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足球·今晨

伊瓜因原本可能很难留在尤文
了，上赛季先后被租借到 AC 米兰和
切尔西。 恩师萨里成为尤文新主帅
之后， 这对昔日那不勒斯师徒和切
尔西师徒在尤文展开第三次合作，
伊瓜因状态回升了。

尤文在 10 月份进行了 4 场意
甲和两场欧冠， 以 5 胜 1 平保持不
败。 伊瓜因参加了其中 5 场比赛，收
获两个进球。 在意甲以 2 比 1 击败
国际米兰的意大利国家德比， 伊瓜
因为尤文攻入制胜球。 目前在意甲
积分榜，尤文以 29 分领跑，国米以
28 分紧随其后， 如果不是伊瓜因那
个制胜球， 现在领跑的很可能是国
米。 作为意甲单赛季进球纪录保持

者，伊瓜因本赛季至今出战 13 场比
赛，贡献 3 个进球和 3 次助攻。 本周
末在尤文主场对阵 AC 米兰的意甲
比赛开始前， 伊瓜因将领取队内 10
月最佳球员的奖项。

尤文 9 月份的队内最佳球员是
阿根廷前锋迪巴拉，队内最佳球员评
选是根据每场比赛后球迷的投票确
定的。 今年夏天，尤文曾经多次兜售
迪巴拉，他一度几乎加盟曼联。 几经
波折后，迪巴拉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尤
文证明自己，他在 9 月和 10 月的表
现都非常出色。

尤文近日在欧冠第 4 轮小组赛
客场以 2 比 1 险胜莫斯科火车头，
巴西边锋科斯塔替补出场攻入绝杀

制胜球。欧冠本周最佳进球评选今晨
出炉，科斯塔的绝杀进球当选。 在伤
停补时最后时刻，科斯塔强行带球突
入对手腹地，与伊瓜因打出配合后射
门入网。 这个进球很精彩，科斯塔先
后摆脱 7 人围堵； 这个进球很重要，
帮助尤文险胜之后提前两轮出线。那
场比赛，C 罗受到膝伤和腿伤困扰，
主帅萨里怕他伤情加重， 在第 81 分
钟把他换下。

尤文本赛季状态极佳，在欧冠和
意甲以 12 胜 3 平保持不败， 而且胜
率很高，得益于在强大整体
战斗力基础上的球星
超凡实力。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羊城晚报讯 记者吴广崖报
道： 美巡系列赛 - 中国宣布
2020 年资格赛将于明年 1 月开
启，分别是在广州风神高尔夫球
会进行的国内资格赛，以及在海
口观澜湖 5 号球场、泰国普吉岛
乐古浪高尔夫以及印尼民丹岛
乐古浪高尔夫进行的三场国际
资格赛。

这是广州风神继 2019 赛季
之后， 再次举办国内资格赛，比
赛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7 日至
10 日， 赛事只对持有中国大陆
护照的球员开放。

三场国际资格赛的首场比
赛将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至 17
日在印尼民丹岛乐古浪高尔夫
举办。 5 周之后，即中国农历新
年之后，国际资格赛将来到海口
观澜湖 5 号球场， 时间为 2 月
25 日至 28 日。 三场国际资格赛
的最后一场将在普吉岛乐古浪
高尔夫进行，比赛时间是 3 月 3
日至 6 日。

每一站资格赛的参赛人数均
为 120 人，比赛为 72 洞比杆赛，
每一位获得国际资格赛冠军的球
员将会获得 2020 赛季所有比赛
的参赛资格。 在国内资格赛获得
第 1 至 12 名的球员将会获得
2020 赛季所有比赛的参赛资格。

新赛季资格赛的一个重要
变化还体现在业余球员方面，在
2020 年 3 月 26 日首场正赛时

年满 16 岁的业余球员将被允许
参加资格赛。

“我们对于这一改变感到非
常兴奋，美巡系列赛 - 中国为更
多的出色业余球员提供了获得
宝贵经验的机会。 ”美巡系列赛
- 中国赛事执行总监顾凯森说，
“在中国有非常多具有天赋的年
轻业余选手， 他们又多了一条和
中国高水平乃至世界高水平高尔
夫职业选手同场竞技的道路。 ”

美巡系列赛 - 中国自 2014
年创立至今，已经帮助众多球员
走到了最高竞技舞台。 李昊桐将
于今年 12 月参与角逐在澳大利
亚墨尔本举办的总统杯，他也是
现今世界排名最高的中国内地
球员。 2014 年，李昊桐曾荣膺美
巡系列赛 - 中国年度最佳球员。
张新军和窦泽成则成为了第一
批获得美巡赛会员的中国内地
球员。

“我们看到很多参加资格赛
的球员，在一两年之后他们就已
经参与角逐光辉国际巡回赛甚
至美巡赛。 资格赛开启了这些球
员的职业旅程。 在过去的 5 个赛
季，很多球员在巡回赛的平台展
现出了自己的天赋。 ”顾凯森说，
“事实上巡回赛在中国尤其重视
国内资格赛，我们将会继续挖掘
那些来自中国的优秀选手，这也
是我们助力高尔夫运动在中国
发展的愿景与使命。 ”

●2019 汇丰世界羽联·世
界巡回赛总决赛我爱羽毛球之
羽球小宝贝选拔赛决赛昨天在
广州落幕，选拔通过的小宝贝将
携手世界顶级选手亮相世界巡
回赛总决赛的舞台。

本届羽球小宝贝选拔赛分
为海选、 初赛和决赛三个阶段。
活动以羽球小宝贝招募选拔为
主题， 旨在通过介绍羽毛球文
化，普及羽毛球运动知识，在青
少年儿童中大力推广羽毛球运
动。 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将于 12
月 11 日到 15 日在广州天河体
育馆举行。 （苏荇）

●2019 广州爱莎外籍人员
子女学校·富力“领馆杯”冠军足
球赛新闻发布会暨抽签仪式昨
天在广州举行，此次活动由广州
富力足球俱乐部举办。

本次比赛将持续 1 个月，共
有来自五大洲的 24 支队伍参
赛。比赛将于 11 月 10 日在广州
拾号体育公园正式开球，决赛于
12 月 14 日进行。 领馆杯发展至
今，已经从第一届的 8 支球队发
展到如今第五届的 24 支， 主办
方致力于打造一项业余足球的
“世界杯”赛事。

（苏荇）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方平报
道：CBA 常规赛昨晚进行了第三
轮的六场赛事，广东东莞银行队
在一场大起大落的比赛中以 126
比 110 力克山东队，取得赛季三
连胜。 深圳马可波罗队却在客场
107 比 123 不敌辽宁队， 送对手
赛季首胜的同时，自己也遭遇赛
季三连败。

广东队首节便打了对手 31
比 17，形势一片大好。 但在巨大
的优势面前，广东队球员再次犯
下松懈的毛病，他们在第二节让
对手赢了 9 分，使一度稳稳的形
势紧张起来。 第三节山东队里外
开花，一度反超比分。 该节还有
三分半钟时广东主帅杜锋因为
不满判罚言语过激被裁判驱逐
出场，不过主帅的离场没有影响
广东队员的发挥， 威姆斯连得 5
分帮助球队巩固优势，梅斯的篮
下得分则咬住比分。 依靠着马尚
在该节结束前的三分命中，广东

男篮在三节结束时以 89 比 84
继续保持领先。布鲁克斯和胡明
轩 最 后 一 节 开 始 连 续 投 中 三
分，帮助广东队又拉开分差。 广
东队此后打得十分放松， 完全
掌控了局势， 最后顺利取得三
连胜。 广东队全场五人得分上
双 ，投进 18 记三分球，并送出
24 次助攻。

前两场都失利的深圳队北
上客场对同样本赛季还未尝胜
绩的辽宁队，两队都急需一场胜
利来摆脱目前的困境。 而深圳队
此战前，以上赛季的小外援拜克
斯替换了只用了两场的杰克逊，
成为本赛季首个更换外援的俱
乐部。

此战双方都发挥得比前两
场要好。首节辽宁队细节抓得更
好，以 25 比 20 领先了 5 分。 第
二节深圳队双外援的冲击力更
强， 半场结束双方以 59 比 59
战平。 第三节战局继续十分胶

着， 辽宁队一度领先了 10 分，
深圳队又凭借内外开花打了个
11 比 0 将分差抹平。 此节结束
辽 宁 队 仅 以 87 比 86 领 先 一
分。 最后一节辽宁队强力外援
史蒂芬森连续砍分， 前三节表
现十分低迷的郭艾伦也突然状
态回升， 帮助主队慢慢拉开比
分。 最后深圳队无力回天，遭遇
开赛三连败。

其他比赛， 北京队主场 94
比 88 险胜上海队，收获三连胜，
继续保持不败。 吉林队主场 105
比 84 大胜八一队， 有些出乎意
料地同样以三连胜排名并列首
位。 福建队主场 119 比 125 不敌
青岛， 爆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冷
门， 他们三战仍然未取得一胜。
同曦主场 103 比 101 险胜四川
队，艰难取得一胜的同时，亦送
对手三连败。 天津队客场 92 比
98 负于江苏队，成为五支本赛季
未尝一胜的球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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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力克山东三连胜
深圳不敌辽宁三连败

尤文上月最佳球员属于伊瓜因
简讯

CBA·综述

超级巨星 C 罗在场上有巨大的威慑力和
牵制力，在一定程度上为尤文图斯队友赢得发
挥的空间。 尤文俱乐部官方今晨宣布，阿根廷
前锋伊瓜因当选 10 月份的队内最佳球员。

美巡系列赛·中国公布 2020 赛季四场资格赛日程

国内资格赛重返广州风神

高尔夫专区

伊瓜因射门 图 / 视觉中国

广东队球员胡明轩（中）在比赛中进攻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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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贤忠冲击科创板
值得注意的是 ， 百奥泰及

其控股股东七喜集团同为广州
企业 ， 七喜集团旗下七喜电脑
是国内老牌个人电脑制造商。

资料显示， 百奥泰的控股股
东为七喜集团 ， 持有总股本的
45.18%， 实际控制人为湖北潜江
人易贤忠、关玉婵、易良昱。其中，
易贤忠与关玉婵为夫妻关系，易
良昱是两人的儿子， 共同控制百
奥泰合计69.31%的表决权。

易贤忠家族于2011年正式
入主百奥泰 。 过去3年间 ，百奥
泰 累 计 进 行 股 权 融 资 约 22亿
元。其中，易贤忠家族及一致行
动人投入高达15亿元 。 此次百
奥泰冲刺科创板 IPO，预计上市
后的总市值将达138亿元。 若百
奥泰成功上市 ， 持股比例高达
45.18%的易贤忠家族财富总值
将超过6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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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丁玲报道：
广州市国资系统 2019 年首家 A
股上市企业昨日挂牌上市！

11 月 8 日，广州广电计量检
测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广
电 计 量 ”，002967.SZ） 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 发行价为
7.43 元 /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为 61423.81 万元 。 广电计量由
此成为继广电云通 、 海格通信
后，广州市属国有独资企业无线
电集团旗下的第三家 A 股上市
企业 。 上市首日， 广电计量以
44%的涨幅顶格涨停，总市值为
35.38 亿元。

《2018 年度全国检验检测服

务业统计简报》显示，截至 2018
年年底， 我国共有各类检测机构
39472 家，其中年度营业收入在 5
亿元以上的机构 37 家。 2018 年
广电计量营业收入突破 12 亿元，
成为国有综合化计量检测龙头企
业之一。

招股书显示，公司 2019 年度

预测实现营业收入 160025.48 万
元，较 2018 年度增长 30.33%；预
测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4611.66 万元，较 2018 年度增长
19.84%；预测实现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020.79 万元， 较 2018 年度
增长 21.83%。

羊城晚报讯 记者吴珊报
道：11月7日，福布斯中国富豪
400强榜单发布。 在消费升级
的带动下 ，400位上榜富豪的
总财富比一年前增长约五分
之一， 增至9.12万亿元。 羊城
晚报记者梳理发现， 前100位
富豪中约有三分之一来自粤
港澳大湾区。 其中，深圳富豪
数量最多，佛山富豪数量超过
广州。

房地产互联网对
比鲜明

今年榜单的上榜门槛约为
70.7亿元， 比2018年约58亿元
有所提升。 马云蝉联榜单首位。
其财富总值也从去年的2387.4
亿元增长至2701.1亿元。 在“房
住不炒”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下，
房地产富豪的光环有所暗淡。
去年， 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以
1566.3亿元名列第4位，今年其
财富总值仅剩883.9亿元，仅名
列14位。 近日，王健林之子王思

聪也被曝在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已被列入
被执行人名单， 执行
标的约为1.5亿元。 恒大
集团的许家印位居第3名，财富
从上年的 2125.2亿 元 缩 水 至
1958.6亿元。

在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
下， 年轻的互联网富豪表现亮
眼，字节跳动的张一鸣（35岁）
从去年排名25位、财富值469.2
亿元，一跃至今年的第10位、财
富值翻了一倍多， 达到1145.5
亿元。 据报道，今日头条的母公
司字节跳动计划于今年或者明
年上市，目前企业估值已达750
亿美元。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39
岁）， 身家也从去年的776.3亿
元增至今年的1499亿元。

深圳富豪数量多
且多元化

记者梳理还发现，在前100
位富豪中， 来自粤港澳大湾区
的富豪共有33位， 约占三分之

一的席位。 主要来自深圳（21
位）、香港（5位）、佛山（4位）和
广州（3位）。

深圳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富
豪的聚集地。 腾讯的马化腾以
2545.5亿元名列大湾区中国富
豪首位 ，仅次于马云 ，位列总
榜单的第2位。 顺丰控股的王
卫 、正威国际的王文银、迈瑞
医疗的李西廷、汇顶科技的张
帆 、领益科技的曾芳勤 、宝能
集团的姚振华家族等皆榜上
有名。

从所处行业来看， 深圳富
豪涉猎甚广， 除了互联网相关
行业外，还涉及物流、金属新材
料、医疗器械、集成电路、无人
机等， 并与高科技创新密切相
关。

5位香港富豪分别为世茂
集团的许荣茂、 中国生物制药
的谢炳家族、 海康威视的龚虹
嘉家族、 龙光地产的纪海鹏家
族和蓝思科技的周群飞。 这些
富豪普遍属于“大龄派”，最年
轻的周群飞49岁， 最大的许荣

茂69岁， 谢炳仅比许荣茂小两
岁。

深圳富豪聚集， 佛山也成
“黑马”。 在前100位榜单中，佛
山富豪数量不仅超越了广州，
质量也让人颇为赞赏。 其中，碧
桂园的杨惠妍家族是当之无愧
的 佛 山 首 富 ， 财 富 值 达 到
1689.9亿元，位于第5位。 美的
集团的何享健家族以1640.4亿
元紧随其后，排在第6位。 海天
味业则有两位上榜， 董事长庞
康以890.9亿元， 位列第13位，
股东程雪则以293.4亿元排在第
75位。

与去年相比， 广州首富易
主。 今年， 广州首富是排在第
60位的欧派家居的姚良松，财
富值为340.8亿元。以房地产为
主业的朱孟伊家族以 261.6亿
元，位列84位。 而有“广州第一
民企” 之称的雪松控股集团的
张劲则以239.7亿元排在第 92
位， 其2018年排名为46位，财
富值达到了307.1亿元，也是当
年的广州首富。

广电计量昨日挂牌上市 无线电集团第三家 A 股上市企业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泽云报
道：11月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官方公告称， 批准了广东百奥
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百奥泰）研制的阿达木单抗
注射液（商品名 ：格乐立）上市注
册申请。 该药是国内获批的首个
国产抗风湿生物类似药， 适应症
为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关节炎
和银屑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 羊
城晚报记者注意到， 就在7月9
日， 总部位于广州开发区的百奥
泰科创板 IPO刚获上交所受理 。
作为一家尚在研发阶段的创新药
企业，3年多巨亏15亿元、主营业
务收入为0元、尚无产品上线销售
的百奥泰终于迎来重磅产品获
批，这也为闯关科创板添加筹码。

7586元/支的单抗有了
国产类似药

我国的类风湿关节炎、 强直
性脊柱炎以及银屑病患者超过
1500万， 庞大的患者人群中大多
仍在使用副作用很大的激素药物
治疗。 而此次获批的阿达木单抗
注射液是由百奥泰申报， 是国内
首家以原研阿达木单抗为参照
药、 按照生物类似药途径研发和
申报生产的产品。

格乐立对标的原研药是进口
单抗修美乐，提起修美乐，最引人
注目的莫过于“药王”之称，修美乐
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药物销售排
行榜榜首，2018年全球销售收入达
到1344.6亿元人民币。该药于2010
年引入国内，价格高达7586元/支，
一年患者费用接近20万元。

自2016年修美乐专利到期之
后，本土药企纷纷布局类似药开发。
资料显示，共有15家本土药企开展
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的临床试
验，包括海正药业、信达药业等。

其中， 百奥泰的格乐立率先
跑出， 成为首个获批的生物类似
药。作为格乐立誖III期临床试验的
主要研究者，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教授古洁若表示：“格乐立的获
批上市会造福中国大陆乃至国外

很多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
等风湿病患者。“接下来，公司将全
力推进格乐立的上市，也希望尽快
纳入医保，让患者尽快用上可负担
的高质量的生物药。 ”百奥泰创始
人、CEO李胜峰指出。

上市后如何定价？ 记者注意
到，此前，百奥泰在回复上交所的
询问时曾表示， 生物类似药的价
格下调存在底线， 目前的产品定
价一般是原研药物的70%， 因为
过低的产品价格将无法回收研发
生产成本。

业内分析称， 未来随着更多
的生物类似药上市， 阿达木单抗
的价格将进一步降低。

三年亏15亿 百奥泰零
收入冲刺科创板

7月份，上交所受理了百奥泰
的科创板 IPO申请。 百奥泰的特
别之处在于， 这是一家尚无收入
正在连年亏损的企业。此前，这类
企业想要上市， 往往只能选择远
走美股或港股，但现在，科创板也
打开了大门。

根据规定，未盈利企业想要申
请上市，需要满足第五套标准，即：
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40亿元，主
要业务或产品需经国家有关部门
批准，市场空间大，目前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 医药行业企业需至少有
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二期临床
试验，其他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
需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并满足相
应条件。 目前，百奥泰为第二家选
用该套标准IPO的企业。 首家使用
该套标准为同样来自生物医药行
业的泽璟生物制药。

招股书显示，2016年度、2017
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1-3月，
公司处于药物研发阶段，尚无处于
上市销售状态的产品，实现营业收
入为其他业务收入，分别为276.37
万元、200.89万元，0万元和0万元，
主要来源于偶发性的技术转让收
入。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
度和2019年1-3月，公司归属于母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是

-1.36亿元、-2.35亿元 、-5.53亿
元、-5.31亿元。

连年亏损，百奥泰冲刺科创板
的“底气”在哪？ 招股书显示，百奥
泰旗下在研产品众多，达21个。 目
前除了格乐立，还有4个产品处于
3期临床阶段，1个产品属于2期临
床，4个产品处于1期临床阶段。 记
者梳理发现， 这些进入临床阶段
的在研产品包括了贝伐珠单抗类
似药、托珠单抗类似药等，均为大
品种药物，涵盖了非小细胞肺癌、
乳腺癌等多个领域。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中
国生物类似药市场将于未来几年
呈现爆发式增长， 市场规模将于
2030年达到589亿元。 报告显示，
随着首款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
上市 ， 该药在中国市场预计于
2023年增至47亿元，2030� 年达到
115� 亿元。 随着格乐立的获批，预
计最快可于今年年底上市销售。
这也意味着，2020年百奥特或将
告别零营收甚至实现盈利。

3 年巨亏 15 亿 无收入冲刺科创板底气何来？

首个国产抗风湿生物类似药获批
广州企业拔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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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强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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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粤港港澳澳大大湾湾区区 广州首富易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