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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Release
Hong Kong Venture Capital UGC joins Technion University
in US$200M science or technology venture capital fund
Haifa, Israel, June 14, 2017 – Techn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TRDF) and UG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UGC) today announced they would sponsor a
new venture capital fund with targeted commitments of US$200 million. The Fund will focus
on investments in Israel (or Israeli-related) science or technology companies with a
relationship to the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Fund is expected to be
managed from offices in Israel and Hong Kong.
About the Technion
The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 a public research university in Haifa,
Israel. The university offers degre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related fields such as
architecture, medicine,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It has 18 academic
departments, 60 research centers and 12 affiliated teaching hospitals. Since its founding, it
has awarded more than 100,000 degrees and its graduates are cited for providing the skills
and education behind the cre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Technion’s 556 faculty members currently include three Nobel Laureates in
chemistry.
About UG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UGC)
UGC is th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arm of United Gain Investment Limited (UGI).
UGI, founded in 2003, is a fund management firm with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global
investment, asset management and advisory services. UGI offers a comprehensive range of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s, and i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market-leading and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solutions across all asset classes to
preserve and enhance investors' assets. In 2013, UGI form United Gain (Shenzhen) Fund
Management (LP) in Qianhai Shenzhen, and launched a private equity fund UG Capital
Partners (Shenzhen) Fund (LP) in 2014.
UGI is licens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Hong Kong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to carry out Type 4 (Advisory on Securities) and Type 9 (Asset Management)
regulated activities.
Prof. Wayne D. Kapl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Techn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Ltd., thanked the team that led the
development on behalf of Technion and said, “The Technion has been increasing its
commercialization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and we have already noted many successes in
this field, including more than doubling the number of startup companies set up at the
Technion through the new Technion DRIVE Accelerator. However, we must not become
complacent. This is why we contacted Jonathan Mitchell from UGI, who connected us to
investors from Hong Kong headed by CY Lau. We realized that in addition to partners in the
US and Hong Kong, we need an excellent team here in Israel, and so we were joined by the
founders of Genesis Partners, Eddy Shalev, Dr. Eyal Kishon and Gary Gannot.”
“You could say we’re doing alchemy here,” said Jonathan Mitchell. “We’ve combined
a number of components – the Israeli mind, institutional and private investors, and of course
Technion and the local staff – and with all this we will contribute to the welfare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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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香港创投联威资本与以色列理工学院联手成立基金管理公司
投资与以色列理工学院有关的科技企业
以色列海法 2017 年 6 月 14 日 – 以色列理工学院研发基金会 (Techn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 或 简 称 “TRDF”) 和 联 威 资 本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UG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或简称“UGC”)今日宣布：双方联手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将共同发起一支
2 亿美元规模的创投基金。该基金将专注于投资与以色列理工学院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有关的以色列科技企业。该基金将由来自中国香港和以色列
的团队共同管理。

关于以色列理工学院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以色列理工学院是位于以色列海法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学院提供科学、工程学以及其他相关领
域的学位，其中包括：建筑学、医学、工业管理学及教育学等。学院设有 18 个院系、60 所研
究中心和 12 所附属教学医院。自成立以来，学院已授予超过 10 万个学位，其毕业生则为建
设及守护以色列一直奉献他们的技术和教育。
以色列理工学院目前在职的 556 名教职员中，包括 3 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关于联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UG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或简称 “UGC” )
联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是联威投资有限公司 (United Gain Investment Limited，或简称“UGI”)
成立的创投机构。UGI 创立于 2003 年，是一家在跨国投资、资产管理及投资顾问服务等方面
拥有丰富经验的基金管理公司。UGI 为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全面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并致力
于为所有资产类别提供市场领先的专业投资方案，为投资者创造投资收益。UGI 于 2013 年在
深圳前海成立了联威（深圳）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并于 2014 年发起股权投资基金-联
威资本（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UGI 按中国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规定为持牌注册机构， 可从事第四类 (就证券提供意見)
与第九类(提供资产管理) 的业务。

作为以色列理工学院研发基金会有限公司总干事兼研发部执行副主席，Wayne Kaplan 教授代
表以色列理工学院感谢投资团队带来发展机遇，并表示： “以色列理工学院最近几年正在不断
推动创新科技的商业化进程，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通过以色列理工学院新的 DRIVE 孵
化器成立的初创企业数量已实现翻倍增长。但是，我们绝不能自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触
UGI 的 Jonathan Mitchell，他联系了我们和来自中国香港的刘志耀先生领导的投资团队。我们
也意识到，除了来自美国和中国香港的合作伙伴，我们还需要在以色列建立一支优秀的管理团
队，因此，我们邀请了 Genesis Partners 的创始人 Eddy Shalev、Edy Kishon 博士和 Gary
Gannot 加入我们的团队。”
“你可以说我们在炼金。” Jonathan Mitchell 说，“我们的团队结合了以色列的创新思维，个人

投资者和机构的资金，当然还有以色列理工学院以及以色列当地员工，我们团队将为世界的福
祉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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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香港創投聯威資本與以色列理工學院聯手成立基金管理公司
投資與以色列理工學院有關的科技企業
以色列海法 2017 年 6 月 14 日 –以色列理工學院研發基金會 (Techn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 或 簡 稱 “TRDF”) 和 聯 威 資 本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UG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或簡稱“UGC”)今日宣佈：雙方聯手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將共同發起一支
為 2 億美元規模的創投基金。該基金將專注於投資與以色列理工學院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科技創新生態系統有關的以色列科技企業。該基金將由來自中國香港
和以色列的團隊共同管理。
關於以色列理工學院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以色列理工學院是位於以色列海法的公立研究型大學。學院提供科學、工程學以及其他相關領
域的學位，其中包括：建築學、醫學、工業管理學及教育學等。學院設有 18 個院系、60 所研
究中心和 12 所附屬教學醫院。自成立以來，學院已授予超過 10 萬個學位，其畢業生則為建
設及守護以色列一直奉獻他們的技術和教育。
以色列理工學院目前在職的 556 名教職員中，包括 3 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關於聯威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UG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或簡稱 “UGC” )
聯威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是聯威投資有限公司 (United Gain Investment Limited，或簡稱“UGI”)
成立的創投機構。UGI 創立於 2003 年，是一家在跨國投資、資產管理及投資顧問服務等方面
擁有豐富經驗的基金管理公司。UGI 為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提供全面的金融產品及服務，並致力
於為所有資產類別提供市場領先的專業投資方案，為投資者創造投資收益。UGI 於 2013 年在
深圳前海成立了聯威（深圳）基金管理企業（有限合夥），並於 2014 年發起股權投資基金-聯
威資本（深圳）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UGI 按中國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為持牌註冊機構， 可從事第四類 (就證券提供意見)
與第九類(提供資產管理) 的業務。

作為以色列理工學院研發基金會有限公司總幹事兼研發部執行副主席，Wayne Kaplan 教授代
表以色列理工學院感謝投資團隊帶來發展機遇，並表示： “以色列理工學院最近幾年正在不斷
推動創新科技的商業化進程，並已取得了一定成績，其中通過以色列理工學院新的 DRIVE 孵
化器成立的初創企業數量已實現翻倍增長。但是，我們絕不能自滿，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接觸
UGI 的 Jonathan Mitchell，他聯繫了我們和來自中國香港的劉志耀先生領導的投資團隊。我們
也意識到，除了來自美國和中國香港的合作夥伴，我們還需要在以色列建立一只優秀的管理團
隊，因此，我們邀請了 Genesis Partners 的創始人 Eddy Shalev、Edy Kishon 博士和 Gary
Gannot 加入我們的團隊。”
“你可以說我們在煉金。” Jonathan Mitchell 說，“我們的團隊結合了以色列的創新思維，個人

投資者和機構的資金，當然還有以色列理工學院以及以色列當地員工，我們團隊將為世界的福
祉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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