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罗尼集团有限公司

路演介绍

OTCQX：BNIGF

NSX：BTG

2020年8月



一般免责声明

本演示文稿是由贝罗尼集团有限公司（“贝罗尼集团”或“公司”）雇用的投资者关系公司准备的。本演示文稿仅供参

考，并仅在保密的基础上提供给潜在的“合格”投资者和本公司授权的其他合格投资者，以评估本公司可能发售的任何证

券。严禁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本演示文稿。未经贝罗尼集团事先书面同意，禁止向潜在投资者以外的任何人士分发或

复制本演示文稿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本幻灯片向您提供的信息以及与公司及其业务有关的任何书面或其他信息（“演示材料”）均可能会进行更新，完善，修

订，验证和改动，恕不另行通知。演示材料并非旨在提供财务，税务，法律或会计建议，也不旨在包含潜在投资者可能

需要的所有信息。本公司提供的任何证券将具有高度投机性。

本文所包含的某些信息包括从第三方（包括行业出版物、报告和网站）获得或基于估计的市场和行业数据。第三方来源通

常声明，其中所含的信息是从本公司认为可以合理信赖的来源获得的，但不保证或担保所含任何数据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尽管本公司相信数据是合理可靠的，但本公司或其代理人均未独立核实本演示文稿中提及的第三方来源的任何信息的准确

性、时效性或完整性，也未确定该等来源所依赖的相关经济假设。



前瞻性声明

本演示文稿包含有关本公司的前瞻性声明。就其性质而言，前瞻性声明受各种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实际结果与前瞻性声明所建议的结果有重

大差异。此外，前瞻性声明要求本公司作出假设，并受制于固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前瞻性声明被证明不准确、本公司的假设可能不正确以

及实际结果可能与该等前瞻性声明存在重大差异的风险。因此，读者不应过分依赖前瞻性声明。一般而言，前瞻性声明可通过使用诸如"预计"、

"将要"、"预期"、"可能"、"继续"、"可能"、"估计"、"预测"、"计划"、"潜在 "等术语及类似表述来识别。

本声明中包含的前瞻性信息和其他前瞻性信息是基于公司管理层根据其经验和对历史趋势、当前条件和预期未来发展的看法、估计和假设，

以及管理层目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合适和合理的其他因素。尽管准备和审查前瞻性信息的过程很谨慎，但不能保证基本观点，估计和假设将

被证明是正确的。本演示文稿中包含的前瞻性声明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成功执行公司业务和投资策略（包括其业务模式），公司知识产权，

公司业务进入新市场，产品和服务的使用和利益，公司在不断发展的市场中的有利地位，人口统计和市场规模/趋势，收入和财务预测/增长潜

力的预测，出售贝罗尼集团证券所得款项的用途，竞争分析，预计的里程碑计划，前瞻性管理，前瞻性资本，预期的政府和监管部门批准，

纳斯达克上市的时机以及其他有关未来事件或绩效的期望，信念，计划，目标，假设，意图或声明，审查和批准日期，启动时间和时间表以

及有关公司业务持续整体推进的声明。这些前瞻性声明是基于一些可能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假设，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公司产品的监管框架；

经济、市场和经营情况；成本估算的准确性，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获得足够资金的能力；物资、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可用性；客户需求变化；

成功及时地执行项目；适用法律法规变动的影响。可能导致实际结果或事件出现重大差异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与遵守本公司所处行业固有

的广泛控制和法规所需的高成本有关的风险、与本公司产品受到监管有关的风险、未能留住键管理层关和员工、本公司目前所处阶段的实体

固有的风险。政府法规的变化，包括税收及其他征收、未能建立品牌知名度、激烈的竞争、对本公司的销售和营销活动施加过于繁琐的限制、

与本公司经营的行业（包括医疗行业）相关的风险、面临产品责任索赔、监管行动和诉讼，未能按合理条款获得或维持保险，以及未获得批

准在纳斯达克上市。

本演示文稿中包含的前瞻性声明是在本演示文稿中特定引用的日期(如适用)作出的。除非法律规定，本公司没有义务公开更新或修改本演示文

稿中包含的任何前瞻性声明。本报告中所包含的所有前瞻性声明均由本警示意声明明确限定。



免责声明

本演示文稿不构成销售要约或购买要约的招揽，也不得在任何司法管辖区销售贝罗尼集团的证券。根据该司法管辖区的证券法，在登记或资

格认证之前进行要约、招揽或销售的行为是违法的。此处所述的本公司证券，或根据本演示文稿内容发行的证券，尚未且不会根据美国联邦

或州证券法进行注册，也不得在美国境内向“美国人”（该术语在1933年美国证券法（修订版）S条例中的定义），或为“美国人”的账

户或利益进行提供或出售，除非可获得注册豁免。潜在投资者必须声明，除其他事项外，他们符合美国证券法的可用豁免注册要求，本公司

证券转售的某些限制，以及熟悉和理解本公司任何证券发行条款，并拥有所有必要的授权来进行此类投资。

在作出投资决定时，投资者必须依靠自己对公司及其任何证券发行条款的审查，包括所涉及的优点和风险。证券尚未经证券交易委员会或任

何国家证券委员会或监管机构批准或不批准，且上述任何机构也未对本声明的准确性或适当性作出评价。任何对违规行为的陈述均构成犯罪。

民事责任的执行：根据美国联邦证券法的规定，民事责任的执行会受到以下事实的影响：(1)本公司是根据澳大利亚国家的法律注册成立或组

织，并受其管辖，(2)本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美国居民，(3) 所述人员的大部分资产位于美国境外。

税收：潜在投资者应注意，购买公司证券在美国可能会产生税收后果。每个潜在的投资者应该就任何投资于贝罗尼集团的问题咨询自己的税

务顾问。

转让限制：根据本演示文稿或与本演示文稿有关的任何证券，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根据美国证券法或美国任何州的证券法进行登记，并且如果

该证券在美国出售，或向美国人出售，或为美国人的利益出售，则该证券为美国证券法第144条所指的“限制性证券”。只有根据美国证券

法的有效注册声明或根据美国证券法注册要求的适用豁免进行转售、质押或以其他方式转让。



股票概况

市场 OTCQX NSX

股票代码 BNIGF BTG

股价 (08/14/2020) $ 2.39 A$ 1.25

52周股价区间 $ 0.11-2.39

市值* $ 180.98 M A$ 94.65 M

已发行股票数量 (08/14/2020) 75,722,348

流通股票数量(07/03/2020) 39,141,654

财政年度结束日期 12月31日

*市值根据该公司已发行股票数量乘以2020年8月14日该市场的收盘股价计算得出



投资亮点

▪ 多元化的全球生物制药企业，在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大陆、中国香

港和日本设有子公司

▪ 双重商业模式：创新与商业化道路并进，创造差异化的研发机会和市

场机遇

▪ 强健、多模式的研发产品线

▪ 强大的国际科学合作，包括美国的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的

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以及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

▪ 强大的管理团队和国际知名科学家

▪ 目前在澳大利亚国家证券交易所上市(NSX)并在 OTCQX 交易



公司概况

贝罗尼集团有限公司 (OTCQX：BNIGF；NSX：

BTG)，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是一家在澳大利亚

国家证券交易所 IPO 上市并在美国 OTCQX 市场挂

牌交易的国际生物科技型企业，其业务遍布澳大利

亚、中国、日本和美国。目前集团主要经营业务集

中于新药研发与临床、病毒快速检测、精准诊断与

抗癌免疫细胞疗法、基于互联网的大健康产品 B2C

新零售平台营销。



稳健的双重商业模式

创新

• 肿瘤治疗

o 抗癌新药 PENAO

二期临床试验

商业

• 美国 FDA 认证的病毒检测平台（寨卡病毒、登革热病毒、 基
孔肯雅病毒、西尼罗河病毒）

•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已获得
了 CE-IVD 认证，并已向 FDA 提交紧急使用权申请

• 医药保健品销售电子商务平台

• 基因检测平台

• 新型冠状病毒

o 纳米抗体

o 临床前期

• 细胞疗法

o 癌症

o 再生

o 抗衰老



创新



市场机会

2018 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

1,700万

2018-2040 年全球癌症发病率
预期上升

+62%

2021 年全球癌症免疫治疗市场预测

1,190
亿美元

来源： Cancer Research UK； Markets and Markets Research

病例数 2030年预计 免疫疗法市场规模



贝罗尼研发产品线

产品编号 项目名称 类型 针对病症 临床前期 临床阶段 I 临床阶段 II 备注 合作机构

BTG-01 CII-ArboViroPlex 病毒检测试剂盒 寨卡、登革热、基孔
肯雅和西尼罗河病毒

EUA批准 哥伦比亚大学

BTG-02 SARS-CoV-2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
(CE) 

新型冠状病毒 CE认证

BTG-03 SARS-CoV-2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
(FDA)

新型冠状病毒 EUA 审查中

BTG-04 PENAO 小分子药物 脑胶质瘤 新南威尔士大学

BTG-05 PENAO 小分子药物 胰腺癌 新南威尔士大学

BTG-06

BTG-07

PENAO

PENAO

小分子药物

小分子药物

乳腺癌

卵巢癌

新南威尔士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强健的研发产品线

产品编号 项目名称 类型 针对病症 临床前期 临床阶段 I 临床阶段 II 备注 合作

BTG-08
同种异体

γδ T 细胞
细胞制备 肺癌，乳腺癌 济南大学

BTG-09
同种异体

γδ T 细胞
细胞制备 抗药性结核病 济南大学

BTG-10 WT-1 肿瘤疫苗 新抗原疫苗 肺癌，乳腺癌

BTG-11 外泌体输送系统 输送系统 肺癌，乳腺癌

BTG-12
COVID-19  

纳米抗体
检测试剂盒 新型冠状病毒 天津大学

BTG-13
COVID-19

纳米抗体
抗体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 天津大学



新一代抗癌药物 PENAO

*Hogg P； Dilda P， 2017，有机砷氧化物及其用途，美国，专利号 9765101



新一代抗癌药物PENAO

PENAO 是唯一在临床开发中的 ANT 抑制剂。

PENAO 在临床前的试验中显示出对包括卵巢癌，乳

腺癌和胰腺癌在内的多种癌症有效。
ANT

OATP

PENAO

肿瘤细胞

线粒体

PENAO 与西罗莫司等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抑

制剂联合治疗后，其凋亡作用会进一步增强。这种联

合治疗是通过抑制 PI3K/AKT/mTOR 的途径，热休

克蛋白90（HSP90）和激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MAPK）起作用。

在3种癌细胞系中测试的 PENAO 与西罗莫司联合治疗后的细胞毒性。



PENAO：二期 (Phase II) 临床试验计划

多中心二期临床试验

（澳大利亚，日本，再美国，中国）

孤药项目立项

完成孤药立项和二期数据分析

与日本 EPS 集团合作，优先推进创新药物上市

根据现有抗癌药的收入计算，

预计年收入 7-14 亿美元



恶性肿瘤的同种异体 γδT 细胞疗法

• γδT 细胞是独特的T淋巴细胞，可以直接或通过激活其他免疫细胞来间接攻击靶细胞。

• 贝罗尼在 2018 年 3 月启动了用于肿瘤治疗的同种异体 γδT 细胞的临床研究，并致力于成为该

领域的早期参与者。

γδT 细胞具有多个破坏肿瘤的关键分子。



同种异体 γδT 细胞疗法

• 贝罗尼通过过去的临床试验，验证了用于治疗实体

瘤的 T 细胞是安全的。该细胞疗法没有排异反应

并且不会引发细胞因子风暴。

• 贝罗尼正在着手通过针对不同类型肿瘤的大规模临

床试验来验证以下疗效

• 其专有的新配方可以改善 T 细胞的存活率和

杀伤肿瘤的能力

• T 杀死癌细胞表现为：破坏癌细胞的骨架和

细胞膜结构；改变癌细胞的附着力和弹性



同种异体 γδT 细胞疗法的临床发展计划

▪ 显著增加有效 T 细胞的比例

▪ 延缓 T 细胞的衰老和死亡

P<0.000
1

P=0.003

▪ 增加线粒体的含量，减少活性氧（ROS）的产生

▪ 提高 T 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

癌细胞表面附
着力明显下降

癌细胞的弹性
明显下降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

• 截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全球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约为 1435 万例，死亡病例约

60.4 万例

• 现存问题：检验试剂盒数量不足，检验结果延迟，疫苗缺乏，药物治疗缺乏



新型冠状病毒纳米抗体疗法

• 利用基于纳米抗体的技术，开发一种针对 SARS-CoV-2 感染引起的 COVID-19 的快速检测

和精准治疗方法

• 与常规抗体相比，纳米抗体具有以下优点：结构稳定性强、优越的筛选/隔离技术、高吸收率、

优越的隐裂可及性、免疫原性低

• 纳米抗体的技术的发展将大大提高 SARS-CoV-2 的检出率和检出的准确率，也有利于

COVID-19 的治疗

VHH，可以绑定抗原的纳米抗体

冠状病毒结构模型



COVID-19 纳米抗体检测与治疗研发时间轴

冠状病毒纳米抗体序列的获得

及表达载体构建

对改造过的纳米抗体进行生化表征

用以评估抗体改造的效果

纳米抗体蛋白表达纯化，

筛选亲和力高的，

获得结构信息后，

进行计算机辅助设计

利用人源化小鼠等模型

进行动物实验

细胞生物学研究 2021一季度： 纳米抗体检测试剂盒

2021 全年： 临床试验

2022一季度： 纳米抗体医疗解决方案



商业



准备商用的病毒检测平台

• 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用于出售 CII-Arbo ViroPlex rRT-PCR Assay 全球独家许可证（有

效期20年）

• 多重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RT-PCR）的病毒定性方法用于定性检测和区分

血清和其他授权的标本类型里的寨卡病毒，登革热病毒，基孔肯雅病毒和西尼罗

河病毒的 RNA

• 当与患者匹配的血清标本，其他授权的全血来源标本类型的尿液一起采集时，还

可用于尿液中寨卡病毒 RNA 的定性检测

• 除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 CII-ArboViroPlex rRT-PCR Assay 来检测寨卡病毒和

诊断寨卡病毒感染之外，没有足够的已批准的可用的替代品

• 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授权实验室可紧急使用

• 已在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印度 5 个国家注册专利

• 贝罗尼集团美国公司将产品商业化并开发新的商机



COVID-19 快速试剂盒

• 贝罗尼的 SARS-CoV-2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 已于 2020 年 4 月获得

CE-IVD 认证，目前正在接受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的审查

• 独立的快速检测试剂盒，约 10 分钟即可得出结果

• 免疫层析法的化验无需额外的检测设备

• 只需要 1-2 滴血液

• 共 207 例样本检测，150 例呈阴性，57 例呈阳性 – 特异性（真阴性率）达

到 100%，灵敏度（真阳性率）达到 92.98%

• 贝罗尼将向日本市场供应首批100,000 个试剂盒，通过其两个日本的合作伙

伴（Forsitech Inc. 和 Standard Capital Co.，Ltd）分发



国际化电子商务平台合作

✓ 医疗药品

✓ 保健食品

✓ 补品

* 收购预期于2021年初完成，取决于
筹集足够资金的进展

日本电子商务平台*

✓ 化妆品

✓ 家庭用品

▪ 戒烟产品

▪ 清肺保健品

▪ 干细胞化妆品

▪ 空气净化器和滤水器

中国电子商务平台



基因检测-液体活检技术的创新

先进的早期肿瘤检测技术创新平台，提供包括

DNA、RNA、蛋白质在内的精确检测、分析和后

期解释服务。

开展研发和创新于

▪ 常见易感肿瘤的基因的检测

▪ 肺癌，乳腺癌，大肠癌早期筛查

▪ 心血管的易感基因的检测

▪ RNA 液体活检

▪ 外液体活检……



ThorGene 联合基因检测实验室

▪ 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的生物研究学者团队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数据

科学家共同创建

▪ 已申请 23 项发明专利，32 项软件著作权

o 发明专利横跨医学和数据两大领域，涵盖肿瘤检测、数据平台、分析算法、生命数据服务四大类别

▪ 研究成果已应用于脸书（Facebook）和阿里巴巴等大型集团



强大的学术合作

▪ 丰富的国内外资源

▪ 与众多高校和研究所保持合作

➢ 哥伦比亚大学

➢ 耶鲁大学

➢ 清华大学

➢ 南开大学

➢ 微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 京都大学

➢ 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

➢ 天津大学



资深管理团队

董事局主席& 首席执行官

• 贝罗尼集团、天津贝罗尼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

• 20年生命科学行业的经验

• 获南开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和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国际管理硕士学
位，目前正在清华大学攻读EMBA

•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首席财务官 执行董事

• 天津贝罗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 在一家财富世界 500 强公司
里有超过 15 年的跨境业务经
验

• 毕业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企业
管理专业

• 特许会计师（英国和澳大利亚协会）

• 在德勤、普华永道、花旗银行、香
港证券交易所、香港电讯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拥有30年的会计、金融
和银行业经验，涉及审计、税务、
财务、运营、技术、人力资源、风
险管理、合规和控制等广泛领域

• 获得曼彻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和亨利
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国际科研团队

首席科学家

•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免疫学博士

• 耶鲁大学医学院内科系副教授

• 暨南大学生物医学转化研究院院长

• 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

首席科学家 首席科学家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感染与免疫
中心主任

• 世界卫生组织人畜共患病和新
发传染病联合诊断中心主任

• 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
（NHMRC）高级研究员

•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罗伊癌症
研究中心的主任

• 哈佛大学儿童医院和牛津大学唐恩病理学院
客座教授



展望 2020-2022

▪ 提交 COVID-19 快速检测试剂盒的 EUA 申请

▪ 使用纳米抗体技术开发 COVID-19 的治疗方案，并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临床试验

▪ PENAO 进入二期临床

▪ 同种异体 γδT 细胞癌症治疗进入一期临床

▪ 中日跨境销售产品

▪ 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病毒检测试剂盒

▪ 开拓东盟国家、英国和欧盟市场，开设新的办事处

▪ 扩展全球业务，评估美国及欧盟的收购机会

▪ 转板至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



谢谢!
OTCQX：BNIGF

NSX：BTG

投资者关系：

Dragon Gate Investment Partners LLC

电话： +1(646)-801-2803

电子邮箱： BNIGF@dgip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