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助力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

台，优投空间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发展深度合作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激发和带动创新创业氛围，形成

创新创业高地。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启动仪式暨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项目路演在天津港保税区创

新创业中心A408会议室举行。本次活动由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指导，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优投空

间联合主办。

仪式邀请到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主任黎荔、优投空间创始人代瑞红、海河基金区域项目部总经理

侯萌、海河基金区域项目部副总裁肖扬、科创天使投资总监曹继军、企道知行企业管理咨询执行董事金嘉

轶、香港丝路智能旅游科技执行董事胡晓鲁、九鼎投资投资总监王勇、上海开源思创股权投资二部总经理张

宇婧、天创资本投资经理陈天翔等，来自投资机构、知名企业的导师评委代表、企业代表以及合作伙伴共同

出席本次活动启动仪式并见证了空间启动。

”
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启动仪式
暨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项目路演

//  活动时间：

   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14:00-16:00

//  指导单位：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

//  联合主办：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

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

//  活动地点：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A408会议室

天津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80号空港商务园E8号楼

      天津港保税区是我国华北、西北地区唯一、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保税区。

拥有港口、机场双港优势，下辖空港、临港、海港三个片区，除具备普通开发

区功能外，还拥有保税区、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三类四处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享有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是我国区域功能形态

最为完善的区域，对外开放和创新功能优势明显。当日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

中心主任黎荔发表致辞并介绍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天津港保税区将实

行京津冀协同发展，搭建13 个京津冀产业合作交流平台，大力放宽人才落户条

件，开展“海河英才”行动计划，为企业提供最优越的投资环境、最完善的政

府服务和量身定制的支持政策，助力企业实现最大的商业成功！

优投空间是创新型孵化器及专业的孵化器运营机构，集“空间+服务+

学院+投资”于一体，优投导师说、优投下午茶、优路演、优投创业营、

优投大赛以及优投学院，为优秀创业项目提供有价值的创业服务帮助创业

项目更好更快的成长，优投空间创始人代瑞红表示，以创新型孵化器为载

体，助力创新创业，以空间为合作起点，全方位开展合作，充分发挥优

为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业务流程重组，有利于组织结构优

化，有效降低成本，扩大企业竞争范围，激发生产、技术创新。本次活动

也邀请到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入驻企业代表--天津聪友科技有限公

司CEO 李建伟进行分享，他表示企业信息化推动研发项目进展，从而提高

企业经济效益促进企业竞争，加速企业发展，实现了企业全部生产经营活

动的运营自动化、管理网络化、决策智能化。有利于抓住新世纪的良好发

展机遇，使企业在知识经济领域迅速崛起。
分享嘉宾：李建伟 天津聪友科技有限公司CEO  

在政府领导、投资机构、各企业代表共同见证下，优投空间（天津港

保税区）正式启动。入驻企业签约仪式环节中，北京贝思科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神奇华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津智一达科技有限公司、天津聪

友科技有限公司4家企业进行入驻签约，形成创新创业新高地。

本次活动我们也邀请了来自北京的创新创业企业共同参与，以线上+

线下方式进行路演。同时特邀企道知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金

嘉轶、香港丝路智能旅游科技执行董事胡晓鲁、九鼎投资投资总监王勇、

科创天使投资总监曹继军、上海开源思创股权投资二部总经理张宇婧担任

专家评委，对路演项目进行专业提问、点评。活动现场，主办方为本次路

演的评委颁发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导师聘任证书，希望创业导师能

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创业经验，从各方面帮助企业解决创业中的难

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帮助企业快速成长。

签约仪式

导师聘任仪式

分享嘉宾：代瑞红   优投空间创始人

0 1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介绍

致辞人：黎  荔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0 4   签约仪式

0 5   导师聘任

0 2   落地天津空港 助力创新发展

0 3   主题分享：信息化赋能企业成长



本次路演项目分别为贝思科、通用式三维即时成像技术、

深光Alight、火眼猴。

一号路演项目：贝思科                                                                                                                                                

        贝思科审讯室机器人、督查机器人、刑侦机器人、市政违

章机器人共同组成了贝思科智慧政务系列产品。贝思科智慧进

出入系统是一款软硬件结合人脸、体温等多项功能在内的智能

进出入管理系统。

二号路演项目：通用式三维即时成像技术                                                                                                                                                

        团队有20年图像处理系统的合作经验;完成了多项铁路车辆

和轨道图像分析系统，应用于铁路、地铁等地；主要功能：一

是高速、高精度、低成本、芯片化、各种场景下的动态三维成

像；二是将二维图像转换为方便机器理解的三维数据。

三号路演项目：深光Aligh                                                                                                                                            

        创造性地把先进的桌面AR光投影触控技术和对象检测、文

字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起来，实现了桌面实物与电子界面

直接交互的无屏化混合现实交互体验，极大地简化了原本需要

与手机等电子产品交互的交互流程。

四号路演项目：火眼猴（线上路演）                                                                                                                                               

        公司关注到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爆发式增长，但隧道健康

检测方面技术手段相对落后、自动化程度低、尚在依赖人工巡

检和人工识别的行业状态，研发了“隧道外观病害快速检测与

智能分析系统”。

路演结束之后设置了深度交流环节，为天津港保税区管委

会政府、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与企业搭建交流合作的

桥梁服务，实现精准对接与深度交流，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

区）力争给创新创业企业提供更多落地服务，实现合作共赢。

通过本次活动，将积极发现和促进优秀的项目落地优投空

间（天津港保税区）。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

数据、文化创意、医疗健康、科技服务、互联网+ ”等科技领

域，挖掘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新创业项目。优投空间（天津港保

税区）将助力未来更多的创新创业企业在天津港保税区落地开

花。助创业者起步，伴创业者成长。

0 6   项目路演 0 7   深度交流会

0 8   嘉宾合影留念

项目路演1 项目路演2

项目路演3 项目路演4

深度交流会

部分嘉宾合影留念

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是“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和“优投空间”联合发起的年度系列创新创业活动，包含

多场产业论坛活动、多次项目路演活动、对接会、创业营，还将举行项目展、创新市集等，本届活动以“激发双创活力 汇聚发展

动能”为主题，天津港保税区·2020优投创新创业季将于2020年7月31日在北京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为项目路演（医疗健康专场），为加速天津港保税区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推动产业创新和赋能传统产业，吸引

优秀企业入驻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育苗成树，助力创新，优投在行动”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项目路

演北京站，将携手优质企业，邀请行业内专家，通过主题演讲、项目路演、深度交流等形式，为区域发展带来新思维新要

素，促进产业发展和不断升级。将优选有意向布局天津的企业，在活动中为其提供展示的机会，同时，还将有机会与天津港

保税区政府部门、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及投资机构进行深度交流，获得政策、资源、服务等全方位的帮助和扶持。

”
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
项目路演（医疗健康专场）-北京站

//  活动时间：

   2020年7月31日（星期五）14:00-16:30

//  指导单位：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

//  联合主办：

北京银行天津空港支行

//  活动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东升国际科学园1号楼D座国际报告厅

//  主办单位：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   天津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  支持单位：

   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国际创新教育中心

0 1   天津港保税区介绍

致辞人：黎  荔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活动开始，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负责人对天津港保税区进行介绍，

天津港保税区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保税区。拥有港口、机场双港优势，下辖

空港、临港、海港三个片区，除具备普通开发区功能外，还拥有保税区、综合

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三类四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享有中国（天津）自由贸

易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是我国区域功能形态最为完善的区域，对外开放和创

新功能优势明显。



0 2   北京银行天津空港支行介绍

致辞人：袁  菁  北京银行天津空港支行

       北京银行天津空港支行袁菁对北京银行天津空港支行进行介绍，“特色新

驱动 京行伴成长”。北京银行成立于1996年，成立23年来，先后实现引资、

上市、跨区域、综合化等战略突破，并积极在天津地区打造“科技金融”、“

文化金融”品牌。小微业务在全国小微金融服务市场上频获认可，创新了多种

产品，涵盖许多特色化和专业化服务内容。为此，北京银行始终坚持差异化、

特色化、精细化发展道路，立足北京、服务创业，通过参与信用体系建设、完

善组织架构、加大产品创新、打造创客中心、串联内外服务等方式，全力支

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0 3   主题分享  启迪智慧

演讲人：黄广杰  胜式咨询合伙人

    本次活动上特邀胜式咨询合伙人黄广杰做主题演讲。他分享的主题是《医

疗健康创新企业的高效融资之道》。分享了2020年医疗健康行业的整体发展，

投融资全景，他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和近年来整体融资资本趋紧的双重影

响，2020年中国上半年医疗健康的融资事件大幅下跌。疫情后，行业的长期趋

势加大对拥有核心技术壁垒的生物医药、高端设备的投入，人民健康是社会富

强的必要条件。同时创始团队需要对融资工作节奏进行规划与把控，从而达到

融资成功的目的。

0 4   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启动仪式

0 5   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导师聘任仪式

联合发起  促进创新

       活动上，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正式启动。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是“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和“优

投空间”联合发起的年度系列创新创业活动，包含多场产业论坛活动、多次项目路演活动、对接会、创业营等。优投空间创始人

代瑞红表示，以创新型孵化器为载体，助力创新创业，以空间为合作起点，全方位开展合作，充分发挥优势，加强京津联动，实

行“引进来，走出去”。  

大咖导师  助力成长

活动现场，举行了新增导师聘任仪式，为参与支持本次路演的嘉宾评委颁发导师聘任证书。创业导师在未来将充分

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创业经验，从各方面帮助企业解决创业中的难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帮助企业快速成长。

        会议流程

0 6   项目路演

路演规则：8分钟路演+4分钟问答+1分钟评委打分

       接下来进入正式的项目路演，7个路演项目聚焦在医疗健

康领域。主持人对本次路演规则进行介绍后，“天津港保税

区·优投创新创业季”项目路演（医疗健康专场）-北京站

就此拉开序幕。在短短8分钟的路演再加上4分钟的问答环节

中，各路演选手进行精彩展示，评委在问答环节也给予了专

业的点评，并且为诸多项目提出了中肯而精辟的建议。

0 7   颁发“最受投资人关注奖”

获奖项目：汇医慧影项目

      经过专业评选，汇医慧影项目荣获“天津港保税区·优

投创新创业季”项目路演（医疗健康专场）-北京站“最受

投资人关注奖”。天津港保税区一直秉承着“产业第一、企

业家老大”的发展理念，为企业当好“店小二”，深入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按照天津市“一基地三区”的定位，

不断深化功能创新，调动优质资源。



创无止境 智启未来
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

项目路演（智能科技专场）天津站

//  活动时间:

   2020年9月9日 13:30-16:00

//  活动地点: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空港商务园东区E8号楼

   1F创新创业中心路演大厅

//  指导单位: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

//  主办单位: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

   天津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

本次活动我们也邀请了来自北京的创新创业企业共同参

与，以线上+线下方式进行路演。同时特邀企道知行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金嘉轶、香港丝路智能旅游科技执行

董事胡晓鲁、九鼎投资投资总监王勇、科创天使投资总监曹继

军、上海开源思创股权投资二部总经理张宇婧担任专家评委，

对路演项目进行专业提问、点评。活动现场，主办方为本次路

演的评委颁发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导师聘任证书，希望

创业导师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创业经验，从各方面帮助

企业解决创业中的难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帮助企业

快速成长。

致辞人：赵学森   天津港保税区党委常委

致辞人：黎  荔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0 1   领导致辞

0 2   天津港保税区介绍

活动开始，天津港保税区党委常委赵学森为本次活动致

辞，向到场的创业者、嘉宾评委表示诚挚的欢迎并表示保税区

党委管委会坚决落实中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工作部署，将创新作为保税区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

不断深化功能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政策创

新，调动优质资源主动服务创新创业项目。当好“店小二”，

搭建服务平台，持续调动优质资源，聚焦北京高新技术成果转

化，服务北京优秀创新创业人才，主动提供“创业培训”、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负责人对天津港保税区进行介

绍，天津港保税区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保税区，拥有港口、

机场双港优势，下辖空港、临港、海港三个片区，除具备普通

“政策申报”、“融资对接”、“法律咨询”等各类创新创业

孵化服务，通过“政策支持”和“服务赋能”，共建良好创新

创业生态。

开发区功能外，还拥有保税区、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三

类四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享有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先行先试政策，是我国区域功能形态最为完善的区域，对外开

放和创新功能优势明显。 

0 3   人工智能主题分享

0 4   导师聘任

泰凡科技创始人贾勇哲表示数据知识化背景下的核心技术

路线，核心技术不断升级，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加快培养新兴领域工程科技人才，新工科建设正呈现升

级之势。新工科专业主要指针对新兴产业的专业，以互联网和

工业智能为核心，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

虚拟现实、智能科学与技术等相关工科专业。新工科专业是以

智能制造、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用于传统工科专业的

升级改造。

活动现场为参与支持本次路演的嘉宾评委颁发导师聘任证

书，天津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中心业务部副部长李大勇、

集翔投资控股集团基金事业部总经理齐凤强、天津市大数据协

会专家李栋、泰凡科技创始人贾勇哲、国家级创新创业导师、

乐代睿创创始人纪晓曦、海达投资高级投资经理马钊、天津科

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李建鹏接受邀请，将充分发挥自

己的专业优势和创业经验，从各方面帮助企业解决创业中的难

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帮助企业快速成长。升级改

造。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迅速发展趋势，智能机器人也大大提

高了人工替代的应用水平，帕比特智能巡检机器人，应用AI云

计算、物联网等综合智能技术，致力打造智能无人巡检运维一

体化管控系统。活动上邀请到天津市大数据协会专家、南开大

学工学博士李栋先生从专业角度，人工智能方向、人工智能应

用去解析帕比特智能巡查机器人。

泰凡科技创始人贾勇哲主题分享

聘任导师： 

李大勇  天津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中心业务部副部长

齐凤强  集翔投资控股集团基金事业部总经理

李  栋  天津市大数据协会专家

贾勇哲  泰凡科技创始人

纪晓曦  国家级创新创业导师、乐代睿创创始人

马  钊  海达投资高级投资经理

李建鹏  天津科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智造未来  赋能创新
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

项目路演（综合创新场）北京站

//  活动时间:

   2020年11月20日 13:30-16:00

//  活动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

   1号楼D座B1国际报告厅

//  指导单位: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

//  主办单位: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

   天津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  协办单位:天津市创业孵化协会

“智造未来  赋能创新 ”天津港保税区·2020优投创新创

业季项目路演（综合创新场）于2020年11月20日圆满举行。

本次活动由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指导，由天津港保税区创新

创业中心、天津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主办、天津市创

业孵化协会进行协办。优投创始人兼CEO代瑞红、优投空间

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张自强、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项

目主管黄崑、中甬投基金创始合伙人朱天博、赛伯乐投资集

团管理合伙人郭利冰、奇点资本董事总经理姜广胜、金科君

创投资副总裁于淼、平安财智投资副总经理赵鸿涛等几十家

专业投资机构、创新创业项目代表参与本活动。本场活动优

选有意向来津发展的企业，为其提供展示的机会，并与政府

及投资机构进行深度交流，以获得政策、资源、服务等全方

位的帮助和扶持。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项目主管黄崑对天津港保税

区进行介绍，天津港保税区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保税区，

全国范围内区域功能形态最为完善，拥有港口、机场双港优

势，下辖空港、临港、海港三个片区，除具备普通开发区功

能外，还拥有保税区、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三类四处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享有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

先试政策，是我国区域功能形态最为完善的区域，对外开放

和创新功能优势明显。天津港保税区将为企业提供最优越的

投资环境、最完善的政府服务和量身定制的支持政策，助力

企业实现最大的商业成功！

0 1   天津港保税区介绍

活动现场 黄崑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项目主管

”

 本场路演项目分别为科学矩阵、天中依脉、AI视界、龙眼机器人、淘课科教、边端科技、模块化智能水族平台 。经过项目讲

解与评委交流问答的激烈角逐，最终边端科技项目荣获本场路演第一名。其余路演项目获得优秀奖。

0 5   项目路演

接下来进入正式的项目路演，7个路演项目聚焦在智能科技领域。主持人对本次路演规则进行介绍后， “天津港保税区·优

投创新创业季”项目路演（智能科技专场）-天津站就此拉开序幕。在短短8分钟的路演再加上4分钟的问答环节中，各路演选手进

行精彩展示，评委在问答环节也给予了专业的点评，并且为诸多项目提出了中肯而精辟的建议。



0 2   主题分享：《简约商业思维》

近几年来，由于创业热潮的兴起，便出现各种创业培

训、商业学说等不断地涌现，从战略、组织、模式等也出现

了很多新的概念和想法，面对当下这种局势，创业者们如何

在创业路上减少走弯路的成本，怎么去推动和提升大家的创

业成功率。中甬投基金创始合伙人、简约商业思维主理人朱

天博在活动主题分享中提到简约商业思维实际就是“把握本

质、遵循常识、聚焦关键”，不是要把简单的问题却变得特

别复杂，而是能够去把复杂的东西变得特别的简单。

0 3   导师聘任仪式

活动现场为参与支持本次路演的嘉宾评委颁发导师聘任

证书，中甬投基金创始合伙人朱天博、赛伯乐投资集团管理

合伙人郭利冰、奇点资本董事总经理姜广胜、金科君创投资

副总裁于淼、平安财智投资副总经理赵鸿涛接受邀请，将充

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创业经验，从各方面帮助企业解决

创业中的难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帮助企业快速成

长。

0 4   项目路演   亮点纷呈

接下来进入正式的项目路演环节，聚集6个不同行业领域

路演项目。主持人对本次路演规则进行介绍后，“天津港保

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项目路演（综合创新场）-北京站就

此拉开序幕。

在短短8分钟的路演再加上4分钟的问答环节中，各路演

选手进行精彩展示，评委在问答环节也给予了专业的点评，

并且为诸多项目提出了中肯而精辟的建议。

0 5   颁奖仪式

本场路演项目分别INDEMIND-领先的AI视觉方案供应

商、神箭神舟、口袋魔盒、三维数据平台化服务领航者、中

视领航、自助健康检测小便池。经过项目讲解与评委交流问

答的激烈角逐，最终中视领航项目荣获本场路演第一名。

至此2020年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就告一段落

了，这既是一场创新创业领域的高端对话，也是行业精英之

间的思想碰撞，是互相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为获得第一名的路演项目颁奖

朱天博  中甬投基金创始合伙人

导师聘任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