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亦筑 李星婷

10月23日，2020重庆国际创投大会举行。立足全球视野，
秉持国际化、专业化、产业化三大标准，大会吸引了近百位资本

领袖、50家投融资机构、500家企业、线上+线下专业观众近千
万参与。在当天举行的开幕式暨主论坛上，前海母基金首席执
行合伙人靳海涛等5名嘉宾作主题演讲，对创投领域进行了全
链条深度解读，共享科技金融盛宴，共话创新创业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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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总规模300亿元，由重庆高新区、璧山区、渝富控股、市地产
集团、四川发展等共同出资设立。主要投资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城一体化等方向。

重庆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项目

基金规模预计100亿元，由渝富资本、中信建投资本等共同出资
设立。主要投资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力装备、基础及新型制
造等方向。

重庆市招赢朗曜成长二期股权投资基金项目

基金规模预计70亿元，由重庆高新区、重发展、招银国际共同出
资设立。主要投资医药健康、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方向。

担保综合授信项目

预授信金额63.5亿元，该项目由重庆高新区与市小微担保、中
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重庆银行、恒丰
银行共同签约。

重庆松禾成长股权投资基金项目

基金规模预计50亿元，由重庆产业引导基金、松禾资本等共同
出资设立。主要投资人工智能赋能、智能制造、创新材料等领域的
科技创新企业。

重庆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投资基金项目

基金规模预计21亿元，由重庆高新区、重庆天使引导基金等共
同出资设立。主要投资企业服务与云、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有前
瞻性、有竞争力、跨界融合的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以及研发设计与检
验检测等高技术服务业。

和谐超越二期基金项目

基金规模预计20亿元，由重庆天使引导基金、IDG资本等共同
出资设立。主要投资先进科技、企业服务、消费等方向。

北极光创投四期人民币基金项目

基金规模预计12亿元，由重庆天使引导基金、北极光创投等共同
出资设立。主要投资TMT、医疗和科技领域的私募股权项目。

京东方（重庆）创新生态产业基金项目

基金规模预计10亿元，由渝富控股、京东方集团等共同出资设
立。主要投资京东方智慧系统上下游产业生态领域。

复星（重庆）数智产业投资基金项目

基金规模预计10亿元，由重庆产业引导基金、复星创富等共同
出资设立。主要投资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材
料、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领域。

重庆两江智能化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项目

基金规模预计5.051亿元，由重庆产业引导基金、红马资本等共
同出资设立。主要投资以智能制造、智能汽车为核心，兼顾人工智
能、智能材料、智能生活领域。

重庆渤溢棋开股权投资基金项目

基金规模预计5亿元，由重庆产业引导基金、渤溢基金等共同出
资设立。主要投资创新药、体外诊断、医疗器械等大健康领域。

重庆仓廪智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项目

基金规模预计5亿元，由重庆产业引导基金、仓廪投资等共同出
资设立。主要投资智能制造、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领域。

重庆科兴乾健创业投资基金2期项目

基金规模预计3亿元，由重庆高新区、科兴乾健等共同出资设
立。主要投资智能制造等领域。

渝富控股、重发展、中新基金与植恩药业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投资金额1亿元，投资于重庆植恩药业公司，发展生物医药
产业。

15个集中签约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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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李星婷）10月23日，2020重庆
国际创投大会举行金融类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包括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发展基金、重庆制造业
转型升级基金在内的15个项目
进行了集中签约，签约项目总金
额达675亿元。

据介绍，此次的签约项目主
要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
路、智能制造、大健康、新能源等
领域布局，将促进科技、金融与
产业高效对接，推动更多资源向
重庆聚集，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和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
为重庆的发展注入原动力。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由重
庆高新区、璧山区、渝富控股、市
地产集团、四川发展等共同出资
设立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
展基金，总规模300亿元，将主
要投资于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资产证券
化、产城一体化等方向。

“基金的设立，是推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部署，
形成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优
化国家区域经济布局、打造内陆
开放高地的重要举措；是川渝两
地资本开展深层次多方位合作，
发挥好金融投资机构支撑作用，
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
融合，促进优质企业双城良性流
动的良好开端。”重庆高新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

据透露，该基金首期规模
计划100亿元，将按市场化机
制运营，重点投资于川渝两地
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型显
示、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
等新兴制造业和航旅、大健康
等新兴服务业，以及智慧城市、
新基建领域，助推成渝地区经
济协同发展。

2020重庆国际创投大会举行金融类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15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金额675亿元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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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创投从原来
的‘在黑暗中摸索’，到现在的‘万马奔
腾’，发生了巨大变化。”10月 23日，在
2020重庆国际创投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
上，前海母基金首席执行合伙人靳海涛表
示，创投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行业自身也得到充分的发展。

对于未来创投的发展趋势，他认为，
后疫情时代，这些赛道值得关注：一是弥
补国家短板的产业，比如在疫情之后流行
病防治体系的完善等；二是由新基建引发
的5G产业链，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VR等领域；三是消费升级，未来消
费升级还有很多机会；四是适应去全球化

趋势的企业，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能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有更大发展。

对于重庆未来的发展，他也提出了三
点建议：一是调整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导策
略，吸引优秀机构到重庆落户深挖项目；
二是成立专门的服务机构，汇集各方信
息，给创投机构推荐优秀项目，同时融入
投后管理和服务；三是积极招引更多中国
的创投机构，引导他们投资的新兴产业项
目落户重庆。

前海母基金首席执行合伙人靳海涛：

后疫情时代四大赛道值得关注

5名嘉宾在2020重庆国际创投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上作主题演讲

共享科技金融盛宴 共话创新创业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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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有几个IDG投资的企业，大家
耳熟能详，比如江小白、马上消费金融等。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硬科技时代的新
服务。”IDG资本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合伙人崔广福表示，未来五年，中国的服务
业通过改造升级，将带来近20万亿元的增

长空间，主要领域涵盖硬科技、5G、大数
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先进制造、机器人
等，以及相应技术所涉及的移动支付、视频
和直播技术、物流快递等细分领域。

“比较典型的硬科技时代新服务是美
团。其打造了同城30分钟及时配送的外

卖，甚至买药、买花等。”崔广福称，美团最
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数据智能，用大数据将
服务层级做到最优。

视频直播、在线教育、无人驾驶出租
车等，这些都是硬科技时代的服务创新。
西部（重庆）科学城正聚焦大健康、新一代
信息技术、先进制造、高技术服务业等主
导产业进行招商引资，硬科技正带来人们
新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市场空间很大，可
以考虑相关企业及产业链。

IDG资本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合伙人崔广福：

未来五年中国服务业增长空间大

“物美在全国一共有1800个商场，每
年超过20亿人次到店，销售额超过1000
亿元，在全国零售业中一直处于引领位
置。”物美集团创始人、多点Dmall董事长
张文中表示，物美是以零售为代表的流通
行业企业，也是高科技企业。

张文中举了一个例子，麦德龙是世界

500强之一，基于数字化工具的全程追溯
是麦德龙的标配，可以保证商品质量。物
美和麦德龙进入战略合作之后，将麦德龙
和多点App紧密结合，进一步以全面的
数字化提升麦德龙的竞争力，最近已先后
在北京和上海实现了多点+麦德龙。其
中，在北京，多点占麦德龙整个销售比例

（即用麦德龙App结账的人）已超过所有
顾客的40%。在上海，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麦德龙 App 销售占比也超过了
30%。而App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是
衡量一个企业数字化标准的核心指标。

在他看来，双循环、大流通、数字化、
高标准，在数字革命的大背景下，发展现
代流通产业有了更好的抓手。重庆发展
数字化的现代流通产业大有可为，物美也
希望在“双城记”大流通的新时代发挥更
大的作用。

物美集团创始人、多点Dmall董事长张文中：

以数字化为抓手发展现代流通产业

“生命科学、医疗健康事关全人类
发展的终极福祉，医疗大健康的需求也
是源源不断，很难完全满足，可以说这
是一个供给创造需求的行业。”10月23
日，在 2020 重庆国际创投大会开幕式
暨主论坛上，高瓴资本联席首席投资
官、合伙人易诺青围绕医疗大健康发表

了演讲。
在他看来，生物医药、医疗大健康

领域代表了未来。特别是创新药领域，
2019年，中国药品市场规模约1.7万亿
元，其中创新药的市场规模只有 1200
亿元，占比仅7%。但未来十年，其潜在
增长空间将超过2万亿元，在预计约3.5

万亿元的药品市场规模中占比增至
70%，成为中国药品市场的核心增长引
擎。

重庆有良好的生物医药产业基础，也
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通
过“一带一路”建设,重庆与更多国家和地
区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此，高瓴也
希望与更多生物医药企业特别是重庆的
企业在创新药领域展开合作，推动创新药
的发展，让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走向世界，
创造更大价值。

高瓴资本联席首席投资官、合伙人易诺青：

创新药将成中国药品市场的核心增长引擎

“达晨财智一共投了600多家公司，
但在重庆的投资比重不高，跟重庆的经济
实力、地位不相匹配。”达晨财智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肖冰表示。

他认为，中国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
表现亮眼，很快克服了疫情影响。中国未

来十年仍然是全世界最好的创投市场，除
了北上广深，重庆、武汉、成都这样的城市
也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无论科技创新和消
费升级都有很好的趋势。

在他看来，所谓经济内循环，前提是
内部消费，市场要繁荣，要有更多的钱，老

百姓敢于花更多的钱。中国是全世界最
大的消费市场，这个市场里面会产生很多
新的品牌、新的渠道、新的项目，也给投资
人带来很高的回报。

资本市场未来的走势会怎么样？肖
冰称，目前中国科技股估值是全世界最
高，科技创投平均市盈率接近100倍，特别
优秀的公司会带领资本市场不断往前走。
重庆的企业家可利用资本市场大扩容的
机会，尽快登陆资本市场，抓住这次红利。

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肖冰：

重庆企业家可登陆资本市场抢抓红利

本版图片由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张亦筑

10月23日，在重庆国际创投大会
的主论坛上，6位全球知名创投机构投
资人、金融机构负责人、产业前沿专家
等，通过高峰对话，分享创投领域的经
验和洞见，探讨全新的科技和产业浪潮
带给重庆的机遇与挑战。

多方投资机构看好科学城

君联、CMC资本、清科集团、高通、
松禾……这些都是有名的投资机构。
这些投资大咖缘何齐聚科学城？

厉伟：松禾资本长期从事硬科技投
资，现投资聚焦3个领域：人工智能为
主的数字基础、基因测序为中轴的精准
医疗、新材料的突破。这与科学城产业
发展方向的很多领域契合。

陈浩：君联资本目前覆盖的领域有
健康医疗、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和创新
消费。这和很多投资机构看好科学城
的原因一样，方向是一致的。

黎瑞刚：CMC资本最近几年在消
费领域的产品研发、供应链管理、社区
电商等方面，都布局了一系列企业，
形成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在重庆
和很多企业有深度交流，也投资了一
些企业。

沈劲：高通创投在全球投了300多
家企业，在中国投了小米科技、摩拜单
车、商汤等创业型的公司，我们非常希望
能在重庆多找一些这样的公司合作。

倪正东：清科集团分为两部分：一
是清科创业，是第三方服务公司；二是
清科投资，投资重点是芯片为代表的科
技企业、医疗企业、消费领域、先进制造
和智能制造。无论是投资还是做第三
方服务，我们都很看好重庆的市场。

王敏：我是中央美院的教授，也参
与珠海华金慧源股权基金的管理，我们
在北京做了世界设计大会和北京设计
周，在珠海创办了珠海国际设计周。重
庆也有很好的创新设计资源，希望能让

设计也成为重庆创新创业的驱动力。

紧随投资变化重庆发展空间巨大

今年投资领域有些什么变化？重
庆表现怎么样？

倪正东：今年最大的变化是投资结
构的变化。今年上半年我们投资最多
的领域是半导体，其次医疗健康增长比
较多。今年我们在重庆投资的项目是
25个，募集资金37亿元。重庆是一个
创投的洼地，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陈浩：我们在重庆正在做两件事
情。一是我们有一批企业要到中西部
来发展，他们看好中西部内循环带来的
非常重要的机会；二是围绕已投资的龙
头型企业，他们在供应链方面会往中西
部做一些延展，比如医疗健康、大数据、
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企业。

厉伟：重庆是中西部一个重要的联
接点，并且有长江黄金水道，怎么发挥
自己的优势，挖掘产业转移带来的机
遇，使更多一流企业把西南总部放在这
里，这是首先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是
重庆要设立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还有
重庆要更多地走出去，通过创投去定点

招商。
沈劲：5G是未来15年内一个重大

的技术推进力量。重庆可以把零售、港
口、制造、交通等各种元素综合在一起，
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场景，让创业公司来
创业，我们也有投资机会。

孵化一批新消费形态企业

艺术+科技，以及文化创意等新消
费产业，也是今后的一大新兴产业。拥
有众多高校资源的科学城，可以有怎样
的作为？

黎瑞刚：最近重庆兴起了一些智能
设计的创新企业，非常值得关注。科学
城有包括四川美术学院在内的众多高
校的艺术力量，它与科技相结合，会孵
化出一批新消费形态的企业。

王敏：设计是创新的驱动力，设计
也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重庆可以利
用高校和社会的创意人才，参与科学城
的建设。我也很想为重庆做一些这方
面的工作，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可以把
全世界最好的设计组织请到重庆来，在
重庆发布“重庆设计宣言”，为人工智能
赋能，为创新赋能，创造更多的奇迹。

“重庆是一个创投的洼地，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知名投资人齐聚科学城探讨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IDG资本全球董事长 熊晓鸽
嘉宾：君联资本总裁 陈 浩

CMC资本创始合伙人 黎瑞刚
清科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 倪正东
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高通创投董

事总经理 沈 劲
松禾资本创始人 厉 伟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 王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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