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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機密文件

▪ 本文件由勵晶太平洋（「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為特選接收者編彙及發佈，且由其全權負責。閣下接受本文件的副本，即表示閣下同意受以下條件約束，並會被視為閣下陳述、保證及承

諾閣下同意以下條件。此乃高度機密文件，不得複製、刊發、分發或傳送。如果閣下不接受這些條件，應該立刻銷毀、刪掉或退回本文件。

▪ 本文件僅向閣下提供作參考用途，並非要約或邀請認購或購買任何證券。本文件概無內容構成任何合約或任何承諾的依據。本文件不構成要約或邀請出售或發行或邀請出售或發行的一部

分，亦非要約購買或認購本公司在任何司法轄區任何股份的招徠。本文件的或當中的任何部分或其分發並不構成與之相關的任何合約承諾或投資決定的依據或依賴，亦不構成就本公司的

證券作出建議。本文件僅供參考用途，除此之外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 本文件在香港以外的司法轄區發行可能受法律限制，因此管有本文件的人士應該瞭解及遵守該等限制。任何違反該等限制可能構成違反任何該等司法轄區的證券法。

▪ 本文件及跟本文件相連分發的任何資料可能包含某些前瞻性聲明、信念或意見，包括但不限於有關本公司的業務、財政狀況、營運業績、計劃、目標及估算的聲明。這些聲明包含「期

待」、「相信」、「打算」、「估計」、「預期」及含意相類的詞彙，反映各董事的信念及預期，且涉及多項風險及不確定性，因為其跟在未來發生的事件相關且得視乎未來的情況。概

無陳述指這些聲明或預測會實現或會達到任何預測的業績。有多項已知或未知的風險、不確定性及其他因素可能會影響本公司或業界的實際業績、表現及發展，以致跟該等前瞻性聲明明

示或暗示的情況大大不同，因此不得過份依賴該等前瞻性聲明。不得依賴本公司過往的表現作為未來表現的指引。前瞻性聲明只反映本文件發表之日的情況，本公司明確免除承擔不管是

因為有新資料或未來事件而對本文件的任何前瞻性聲明作任何更新或修訂的任何義務或責任。本文件概無聲明旨在預測盈利或應被詮釋為意指本公司的未來每股盈利會一定符合或超過以

往公佈的每股盈利。有鑑於此，謹此勸諭閣下切勿過份依賴該等前瞻性聲明。

▪ 本文件的某些資料來自不同的外間資料來源，本公司並無向獨立資料來源核實該等資料，因此概不就該等資料的公正性、準確性、正確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作出明示或暗示的陳述或保證，

亦不應對之依賴，而且該等資料涉及風險和及不確定性，並可能基於不同的因素而有變動。

▪ 不得為了任何目的而依賴本文件所載的資料或其完整性。本公司及其成員、董事、高級人員及僱員概無義務更新或令本文件載有當下的資料、糾正任何明顯的不準確之處或公開表明對本

文件的任何聲明修訂的結果，惟適用法例規定者除外。當中表達的任何意見可能因為有新資料或未來事件而變更，不另行通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繫方或董事、高級人員或任

何其他人士概不就本文件所載的資料或意見的公正性、準確性、正確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作出明示或暗示的陳述或保證，其亦無獨立核實該等資料，閣下全權承擔閣下對之的任何依賴的

風險。在無損前文下，任何跟該等資料相關的人士概不接受因為使用本文件或其內容或以其他方式與之相關而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疏忽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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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專注於醫療保健的投資項目

▪ 機會主義的強大管理團隊，往績卓越，自一九九七年五月上市以來為股東帶來逾 2.98億

美元的回報

▪ 由二零零九年中至二零一五年的六年半間，於投資期所產生之平均現金回報約為重大投

資出售之兩倍

▪ 我們的明確策略是藉著收購把集團的投資組合轉型至醫療保健領域，收購Plethora便是我

們的第一步

▪ 我們的核心產品是Fortacin™。Fortacin™是在歐洲、香港及澳門獲得批准以治療早洩之藥

物，該藥具備可媲美威而鋼的潛力，市場規模有機會達每年 21億美元

▪ 在香港上市能讓我們有效利用中國蓬勃的醫療保健業所帶來的發展機遇

▪ 我們在完成併購和股票資本市場交易方面擁有卓越往績，並矢志繼續於醫療保健領域內

擴展

公司概覽

我們的優勢及宏願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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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晶的資本總額

港交所證券編號 0575 HK

股東基礎強大，由

主席 James Mellon、

行政總裁 Jamie Gibson及

科學總監 Mike Wyllie

支持，合共擁有26%* 股權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根據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全年業績

財務資料

股價* ……………..………………………......……………… 0.27港元

52 週波幅低位 - 高位 * .…...……..……….…………… 0.229港元 – 0.46港元

已發行股本總額* ......….....……..…………………………18.37億

90天平均每日成交量* ......….....……..…………………………...545萬

市值* ............…………………………….. 4.96億港元(6,360萬美元)

現金及上市證券** ....................…......………………….… 681萬美元

負債** ……….………………….……………….………………... 無

過去十二個月的股價表現*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港元

HK$0.00

HK$0.05

HK$0.10

HK$0.15

HK$0.20

HK$0.25

HK$0.30

HK$0.35

HK$0.40

HK$0.45

HK$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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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晶太平洋集團董事會

JAMES MELLON

非執行主席

• 國際投資工具的發展及重組專家，擁有逾二
十年亞洲投資經驗

• 知名的全球醫療保健投資者，備受尊崇

JAMIE GIBSON

行政總裁

• 企業金融、直接股本投資及設計新興市場投
資產品的專家

Dr. MIKE WYLLIE

科學總監

• 為Plethora 的共同創辦人

• 於醫藥行業擁有逾 25年經驗，包括輝瑞及美
國本土產品

• 參與新項目啟動、藥物發現及安全檢測、臨
床發展、監管申報等 , 包括 Cardura®及
Viagra®

MARK SEARLE

獨立非執行董事

• 擁有逾三十年投資管理業的經驗

DAVID COMBA

獨立非執行董事

• 為專業地質學家，曾為礦物勘探隊工作或擔
任領隊， 有11次重大發現基本金屬及貴金屬
的往績

JULIE OATES

獨立非執行董事

• 專業為特許會計師，具備會計、業務保證、
離岸企業及信託行政經驗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JAYNE SUTCLIFFE

非執行董事

• 專業生涯主要從事基金管理業，擅長銷售及
市場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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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是創造為全球蓬勃的醫療保健市場服務的醫療保健公司

• 勵晶太平洋具備打造雄厚醫療保健投資組合所需的管理團隊及卓

越往績

• 集團致力出售非核心資產及投資，讓公司得以在生命科學行業尋

求增長及機會主導投資1

• 預測至二零二零年，中國的醫療保健開支於將從二零一一年的

3,570億美元增長至 1萬億美元2

• 一些估算表明，中國於2017年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藥物消費國，

市場規模達 1,226億美元3

• 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NMPA, 前稱CFDA)已進行改革，

對於國外醫藥公司而言，審批流程將更快、費用更低

• 有利的人口結構趨向、持續城市化、疾病重擔增加、整體經濟健

康擴張及收入增長均會帶動醫療保健開支增長2

• 由於香港市場缺乏可以投資的公司，再加上中國內地對醫療保健

板塊興趣濃厚，故此影響此板塊的公司的估值

• 與復星/ 江蘇萬邦醫藥營銷之許可協議, 將容許進入中國市場, 並與

強大合作夥伴處理中國監管環境(NMPA)

資料來源：1二零一五年勵晶中期報告；2麥肯錫報告《Health care in China: Entering ‘uncharted waters’》(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 ) 3畢馬威報告《Healthcare & life sciences in China – Towards growing collaboration》(二零一三年三月) ； ４FactSet (二零一六年三月七
日)

創造在香港上市的醫療保健業務

憑著優質資產，並利用中國對醫療保健板

塊的興趣及卓越的執行能力，必定能夠帶

動價值。

醫療保健市場

中國

罕有

勵晶太平洋集團
有限公司



Plethora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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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acin™

▪ Fortacin ™是Plethora的主要資產。Fortacin ™是治療早洩的嶄新處方外

用藥物，有潛質席捲全球市場

▪ 重點是透過策略商業夥伴經向外特許協議將Fortacin ™引入市場

▪ Fortacin™已批出特許給 (i) 江蘇萬邦醫藥營銷 (一間上海復星醫藥之子公

司, HK:02196) 於中國行銷, (ii) Recordati (REC IM) 於歐洲、俄羅斯、獨

立國家聯合體、土耳其及某些北非國家行銷及 (iii) 友華生技醫藥於香港、

澳門、台灣、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行銷

▪ Recordati 已於二零一八年在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德國及葡萄牙展

開 Fortacin ™商業銷售

▪ 預期由二零一九年下半年起， Fortacin™將於英國、希臘、羅馬尼亞、

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共和國和波蘭發售

▪ 已於二零一八年取得有效進口許可證以獲准在香港及澳門銷售

Fortacin™，預期友華生技醫藥將於二零一九年推出市場

▪ 已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展開新藥物申請流程，目標是在二零二一

年第四季或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取得批准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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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Fortacin™

▪ 與江蘇萬邦醫藥營銷於二零一八年簽訂許可協議行銷 Fortacin™, 一種於

中國治療早洩的嶄新治療

▪ Fortacin™ 有潛力於中國首年推出協助約 9,000,000名患者之初步目標市

場，並於其第十年增長至逾 170,000,000名患者

▪ 勵晶太平洋收取前期許可款項及於展開首次商業銷售時勵晶太平洋收取

最高達13,000,000美元

▪ 勵晶太平洋收取之銷售里程碑款項最高達 25,000,000 美元，及介乎百分

之十幾之低至高位數之特許權使用費

▪ 江蘇萬邦醫藥營銷及國藥擁有中國最大之分銷網絡, 於所有平台 (藥房、

醫院、診所、網上等) 有廣闊推廣、銷售及分銷能力

▪ 江蘇萬邦醫藥有責任自費取得所有監管批准, 預期由提交文件之日起計

需時 35至 40個月

▪ 勵晶太平洋保留 Fortacin™ 於所有未許可國家（包括美國）之全部商業

權利



10*Modani, N. et al. “Dapoxetin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Lifelong Premature Ejaculation: The Reasons of a “Waterloo”.” Urology 82.3 (2013): 620-4.

早洩 (Premature Ejaculation)

「男士性機能障礙」的特點是：在進入女陰之前或之後

約一分鐘內往往，或幾乎往往便要射精;不能延遲所有或

幾乎所有進入陰道後的射精時間; 及以致引起的個人負面

情緒，例如沮喪感、困擾、挫敗及／或避免性接觸等

陰道內射精潛伏時間(IELT)初步效能衡量：

▪ 正常是4至7分鐘。國際性醫學會界定的早洩是少於1分鐘。

早洩可能是最普遍的性機能障礙，每四名男

士便有一名患有此問題

▪ 估計較勃起功能障礙更普遍

▪ 估計在歐洲有3,000萬-4,500萬名男性患者，在美國則有

3,000萬名男性患者，在中國則有超過 1億名男性患者

此症狀並無廣泛獲批准的有效正規療法

▪ 非正規使用抗抑鬱藥、外用麻醉膏、專論方法, 只有很少

效用

▪ Priligy (SSRi) 有九成使用者停藥，該藥僅在少數歐盟國家

獲批准及未能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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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用噴霧配方，含7.5毫克利多卡因及2.5毫克丙胺卡因

• 將治療前的32至34秒射精反射幾乎立刻恢復為3至4分鐘（正常），長期治療能維持效果

治療

• 將Fortacin™特許給 (i) 江蘇萬邦醫藥營銷 (一間上海復星醫藥之子公司) 於中國行銷, (ii) Recordati (

一間歐洲醫藥集團) 於歐洲、俄羅斯、獨立國家聯合體、土耳其及某些北非國家行銷及 (iii) 友華生

技醫藥於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行銷

• Fortacin ™已於二零一八年通過商業夥伴Recordati 在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德國及葡萄牙展開

商業銷售, 並將於二零一九年於其他歐洲國家銷售

• 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獲得歐洲藥品管理局的批准 — 是第一種在歐盟獲批准的外用早洩處方藥物

• 已於二零一八年取得有效進口許可證以獲准在香港及澳門銷售 Fortacin™，預期將於二零一九年推

出

• 已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展開新藥物申請流程，目標是在二零二一年第四季提交新藥物申請，

然後接受為期十個月的《處方藥用戶收費法》審核，預期可於二零二二年取得批准

• 江蘇萬邦將於未來 3至 4年自費處理NMPA(CFDA)批准

• 潛在市場機會龐大，處方藥在美國、歐盟及中國每年最高銷量可達 21億美元（根據內部模型計算）

• 現時在歐洲獲批准的競爭對手只有Priligy-SSRi，其跟Fortacin™相比有較多壞處

• 締結商業行銷夥伴會為Fortacin™爭取主要意見領袖的支持，成為有關治療指引的一線選擇(若適用）

• 當取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後, 直接對消費者宣傳將會引發美國市場進一步需求變化

市場潛力

FORTACIN™ 概覽

商業化

規管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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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線期的陰道內射精潛伏時間(IELT) *中位數值是0.5分鐘，在第12週增至3.2分鐘

• 87%患者被視為有反應

• 大約23,500劑的耐受性極佳，且無重大安全問題

• 可以配合或不配合避孕套使用

兩次大型的重要試驗顯示具臨床意義的重大效果

• 將治療前的32至34秒射精反射幾乎立刻恢復為3至4分鐘（正常）

• 從量度患者及其伴侶在沮喪感、控制度、滿足度及人際關係變化中得出極佳測試結果

• 長期使用效果持久

• 於歐洲並無接獲醫生及病人有關安全或功效問題報告

效能數據強大

• 不會晶體化，故容易吸收

• 配方不會滲入角質化皮膚，令男性維持性感覺

• 不會麻醉包皮

低共熔混合物

* 陰道內射精潛伏期

FORTACIN™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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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LT幾何平均值(分鐘)

PSD502-PE-002

IELT幾何平均值(分鐘)

PSD502-PE-004

安慰劑 PSD 502 安慰劑 PSD 502

基線 0.53 0.56 0.58 0.60

3 個月處方 0.80 2.61 1.07 3.85

第三階段—陰道內射精潛伏時間(I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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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5

4.0

4.5

Baseline 3 Month Treatment

Period

Baseline 3 Month Treatment

Period

Placebo PSD502安慰劑

IE
L
T
幾
何
平
均
值

(分
鐘

)

PSD 502-PE-002

增加4.6倍及 1.5 倍
(PSD502 及安慰劑)

PSD 502-PE-004

增加6.3倍及1.7倍
(PSD502及安慰劑)

使用Fortacin™後的射精時間比使用安慰劑顯著延長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基線 三個月治療期 基線 三個月治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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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使用效果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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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劑 PSD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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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個月雙盲(DB)階段：患者隨機接受

Fortacin™或安慰劑

▪ 九個月開放標籤(OL)階段：所有患者接受

Fortacin™

▪ DB安慰劑 / OL Fortacin™組別的幾何平均

陰道內射精潛伏時間值漸漸接近DB 

Fortacin™ / OL Fortacin™組別的數值

使用Fortacin™後的射精時間比使用安慰劑顯著延長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IE

L
T
幾
何
平
均
值

(分
鐘

)

基線 結束DB治療 結束OL治療



15*Patrick DL et al. “The Premature Ejaculation Profile: validation of self-reported outcome measure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BJU Int 2009; 103: 358–64

早洩分析表 (P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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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

▪ 早洩患者以四項目問卷確定情況*

▪ 患者及伴侶填寫獨立問卷

▪ 每條問題以五分制答案回答

▪ 跟早洩有關的個人沮喪感

▪ 認為能控制早洩

▪ 從性交得到滿足

▪ 跟早洩有關的人際關係問題

相對於使用安慰劑，更多使用Fortacin™的患者和伴侶

於每個分析專項中報告至少有一分的改善（所有治療間

比較均為 P < 0.001 ）

第一個月和第二個月結束時，所有分析專項均顯示具治

療作用

三個月結束時，患者和性伴侶報告每個分析專項(PEP)

均改善了一分或以上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安慰劑

安慰劑

沮喪感 控制度 滿足度 人際關係

沮喪感 控制度 滿足度 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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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acin™ 的使用權

• 二零一四年九月，Plethora以2,500萬美元收購Fortacin™餘下的

使用權，因而在全球擁有Fortacin™的百分百權利

• 歐洲專利包括氫氟烴推進劑的任何及所有局部麻醉混合劑的配方

（例如非氯氟烴推進劑）

• 預期保護Plethora數據的規管排他性為期至少三年（由美國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Fortacin™在美國使用起計），若美國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視Fortacin™為新的化學實體則可能是五年

•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指外用藥需要進行整個第三期非劣性研

究（不是生物等效性研究），以顯示等效性 — 這對非專利藥品

市場進入者來說是重大障礙

• 江蘇萬邦/ 復星管理 NMPA (CFDA)法定申請程序, 預期自於二零

一九年提交申請至取得藥物入口批准需時 35至 40個月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 歐盟市場專有

權屆滿

• 歐盟的數據專有權屆滿

• 開始非專利藥品規管數

據相互參照

歐盟補充保護證書保護期歐盟

美國

美國數據保護期

潛在法定數據專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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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夥伴：Pharmaserve North West

Pharmaserve North West (PSNW)已經成為十二劑量藥瓶的供應鏈及製造發展合

作夥伴

• PSNW is undertaking the work required for 

generating data suitable for EU license 

variation and for inclusion in the initial 

submission of the NDA with the US FDA

經驗

• PSNW是領先的承包開發及製造機構(CDMO) ，專門研發及製造

定量吸入器(MDIs)、乾粉吸入器(DPIs)及其他藥物噴霧器。

• 英國藥物與保健產品法規管理局已在歐盟國家作出批准， PSNW

現正著手取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良好作業規範認證。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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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Fortacin™ 中國規管審批流程

中國規管流程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19年底

提交檔案至
NMPA

2020年第3季

CTA 批准

2020年第1季

舉行新藥物調研前

會議

第 1至 3階段研究

(18 個月)

2022年第3季

舉行新藥物申請前

會議

預期於 2023年

於中國推出

2024

2022年

第3/4季

新藥物申請

獲得批准

2022年底

提交新藥物申請

主要考慮因素
• 根據新藥調研 (IND) 程序進行之臨床研究為了獲得藥物進口及全面諮詢

NMPA

• 如果 NMPA 接受於歐洲藥物管理局之臨床數據, 審批流程會快 12至 14個月,

概因只需提交醫藥研究證明中國及西方病人於藥理關聯上並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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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慮因素

Fortacin™ 美國規管審批流程

• 第二期(先導)多中心、隨機及雙盲研究將會覆蓋 100名患者, 利

用早洩煩惱評價調查問卷以比較PSD502及安慰劑對早洩回應

者之比例

• 此研究旨在測試早洩患者有關Fortacin™對比安慰劑之藥物效

用, 一半患者將接受Fortacin™, 另一半則為安慰劑

• 需要符合併用藥物規則；運用低熔點特點以符合規則

• 多個臨床陰道內射精時間終端測試及患者報告結果(PRO)全部

顯示臨床重要性和統計重要性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美國規管流程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16年3月

已完成患者報告結果

(PRO) ，並已提交美

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尋求批准

2021

2020年第1季

公佈第二階段—

008臨床研究

2021年第1季

公佈第三階段—008

臨床研究

2018年第3季

患者報告結果

(PRO) 已獲美國

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批准
預期於2022年第1季

獲美國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批准

預期於2022年

於美國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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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Fortacin™ 美國臨床測試

• 研究將評估患者於回答 ‘早洩煩惱評價調查問卷’ (PEBEQ) 及 ‘早洩指數’ (IPE) 及更多關
於早洩之進一步問題對於 Fortacin™ 治療是否對早洩(PE)煩惱徵狀得到幫助

• 研究將評估 Fortacin™ 於陰道內射精潛伏時間 (IELT)之效用, 此為陰莖進入陰道及於陰
道內射精之間之時間

• 研究對象會分為未切割包皮及已切割包皮 2組, 並將每組按 1比 1比例隨機分配
Fortacin™(含利多卡因及丙胺卡因噴霧) 或安慰劑

• 基本測試結果:  在基線及 4星期之轉變: 早洩煩惱評價調查問卷項目 3顯示成功 (專項
影響)

時效: 在基線及 4星期之治療期間: 於治療期間平均反應較基線期間平均反應有一點或
重大改善會被認為成功

• 第 2階段研究將有 100名患者, 而第 3階段將有 172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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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ME，二零一六年四月。 *資料來源：MME ，二零一六年四月。 ▼歐盟四國的平均價不包括法國，因為法國方面只有公價
1 包括威而鋼、犀利士、樂威壯及Spendra/Stendra。 2 價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匯率：二零一六年四月至六月：1 歐元 = 1.12 美元；1 英鎊=1.42美元

治療 每用一次的價格 (美元) 每張處方價格 (美元)

Fortacin™ 美國市場# 20元 (噴 3 下 =1 劑) 240元(12 劑)

Fortacin™ 歐盟五國市場* 4.5元至 6元 (噴 3下=1劑) 54元至 72元 (12 劑)

勃起功能障礙市場

競爭者1

美國：67元至 71元 (每劑)

歐盟四國(出廠價)： 3元至 14 元 (每劑)

法國 (公價)：12元至 18元

美國：402元至 424元 (6劑)

歐盟四國(出廠價)： 36元至 168元 (12 劑)

法國 (公價)：144元至 216元

Priligy®2

歐盟三國(出廠價)(德國、意大利及西班牙) ：

4元至 7元

法國 (公價)：24元至 28元

歐盟三國(出廠價)(德國、意大利及西班牙) ：48元

至 84元

法國 (公價)：288元至 336元

定價考慮

▪ 在歐盟四國，勃起功能障礙藥物的價格走廊相當濶（平

均由 36美元至 168美元）▼

▪ 在德國，大部分勃起功能障礙藥物的價格高於歐盟四國的

平均價 4%至 21% 

▪ 英國和意大利一般低於歐盟四國的平均價（2%至 40%）

▪ Plethora預期醫療衛生當局不會在主要市場補助

Fortacin™，故這主要是現金市場，並被視為改善生活的

藥物

▪ Plethora締結商業行銷合作夥伴的重點，是能夠獲得主要

意見領袖支持Fortacin™成為有關治療指引的一線選擇(若

適用）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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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美國勃起功能障礙藥物價格總匯

產品

每片藥成本 治療成本 – 出廠價 (每 6片藥)

自 2016年
2月起增加

(%)推出時
2013
年 10/ 
11月

2016
年 2
月

現時價格
(2019年

1月)
推出時

2013年
10/ 11

月

2016年
2月

現時價格
(2019年 1

月)

Viagra 
(100mg)

$7 $27 $43 $71 $42 $160 $257 $424 65%

Cialis
(10mg
/20mg)

$8 $29 $46 $67 $48 $174 $275 $402 46%

Cialis
Daily 
(2.5mg / 
5mg) 
(30 
pills)*

$4 $5 $8 $11 $113 $150 $240 $330 38%

Levitra
(20mg)

$8 $26 $42 $52 $46 $153 $248 $30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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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早洩治療 FORTACIN™ PRILIGY 治療方案產品 非適應症用途的產品

產品
外用噴霧配方，含利多卡因
7.5毫克及丙胺卡因2.5毫克

口服達泊西汀
利多卡因噴霧產品

(Promescent, Stud-100)

SSRIs

(一定要配合避孕套使用)

監管批准
已在歐盟、香港及澳門獲批，

尚待美國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批准

已在歐盟及其他國家獲批 不適用 不適用

生效時間 幾乎即時 1至 3小時 10 至 60 分鐘 20 至 30分鐘

副作用
過度麻醉

(僅 4.5% 的患者)

噁心、腹瀉、喪失性慾、禁
忌酒精

過度麻醉以致喪失敏銳感及
無法勃起、皮膚不適、

燒灼感

麻醉風險高，以致喪失敏銳
感及無法勃起

男性性功能藥物及市場概觀

競爭市場

市場比較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美國零售金額
勃起功能障礙
藥物市場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 of Rx Scripts 19.0  million 18.1  million 16.0  million 14.8 million 15.1 million 13.6 million 14.5 million

Cialis US$1,259,928,704 US$1,517,928,576 US$1,762,138,240 US$2,134,897,408 US$2,832,581,785 US$2,983,714,720 US$2,984,267,501

Viagra US$1,419,078,784 US$1,604,324,864 US$1,691,691,648 US$1,907,254,016 US$3,196,218,191 US$4,365,284,742 US$5,973,591,827

Levitra US$351,986,272 US$290,867,648 US$224,803,952 US$210,830,416 US$204,145,983 US$173,442,117 US$129,608,722

總計 US$3,030,993,760 US$3,413,121,088 US$3,678,633,840 US$4,252,981,840 US$6,232,945,959 US$7,522,441,579 US$9,087,468,050

來源: MME – 2012 to 2013 accessed on April 2016, 2014 to 2015 accessed on March 2016, 2016 to 2018 accessed on Jan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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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全球市場

早洩藥物的全球市場

• 在美國並沒有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用於
治療早洩的療法

‒ Fortacin™ 已於 2018年 12月在美國展開
臨床試驗以尋求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批准

• 在歐洲，除Fortacin™之外還有一種已獲批准的早
洩療法, Priligy (an SSRI)

• 全球可對症治療的患者人數大約是 2.16億

• 估計最高銷量可達每年 21億美元

• 已將Fortacin™特許給 (i) 江蘇萬邦醫藥營銷 (一間

上海復星醫藥之子公司) 於中國行銷, (ii) Recordati

於歐洲、俄羅斯、獨立國家聯合體、土耳其及某

些北非國家行銷及 (iii) 友華生技醫藥於香港、澳

門、台灣、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行銷

#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美國 歐洲 南美洲 中東及北非 加拿大/      中國 總計
澳洲/新西蘭

1,132m

232m

287m 54m 37m 360m

2,102m

 -

 500m

 1,000m

 1,500m

 2,000m

 2,500m
最
高
每
年
產
品
銷
量

(美
元

)

27m

38m

31m
6m 6m 108m

216m

 -

 50m

 100m

 150m

 200m

最
高
患
者
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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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在美國的潛在市場

美國的定價吸引且銷售潛力優厚

美國男性的早洩發生率大約是25%

平均價格

每年12劑罐

付款人類別

治療意識

20%

美國：

保險

支付現金 80%

$240

$240

6

4

2.99億美元

8.34億美元

x

x

x

x

~

~

11.32億美元

+

=

2700萬 7.5%x

患者願意填補

80%

80%

x

x

醫生願意處方

64%

67%

x

x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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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策略– 打進大眾市場的潛力

▪ 上海復星為一家中國領先之醫療保健集團（市值約為 88億美元，收益超過 27

億美元），是已完全整合、有完善臨床及監管能力之專門藥業公司

▪ 專注範圍：心血管疾病、抗腫瘤中樞神經系統、血系統、新陳代謝及消化系

統、抗傳染病、泌尿系統疾病及其他治療範疇

▪ 分銷：透過中國第一之醫療保健提供者國藥之無比分銷及江蘇萬邦醫藥

▪ 前期及里程碑：可達 3,800萬美元

▪ 特許權使用費：百分比介乎百分之十幾之低至高位數

▪ 地域：中國

締結夥伴提供了賺取重大里程碑及特許權使
用費收入流的潛力…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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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策略– 打進大眾市場的潛力

▪ 中型上市公司（市值約為63億歐元，收益超過12億歐元），是已完全整合、

特別針對男性健康的專門製藥公司

▪ 專注範圍：泌尿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及孤兒症／罕見疾病的治療

▪ 銷售能力：由泌尿生殖系統治療的專科醫學人員組成實地專責團隊，可以即

時將Fortacin™ 「直接」加入其銷售模式當中

▪ 里程碑：可達 3,300萬歐元

▪ 特許權使用費：百分比介乎百分之十幾至百分之二十幾不等

▪ 地域：歐洲、俄羅斯、獨立國家聯合體、土耳其及某些北非國家

締結夥伴提供了賺取重大里程碑及特許權使
用費收入流的潛力…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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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策略– 打進大眾市場的潛力

▪ 友華生技醫藥是一家跨國藥業公司, 其股票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

▪ 專注範圍：藥業及腫瘤藥、成人及嬰兒營養及抗衰老產品

▪ 前期及里程碑：可達 145萬美元

▪ 特許權使用費：銷售額介乎百分之十幾之低位數

▪ 地域：台灣、香港、澳門、馬來西亞、文萊、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越南

締結夥伴提供了賺取重大里程碑及特許權使
用費收入流的潛力…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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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專注於醫療保健的投資項目

▪ 參與高增長的獨特機會，有鑑於在全球股市波動不定，投資

於醫療保健可發揮防守作用

▪ 核心產品 Fortacin™ 是在獲得歐洲藥品局批准的早洩治療新

藥物，該藥具備可媲美威而鋼及犀利士的潛力，市場規模有

機會高達每年 21億美元

▪ Recordati 已於二零一八年在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德國及

葡萄牙展開商業銷售，並將於二零一九年在其他歐洲國家展

開商業銷售, 打入早洩藥物市場(每四名男士便有一名患者)

▪ 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與 (i) 江蘇萬邦醫藥 (一間上海復星醫

藥之全資子公司) 簽訂許可協議, 打入龐大潛在市場(一億七千

萬名患者) 及 (ii)友華生技醫藥於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

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行銷

▪ 開發威而鋼和Fortacin™的科學家Michael G Wyllie會繼續為

開發Fortacin™貢獻科學知識及意見，並且評估 / 發掘其他令

人振奮的「後期」醫療保健投資

結論

▪ 勵晶太平洋往績卓越

▪ 由二零零九年中至二零一五年的六年半間，於投資期所產生

之平均現金回報約為重大投資出售之兩倍

▪ 自首次招股以來，二十一年間的財務報告顯示已為股東帶來

2.98億美元的回報（股息2.393億美元、股份回購達5,960萬美

元）

勵晶會繼續作策略性及價值主導的投資，

並致力在醫療保健及生命科學領域打造

後期發展組合。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