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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利亚优瑞卡科技创新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瑞卡科技创投, Eureka TechIN）成⽴于2017年，⾪
属于优瑞卡国际集团，总部位于澳⼤利亚墨尔本市百年⾦融⽼街柯林斯⼤道上。优瑞卡科技创投致⼒于搭建

亚太地区科技创新与中⼩企业服务的第⼀平台，促进国际间科技项⽬、资本、政府资源三⽅对接，实现海内

外资本市场及产业技术的交叉合作。

科技创新与投资平台

W W W . E U R E K A T E C H I N . C O M . A U

关于我们

- 3 -



全球战略版图

以⾊列，特拉维夫

⽇本，东京
美国，加利福利

亚，硅⾕
西班⽛，⽡伦西亚

菲律宾，⻢尼拉

澳⼤利亚，墨尔本

中国，济南

优瑞卡科技创投是⼀个领先的国际性科技创新与投资平台，其总部位于澳⼤利亚墨尔本，在全球⼴泛开展业

务。我们已与分别位于美国，西班⽛，以⾊列，⽇本和菲律宾的数个⼤型技术创新和投资平台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 此外，为更⾼效地提供⾯对中国市场的服务，我们在中国济南设有⼀个⼤型办事处，并和济南市，浙
江省，南京市等地的多家企事业单位建⽴⻓期合作关系，已共同成⽴“中国·济南海外⼈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澳⼤利亚维多利亚州）创新驿站”和“南京海外校友创新服务中⼼墨尔本⼯作站”等合作站点。凭借着全球视野
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战略，我们可以通过专业的服务和强⼤的国际资源为您的事业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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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作为中⼩型企业发展

的重要平台，我们可

以在您创业的各个阶

段为您提供帮助，并

提供不同级别的咨询

和业务建⽴服务以满

⾜您短期或⻓期的需

求。

 
拥有⼀⽀专业的咨询

团队，我们的服务基

于从战略到实施，从

公司成⽴到更新现有

业务等⽅⾯，提供以

专业知识为导向的咨

询建议， 我们会花⾜
够的时间去深⼊了解

您企业的情况和您的

意愿，然后共同努⼒

以确保我们实现⽬标

并增进业务增⻓和建

⽴⻓期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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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企业辅导 投资对接与⾦融服务

项⽬技术评估

技术研发合作

政府基⾦申请

科技项⽬引进

招才引智

招商引资



案例分享
为澳⼤利亚联邦科学与⼯业研究

组织的⾼新技术实现国际合作   

澳⼤利亚联邦科学与⼯业研究组

织 (  Commonwealth
Scientif 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 缩
写：CSIRO）前⾝是于 1926年
成⽴的科学与⼯业顾问委员会

（ Advisory Council  of
Science and Industry），是
澳⼤利亚联邦最⼤的国家级科技

研究机构，主要⻆⾊是通过科学

研究和发展，为澳⼤利亚联邦政

府提供新的科学途径，以造福于

澳⼤利亚社会，提⾼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澳⼤利亚联邦科学与⼯业研究组

织（CSIRO）的功能纳⽶材料
研究团队的纳⽶材料防伪技术项

⽬，去年参加了由优瑞卡科技创

投主办的 “2018年优瑞卡国际创
新 创 业 ⼤ 赛 (Eureka IIEC
2018)”，并获得 “优瑞卡创新创
业特别优胜奖”。

优瑞卡科技创投⾃此发现了此项

⽬产业转化的商业价值，因此，

优瑞卡科技创投与此研究团队签

订了⻓期发展战略合作协议，通

过优瑞卡科技创投的中澳科技创

新资源⽹络，为此项⽬成功申请

到了中国济南政府的创新创业发

展基⾦和澳⼤利亚CSIRO⽤于⽀
持中⼩企业发展的基⾦。同时，

优瑞卡科技创投为此项防伪技术

开拓了在⾼端鞋品领域的⼯业应

⽤，并与中国⼀家⽣产⾼端鞋品

的⼚家签订了合作协议。在过去

的⼀年中，优瑞卡科技创投帮助

该项⽬在中国寻找了新的⼯业应

⽤，研发资⾦和制造合作伙伴。

 
CSIRO功能材料研究团队正与优
瑞卡科技创投通⼒合作，为此项

防伪技术在中澳两国之间实现更

⼴泛的⼯业应⽤，完成技术落地

及全球产业化⽽共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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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平台合作成果

以⾊列英⻜尼迪集团（Infinity Group）源⾃有着“创业的

国度”美誉的以⾊列，是世界领先的专注于中国市场的跨境

投资集团，管理着以⾊列最早的⻛险投资基⾦和最⼤的创

业孵化器，⽬前通过旗下17⽀美元/⼈⺠币基⾦和数个孵

化器管理着超过上百亿的资产和上百家企业。

 

PHRESH 为英⻜尼迪集团旗下科技项⽬运营平台，通过跨

境技术转移的合作模式，与优瑞卡国际创投在⾼新科技技

术转化领域开展⼴泛深⼊的国际合作。⾃2017年建⽴战略

合作关系以来，双⽅已经成功合作转化6个以⾊列⾼新科

技技术，实现以⾊列的⾼新技术顺利进⼊中国市场，获得

投资及在中国境内的落地及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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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案例

作为⼀家⾼科技投资公司，优瑞卡科技创投成功投资助⼒了多家有着巨⼤潜⼒的科技公

司。INWENTECH Pty Ltd， Oculus BioMed Pty Ltd和Star Combo Pharma Ltd就是其中

三个典型的代表。

Star Combo Pharma Ltd

Star Combo Pharma Ltd

(“Star Combo”或“该公司”；澳

⼤利亚主板上市企业，股票代

号 ASX： S66) 是⼀家总部位

于悉尼，成⽴于2004年的集开

发、制造和销售为⼀体的维⽣

素、膳⻝补充剂和护肤产品解

决⽅案提供商，服务于澳洲本

⼟和⽇益增⻓的海外市场。

Star Combo也是澳⼤利亚九个

TGA软胶⽣产许可证持有者之

⼀，此稀缺牌照允许公司⽣产

各类保健产品，并授予其为⾃

有品牌和业内其他品牌加⼯⽣

产。

 

优瑞卡科技创投看好该企业的

发展前景，投⼊⼤量资本助其

成功于澳⼤利亚悉尼证券交易

所上市。企业上市之后，股市

表现良好，企业稳步发展。

- 8 -



INWENTECH Pty Ltd

INWENTECH Pty Ltd（以下简称“INWENTECH”）

是⼀家专注于⾼精尖医疗设备产品研发的初创企

业，于2015年在澳⼤利亚注册成⽴。该公司研发了

⼀种⽤于医学成像和放射治疗胸腔癌（肺癌/肝癌/

乳腺癌）的动态体模ChestPhan4D，该体模⾼度拟

⼈化，有可伸缩的胸腔结构, 并可模拟病⼈的各种呼

吸状态，它的应⽤可以提⾼肿瘤治疗效果，并降低

可能引起的并发症。

 

2019年6⽉，INWENTECH创始⼈兼CEO，温传东

先⽣参加了由优瑞卡科技创投主办的“第⼆届优瑞卡

国际创新创业⼤赛”并⼀举夺得最⾼奖项- “优瑞卡创

新创业特别优胜奖”，此后继续参与由优瑞卡科技创

组织的“2019年优瑞卡创新创业中国⾏”，前往中国

济南市和浙江省进⾏实地商业考察。 8⽉，

ChestPhan4获得澳⼤利亚信息⼯业协会2019年度⼯

业类全国最⾼奖-iAwards和维多利亚州政府特别奖-

年度⼈⽓榜奖，这也意味着ChestPha4项⽬已成为

澳⼤利亚维多利亚州重点⽀持项⽬。

 

在双⽅⻓达半年的接触中，INWENTECH⼗分认可

优瑞卡科技创投的平台资源及服务能⼒，双⽅达成

合作共识，现优瑞卡科技创投已成为INWENTECH

股东，投⼊资本及各类资源帮助其布局全球，⽬

前，已助其成功落地中国济南从⽽更⾼效地打开中

国及亚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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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ulus BioMed Pty Ltd

Oculus Biomed Pty Ltd（以下简称OBM）

是⼀家成⽴于2016年，位于澳⼤利亚墨尔

本的创新⽣物医药科技公司。该公司主要

从事于眼科相关的新型药物及⾼端医疗器

械的研发与销售。OBM拥有专业的眼科和

医学专家研发团队，并结合了澳⼤利亚和

台湾的优质科研资源，国际临床开发经验

以及商业化竞争⼒来推进其业务，该公司

⽬前已⽴项了⼀系列受专利保护的眼科前

沿技术项⽬，并计划将其转化为符合各国

法规单位认可的医疗产品。 

 

OBM所研发的新型药物包括能在短期内显

著治疗湿型-⻩斑部病变及治疗和预防⼲眼

症的⼩分⼦药物，该药物相对传统药物具

品质好纯度⾼且操作更便利的优点，市场

需求巨⼤，预计此药物将快速占领市场。

此外，该公司还拥有可移植性⽣物相容技

术，可⽤作在包括眼⻆膜移植和眼⻆膜修

护和眼翳的治疗⽅⾯，能有效解决现有⻆

膜移植及修复相关治疗所存在的痛点。

 

2019年10⽉，优瑞卡科技创投投资OBM成

为其股东，并将助⼒其开发亚洲市场，为

⼈类守护⽣命与健康做出贡献，实践其

『健康看得⻅』的企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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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我们举办“优瑞卡国际创新创业⼤赛”、
“创新创业中国⾏”、 “澳⼤利亚新西兰创新
⾏”等旗舰活动，以促进澳中两国科技成果转
化与协同合作，以更加完善的科技、⾦融创业

服务体系，推动企业快速成⻓，构建起企业与

资本、技术相互对接的桥梁。做国际间科技创

投的纽带，优瑞卡科技创投正在不懈努⼒，砥

砺前⾏。

"这是⼀个对澳⼤利亚创新项⽬⾮常有价值的全球性展⽰机会。"

Danielle Storey⼥⼠, 澳⼤利亚东部创新与商业中⼼CEO

旗舰活动

优瑞卡国际创新创业⼤赛奖杯
 

”这是⼀个对初创企

业和投资者的绝佳机

会，可以通过这样的

机会去验证其想法和

产品，并获得真实的

反馈，获得资⾦，评

估市场契合度，制定

进⼊市场的战略，还

可以和国内外投资

者，专家和其他企业

家建⽴联系。"

Mohamed Abdelrazek副教授, 澳⼤利亚迪
肯⼤学副教授

”此次活动对我来说

⾮常值得，让我很好

地了解了中国⼈和中

国的⽂化。对我此后

在中国建⽴⽣意会有

极⼤的帮助"

” 整个活动组织良

好，很开眼界，也

给参与者带来了许

多机遇！对中国地

⽅政府的招商引资

政策和当地企业都

有了深⼊的了解，

也收获了当地制造

业的真实情况的⼀

⼿经验。"

John Webster先⽣, CoRoster总监 Chuan-Dong Wen先⽣, 因⽂科技创始⼈

参与者对我们活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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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瑞卡

国际

创新创业

⼤赛

(  Eureka  I IEC  )

优瑞卡国际创新创业⼤赛

（ Eureka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简 称 ：

Eureka IIEC）是优瑞卡
科技创投主办的⼀场⾼⽔

平⾼层次国际创新创业盛

宴，每年⼀届。我们与中

澳两国领先的创新组织携

⼿合作，搭建国际化创新

创业“双创”平台，以进⼀
步促进国际间⾼新技术产

业转化与应⽤，加强海内

外资本市场的互通与合

作，激发创新创业活⼒，

提升创新创业格局，构筑

创新创业国际化新⽣态。

 
我们热忱欢迎各领域⾼⽔

平的创新者、科学家和创

新达⼈参赛，并与同⾏、

⻛投公司、企业、学术与

研究机构、⾮政府组织等

的从业者们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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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巨⼤的、极富潜⼒的和快速增⻓的

市场。当您和您的团队想要开拓中国市场时，

倘若对中国了解甚少，可能会⾯临⼀些挑战和

⻛险从⽽阻碍业务和项⽬的顺利发展。因此，

优瑞卡创投每年都会带领国际⾼新技术创业团

队及专家学者拜访和考察中国，通过⼀系列的

活动帮助您实地深⼊了解中国市场、法律法规

与政策、商业环境、⽂化等。我们为您提供与

投资⼈、当地企业与组织、同⾏交流合作的机

会，带领您参观考察中国的创新园区和产业基

地，您将有机会将⾃⼰的项⽬与业务在那⾥落

地、⽣根发芽并实现成果的成功商业化。我们

积极促进国际间创新创业领域交流合作、招商

引资、招才引智以及资源互通，并助⼒优质创

新创业项⽬开拓中国市场。

优瑞卡

创新创业

中国⾏

（Eureka  I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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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利亚新西兰创新⾏
澳⼤利亚和新西兰有着世界领先的⽣物医药、⼤健康和能源产业。作为“创
新创业中国⾏”的姊妹活动，“澳洲新西兰创新⾏”为来⾃中国的政府代表、
科研⼈员以及创新创业团队提供了学习、考察和探索澳⼤利亚及新西兰先

进技术和产业的绝佳机会。通过我们在“澳洲新西兰创新⾏”中举办的⼀系列
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澳两国之间的优质科技项⽬和技术将进⾏深⼊交流、

资源互通，并有机会在更⼴阔的国际市场上落地转化，绽放精彩，促进世

界⾼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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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前，我们已经与如下伙伴建⽴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正在寻求与更多世界各地的政府部⻔、⼤学与

科研机构、商业组织、项⽬团队和个⼈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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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与合作伙伴们通⼒合作创造更多有价值的

项⽬和活动，能让您享受优瑞卡科技创投平台

带来的更多优质机会！

合作项⽬
&

⽀持活动

合作项⽬:
 

Uprasia教育项⽬
 

EnergyUp - SummerTech Live
 

⽀持活动:
 

澳中⼤健康峰会

 
澳⼤利亚中国博⼠⽣及⻘年学者优秀论⽂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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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rasia教育项⽬专为澳⼤利亚维多利亚州
的⼤健康和⽣物医药领域的科技初创公司设

⽴，通过⼀系列活动，例如培训、实地考察

等，帮助其更全⾯且深⼊地了解亚洲市场。

 
亚洲市场正在⻜速发展，中国已成为澳⼤利

亚最⼤的贸易伙伴并超越其后三者的总和

（美国、⽇本和韩国）。当初创团队准备进

军全球市场，特别是进军亚洲时，由于对亚

洲市场了解不够全⾯透彻⽽可能引发⼀系列

⻛险甚⾄最终导致项⽬失败。⽽Uprasia教
育项⽬可助⼒⾼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更深⼊地

了解亚洲的市场特点、商业⽂化、创新创业

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资本市场特点与

当地法律法规等。

 
2018 年 11 ⽉ 30 ⽇ ， 优 瑞 卡 科 技 创 投
（Eureka TechIn）和澳中⼤健康加速器中
⼼就UprAsia教育项⽬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就该项⽬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并将在医疗⼤健康领域开展⼀系列的深度合

作。

 
 

UPRASIA 教育项⽬
帮助⼤健康及医疗⾏业的创业公司创始⼈了解亚洲市场，并制定战略和

整合资源，以帮助其拥有最佳机会进⼊亚洲市场。

www.upras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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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UP
SUMMERTECH LIVE PROGRAM

SummerTech LIVE由澳⼤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发
起，旨在通过产学研合作来解决真实商业问题并加

速科技创新与发展。在2018年夏季，优瑞卡科技创
投与迪肯⼤学信息技术学院的LaunchPad实验室通
⼒合作EnergyUp项⽬。
 
我们共同指导⾼校学⽣，完成⼀个解决我们现有科

技问题的项⽬，并使他们学习到真实商业环境如何

运作以及他们需要为今后的职业⽣涯作何准备。

EneryUp项⽬以区块链为技术依托，将可再⽣电能
供早期阶段的初创公司使⽤，该项⽬旨在解决实体

公司⾥的电⼒问题。许多实体公司往往产出⽐⾃⾝

需求更多的电。我们希望制造出⼀种应⽤程序，能

将这部分多余的电⼒作为⼀种可交易的商品化可再

⽣资源供给初创公司。

 
因此，⽐起直接捐赠⾦钱给这些初创公司，实体公

司还能捐赠⼀些对他们更为重要和实⽤的东西，⽐

如该项⽬关注的电能。

 
我们创造出这个以区块链为基础的分散管理系统将

这个新颖的想法变为有价值的现实。 我们的初始应
⽤程序是与迪肯⼤学电⽹连接，该应⽤程序会使⽤

区块链进⾏分散的电⼒交易。它还会作为⼀个“市
场”，供应商可以查看初创公司并决定捐赠多少电
⼒。

迪肯⼤学Geelong校区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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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中⼤健康

峰会

澳⼤利亚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间交流频繁。澳⼤利亚在健康系统发展和医疗科技创新⽅⾯⼀直⾛在世界前

列，⻘霉素、试管婴⼉、医学超声检查、⼼脏起搏器、⼈⼯⽿蜗、HPV（宫颈癌）疫苗等发明都来⾃澳⼤利
亚。⾏业的发展不但需要技术进步和投资热情，还需要合理规管和各⽅共识。

 
作为中澳两国少有的聚焦医疗健康⾏业的⾼峰会议，澳中健康峰会搭建合作交流的平台，根据健康⾏业出现的

新趋势，针对⾏业内的热点话题，点燃中澳两国有关机构和专业⼈⼠思想碰撞的⽕光！

 

澳⼤利亚中国博⼠

⽣及⻘年学者优秀

论⽂报告会

此活动旨在促进澳⼤利亚学者和专业⼈⼠之间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和研究创新。参加者包括来⾃不同⼤学

和机构的博⼠⽣，年轻学者和杰出教授，共同参与并共同庆祝研究成果。

 
⾃2007年以来，已在澳⼤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各⼤学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包括来⾃澳⼤利亚
和中国的著名学者。本届优秀论⽂报告会由澳洲华⼈⽣物医学协会、墨尔本国家公派学⽣学者联合会协

办，并得到了蒙纳⼠⼤学和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教育组的⼤⼒⽀持。可以说，这是维多利亚州规模最

⼤，最具影响⼒的为期⼀天的多学科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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