保持其影响力而进行创新收购。

科尔尼公司全球高级合伙人兼大中华区消

费品与零售业务及并购业务负责人贺晓青指

出， 预计传统业态的消费品与零售企业将在

2018年展开反击，寻找邻近或具有协同的新业

务（即聚合并购）。通过并购进入临近业务或新

业务，包括并购大型公司乃至于中小企业，往往

比通过内生增长进入新业务更为有效。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两年后美财政赤字将破万亿

□

本报记者 陈晓刚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9日发布报

告预测称，美国的财政赤字到2020财年将超过

1万亿美元。 去年6月，该机构曾预测财政赤字

要在2022财年才会超过1万亿美元大关。

报告表示， 在截至9月30日的2018财政年

度， 美国财政支出将比收入多出8040亿美元，

超过此前预计的5630亿美元； 在2019财年，预

算赤字料将达到9810亿美元，而之前的预测为

6890亿美元。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18年的实际

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3.3%，2019年和

2020年将分别放缓至2.4%和1.8%。该机构还预

测，在2020-2026年期间，许多因素会抑制美国

经济增长，如利率和物价上行，联邦支出增长放

缓以及个人所得税减税的到期。 考虑到新的税

改和支出立法，报告认为美国从2018年到2027

年的累计赤字将达到11.7万亿美元， 这期间的

收入会减少2%，支出会增加1%。

报告还称， 特朗普总统签署的减税和支出

法案对促进长期美国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

因为减税和支出立法提供了财政刺激措施，在

短期内会提振实际GDP超过GDP潜力水平，从

长远来看， 所有这些影响以及由新法案带来的

预算赤字都会对利率和物价造成上行压力。

日本和香港

将互通金融系统

□

本报实习记者 昝秀丽

10日，日本央行表示，日本与香港将互通

双方金融系统， 实现即时结算涉及以双方货币

计价的资产交易，这有望成为国际央行的创举。

根据计划， 日本央行与香港金管局将协助

完成日本公债及港元的即时结算。 这意味着日

本金融机构能够透过央行系统， 以日本公债作

为担保品购买港元。 该系统也为香港金融机构

提供一个平台，投资短期过剩资金。

目前， 在香港运营的日本银行想要获取资

金，大多数是先将日元兑换成美元，然后用美元

去兑换港元。一旦新系统启用，日本银行在获取

港元时就不必支付日元兑换为美元的成本。

此举是伴随着日本银行业者在亚洲扩大业

务而出现的。因日本国内市场不断萎缩，这些银

行业者在日本之外寻求贷款机会。 日本央行发

表声明称，两家央行将于4月1日起财年开始着

手建设新系统，计划2021年春季之前完成。

舜宇光学科技

手机镜头出货量大增

□

本报实习记者 昝秀丽

10日，舜宇光学科技发布公告称，受益于

公司手机镜头市场份额的上升，3月手机镜头

出货量同比上升50.6%。

其他光学零件产品方面，受益于车载成像

领域的快速成长和公司车载镜头全球市场占有

率较去年同期上升， 上月车载镜头出货量为

285.8万件，同比增10.5%；玻璃球面镜片出货量

为215.4万件，同比增7.2%；其他镜头出货量为

288.3万件，同比增8.9%。

光电产品方面，手机摄像模组上月出货量

为2498.8万件，同比增6.9%；其他光电产品出货

量为73万件，同比增47.4%。

此前，据舜宇管理层预计，双镜头于内地智能

手机的渗透率将自去年的15%-20%提升至今年

的25%-30%， 今年镜头模组毛利率仍将继续提

升。 另外，3D镜头业务将于今年下半年贡献收入，

与此同时， 在高端Android智能手机镜头市场的

市占率也会提升，并带动产品均价及毛利率提升。

二级市场上，截至10日收盘，舜宇光学科

技收涨4.49%至158.2港元。

恒指连涨三日 蓝筹股强势反弹

□

本报记者 倪伟

10日，港股市场全天低开高走，恒指收盘

涨幅1.65%，上涨逾500点，报30720.74点；国企

指数涨幅2.08%，上涨逾251点，报12324.02点；

红筹指数涨幅1.53%，报4533.32点。 大市成交

额1383.48亿港元，较此前出现放大。

盘面上，蓝筹股表现强势，涨幅居前三的

分别为瑞声科技、碧桂园、中国旺旺，分别上

涨6.80%、5.95%、5.84%。 个股方面， 宝积资

本、 金泰丰国际控股、 丘钛科技涨幅位列前

三，分别上涨30.21%、26.97%、20.21%。 板块

方面，涨幅前三的为航空股、LED、电子消费

品，分别上涨6.28%、5.57%、4.76%。此外中资

金融板块个股也集体发力， 其中中国太平涨

超8%，招商银行涨超6%，中国平安涨超5%，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均涨超2%，对恒指起

到了很大的推升作用。

港股市场在3月21日开始的一波下行已经

出现企稳迹象，恒生指数连续3天上涨，反弹趋

势明显。 万得数据显示，恒生指数在4月6日、9

日和10日3个交易日连续上涨逾979点， 涨幅

3.3%。 而在这一轮连涨行情中，前期股价遭错

杀的优质股反弹力度明显更强， 而前期比较抗

跌的个股部分出现获利回吐。 盘中资金风格也

出现了一些转变， 部分资金从避险板块逐渐流

入到其他板块中， 市场前期热点又再度活跃了

起来，不少优质个股成为了反弹先锋，如金蝶国

际、丘钛科技等。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 目前贸易摩擦的紧

张气氛缓和， 美股周五也将正式进入一季报

业绩期。 市场普遍预期税改对企业盈利的正

面影响将在一季报中体现出来， 因此看好美

股市场近期走势。 而港股方面， 受外围气氛

回暖的影响， 市场忧虑情绪也有所缓解。 同

时成交量有所扩大， 跟上了指数升幅， 所以

接下来只要中美贸易摩擦不再升级， 相信恒

指还将大概率延续反弹势头， 因为港股市场

估值偏低和企业盈利预期向好这两大核心上

涨逻辑并未改变。

惠理主席兼联席首席投资总监谢清海表

示，中美两国不会全面开打贸易战，近日股市

的波动， 虽然不一定保证短期能够走出阴霾，

但却是难得一见的买入时机，并且以中国概念

股优先。

中信证券表示， 贸易摩擦对市场的影响

有望收敛，相信市场将在4月维持区间震荡，

而从全年的角度看仍然处在战略建仓期，投

资者可以在关注防御型较强的医药等板块的

同时， 也关注具备确定高成长性的新兴产业

龙头，如工业互联网、量子通信、云计算、半

导体等。

融资金额大幅回升

全球科技行业IPO走出低谷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 全球科技

行业 IPO数量和融资金额大幅回升， 走出

2016年低谷， 与2015年数量和融资金额持

平。 特别是2017年中国TMT企业IPO融资金

额较前一年翻倍， 未来各大市场仍将竞相推

出改革措施，为中国TMT企业上市提供更多

选择。

科技行业IPO回暖

普华永道10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7年全球范围共有99起科技行业IPO� (不

包括融资金额小于4000万美金的IPO)， 共获

得约251亿美元融资。 全球科技行业IPO数量

和融资金额均大幅回升， 走出了2016年的低

谷，与2015年数量和融资金额持平。 而其中中

国科技行业IPO数量更是在2017年创下了历

史新高，以23起IPO处于第一，美国以14起位

居第二。

从融资总金额看， 中国企业以46.5亿美

金的融资额继续领跑全球， 美国和瑞士企业

以近28.6亿美金及24.2亿美金的融资总额紧

随其后。

从行业分布来看， 行业融资额分布略有变

动，互联网软件及服务行业仍然处于领先地位，

共有13起IPO，融资总额约48亿美金。电子设备

行业异军突起， 以下半年11起IPO从上半年行

业第七的位置一跃成为第二，融资总额约为38

亿美金。软件行业排名略有提升，超过半导体和

通信设备行业排名第三，共有12起IPO，融资总

额约为18亿美金。 2017年下半年，地理分布涉

及14个国家及地区。

各大市场抛出“橄榄枝”

统计显示，在2017年，中国TMT企业IPO

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融资总金额翻倍，IPO总数

量为2016年的1.5倍，全年共有108起TMT行业

IPO，获得人民币760亿元融资额。

普华永道中国审计部合伙人张翌表示，

2017年下半年， 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TMT行

业公司在探索海外资本市场， 其中2017年下

半年，中国企业共有49起TMT行业IPO，共获

得人民币502亿元融资额，海外及香港上市企

业融资额占下半年总融资额的半数以上，为近

年来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2017第4季度，选择在香港

及海外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激增， 共有8家中

国内地TMT公司选择香港及海外上市，获得约

人民币257亿元融资额， 占2017下半年总融资

额的52%。

普华永道中国私募股权基金业务组北方区

主管合伙人张勤指出， 香港市场对于同股不同

权企业及尚未盈利或者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

司的放开，将在2018年进一步提升香港市场对

于中国内地TMT企业的吸引力。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