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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学訊息工程系兼任教授,过去8年教授碩士及商学院 EMBA

課程 

•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訪问教授 

• 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ITTN) 委员--创新医疗技术 

• 积极参与天使投资 

• 具25年中、港、美地區電訊, IT ,高科技行業及風險投資之工作經驗 

• 研究公司戰略、高科技投資、跨國高科技技術轉移、知識產權貿易及
授權 

 

曽任 

• 哈佛大學商學院亞太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 二間香港上市科技公司之董事會成員, 及替多間IT企業及 VC/PE作諮
詢顧問 

• AT&T Bell Labs（貝爾實險室）, 香港電訊, C&W Innovations及S 
Venture管理層職務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學士，哲學碩士及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 物理博士 

   曽任香港政府公職： 創新科技署 ― 創新及科技基金核下之  

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項目評審小組 評審委員  

 創新及科技基金資訊科技項目評審委員會 成員 

   曽任社會公職：香港青年企業家發展局董事，並在過去10年致力培育香港青年
企業家 

   留學及在美國工作達10年之久，在港工作逾20年 

   曽出版有關香港高科技初創公司之書籍 

Context and IP 

Financing/Funds Models i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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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in China 

IP right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next 

ph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ant to enter developed markets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ir historic 

growth. They have invested heavily on the developing world, but 

the most attractive markets are found in developed economies. 

The historically poor IP practices of Chinese companies – failing to 

obtain licenses or file for international patents on their own 

inventions – are now a major barrier to entry to developed markets. 

Chinese 

Giants 

are being squeezed by rising costs and stiff competition for 

low-end manufacturing, especially as OEMs. They need to 

reinvent themselves and climb up the value chain. 
Chinese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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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P Financing/Funds and  

Tech Transfer Mode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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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牛饲料添加剂创新者 

 

 

• Raisio是一家欧洲领先食品生产企业，
致力于牛饲料的开发，以使牛奶生产更
加安全、高效、环保。这些创新性的饲
料已通过Benemilk@生产线成功进入
芬兰乳制品产业，正准备通过更广泛地
域的许可和知识产权增值措施全球推广
，获得国际性的成功。 

 

 

• 全球牛奶的需求每年迅速增加。虽然奶
产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翻了三番，但是
产奶所需能耗也在逐年增加。加上可供
牛场使用的土地成本压力。形成奶业供
给与需求的矛盾。 

 

• Benemilk创新技术有效解决上述矛盾! 

 

技术创新 

 

 
Benemilk™ 黑袋 

为高产奶牛设计 

 
Benemilk™ 红袋 

确保可靠产奶量 

 

 

 

Benemilk™ 蓝袋 

高能量低蛋白质 

•增加牛奶产量 

 

•增加牛奶中脂肪含量 

 

•增加牛奶中蛋白质含量 

 

•增加牛奶中干物质含量 

 

•提高奶牛繁育能力 

 

•提供奶牛健康水平 

 

•减低奶牛用水量 

  配合相应使用方法 

盘活“专利”包 – 创新、创收、维权？ 

Startup公司 

合作公司 

新成立的合资公司 

IV 

产品销售 授权/许可 技术转移 侵权诉讼 

现金+ 
已有IP majority Small % 

发明家网络+  
全球技术推广 

盈利模式 

其

他 

最有效的方法 

 
• 现有IP包的商业化 

• 现有IP包的质量加强 

• 利用IV的发明家网络 

• 利用IV专利经营经验 

• 建立新的IP 申请组合 

• 与IV分享商业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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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Reserve Fund 

    This is what China needs now? 

These investments will have steep J-

Curve due to lack of cash flow first 3-5 

years from inception  

Beijing Stem Cell Fund 

•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400M RMB 

available to build up a strong portfolio of IP 

• Chemically induced stem cell technology 

• Additional money could be raised from a 

private company  

定位： 

用户以“我想学XX”发起某一项目，其他用户为其提供各种学习资料或
者建议，发起用户在学成后将学习资料整理成一份独立的学习成果，由
平台进行优化并进行发布。之前提供过帮助的用户可以免费使用该成果
并不断补充新内容，其他用户则需付费使用该成果。通过搭建平台满足
用户自主学习的需求。 

 

盈利模式： 

成果发布后所得收益平台与整理用户及提供过资源的用户按照一定比例
进行分成 

 

关键资源能力： 

寻找新颖学习热点的能力，用户资源，学习成果标准化的能力 

创新案例—众筹版权 

Thank You 

Dr Waishun Lo 

waisl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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