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开始后，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相关同志首先对保税区

区域情况进行介绍，保税区着力打造生物医药和健康、人工智

能与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民用航空、海洋经济、

大众消费品、现代服务业七大产业集群，空客中国、中船重

工、科大讯飞、九安医疗、华大基因、瑞普生物、神州租车等

一批行业龙头项目竞相发展，276个世界500强投资的项目在保

税区落地生根。同时保税区积极打造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创新生

态，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相继成立氢能、海

水淡化、海洋装备、生物制造 4 个产业（人才）联盟，各联盟

均吸引百余家企业参加，有效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在信息化时代，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

富。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入驻企业代表，北京博晓通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王艺在活动中带来了精彩分享，分享给企业

为什么要重视数字化建设和数据分析，面对眼花缭乱的大数

据，应该如何利用好数据。

很多企业过分的关注于技术架构的建设而不是业务人员基

于数据的合作，在一味追求新的数据分析技术栈的过程，忽略

了解决实际业务用户的问题，把原来遗留的问题从数据仓库移

到了数据湖，再移到现在的津津乐道数据中台，而不是解决它

们。博晓通王总在分享中告诉企业需要做的是把数据中台作为

一个组织战略去联合各个部门共同建设可复用且自服务性高的

数据分析能力，通过业务流程到数字化平台，自上而下的去整

理已有的数据分析能力。

优投是总部位于北京的创新型孵化器和专业运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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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秀的

创业项目提供有价值的创业加速服务，帮助创业项目更好更快

的成长。优投创始人兼CEO代瑞红对优投进行了整体介绍，优

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项目运营以来所取得成果，以及对天

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第一季活动回顾，同时还对第二

季创新创业季活动作出整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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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活动已于2020年7月31日在北京正式启动，在天津、北京

两地举行了医疗健康专场、智能科技专场、综合创新场活动，

吸引了二十余个创新创业项目参与其中。本季活动也将秉承第

一季的初心，以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为苗圃，为企业提

供政策、资源、服务等全方位的帮助和扶持。

活动中进行了揭幕启动仪式，仪式邀请了天津港保税区科

工局副局长马力、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主任黎荔、优投

创始人兼CEO代瑞红、北洋海棠基金合伙人王任大共同为仪式

进行揭幕，在政府领导、投资机构、企业代表以及参会观众见

证下，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第二季、优投创业营（

天津港保税区）正式启动！

天津港保税区介绍

主题分享

代瑞红  优投创始人兼CEO

代瑞红  优投创始人兼CEO

0 2   天津港保税区介绍 0 4   主题分享《数以智用 推进数字时代的企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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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携手聚力  扬帆起航》



活动现场还为参与支持本次路演的

嘉宾评委颁发导师聘任证书，渤海创富

证券董事韩长春、滨海海胜投资总监燕

鹏、鑫航资本董事总经理付彪、科创天

使高级投资经理李明翰接受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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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进入正式的项目路演环节，

聚集5个不同行业领域路演项目。本场路

演项目分别博雅科技、物联网智能恒温

箱、微齿馨、上门快援、惊帆科技。

在短短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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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维护经济可

持续发展，其中中小微企业是重要支撑

部分，为了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加速转

型升级，今天活动现场也邀请到了中国

银行天津保税分行普惠金融部主任王卉

璇带来分享，助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

展。

一直以来，天津港保税区坚决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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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未来发展的重要出路。不断深化功能

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

新、政策创新，加强产业和科技创新

对接，持续聚焦新技术供给和新产业

发展，强化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氢

能、5G等产业培育，充分发挥“引育新

动能”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作用，致

力成为北京优质资源首选疏解承载地，

进而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献力。

会后参会领导以及嘉宾、企业进行

了深度交流，各企业之间可以加强合作

与交流、互惠互赢。同时优投空间（天

津港保税区）将持续搭建合作平台，服

务于更多创新创业企业，助力成长。

0 6   《大咖助力 快速成长》

0 8   《项目路演  亮点纷呈》

0 9   《加速升级 助力发展》

1 0   《合作交流  互惠共赢》

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项目自

2020年5月运营以来为天津港保税区吸

引京津冀20余家优秀企业入驻，本次活

动也同样邀请了北京博晓通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质信德科技有限公司、天津酪

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惊帆科技有

限公司4家企业代表进行入驻签约，形成

创新创业新高地。

0 7   《合作共赢 再创辉煌》

项目路演

评委点评

深度交流

入驻企业签约仪式 嘉宾分享

导师聘任仪式

启动仪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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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单位：创伴空间

项目路演—北京站活动现场

”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
项目路演-北京站

//  活动时间：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14:00—16:00

//  活动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街道中关村南大街    

          （方圆大厦商务楼）2层 

黎    荔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代瑞红  优投创始人兼CEO

张自强  优投联合创始人 副总经理

于    淼  金科君创投资副总裁

洪    伟  泓阳投资合伙人

刘盛宇  高禾投资管理合伙人

彭书涛  华兴控股投资部总经理

葛成龙  海易资本合伙人

步日欣  创道投资咨询合伙人

张    凯  安涛铭创合伙人

参会嘉宾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由“天津港

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和“优投空间”联合发起的

年度大型创新创业活动。以“激发双创活力  汇

聚发展动能”为目标，通过项目路演、创业市集等

形式为企业成长助力赋能。在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

指导下，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大力支持下，

通过政策支持和服务赋能，促进企业成长，促使京

津两地优秀企业落地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优投

创新创业季第二季活动于2021年3月18日在天津举

行，在政府领导、投资机构、企业代表及参会观众

见证下，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第二季正

式启动。

活动现场

1 0   《合作交流  互惠共赢》



致辞人：黎 荔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活动开始前由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主任黎荔进行发言，

对参会嘉宾以及投资机构、创新项目表示热烈的欢迎。天津港保税

区创新创业中心一直秉承着“助创业者起步，伴创业者成长”的发

展理念，为企业当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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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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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领导致辞

介绍人：车 涛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项目主管

紧接着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项目主管车涛对保税区进行

详细介绍，保税区着力打造生物医药和健康、人工智能与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民用航空、海洋经济、大众消费品、现

代服务业七大产业集群，空客中国、中船重工、科大讯飞、九安医

疗、华大基因、瑞普生物、神州租车等一批行业龙头项目竞相发

展，276个世界500强投资的项目在保税区落地生根。同时保税区积

极打造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创新生态，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能力，相继成立氢能、海水淡化、海洋装备、生物制造 4 个产业

（人才）联盟，各联盟均吸引百余家企业参加，有效促进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 

0 2   天津港保税区介绍

天津港保税区介绍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5G、人工智能、智能技术信息技术都在不

断进步，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工业4.0等概念都指向中国未来的

制造业。创道投资咨询合伙人步日欣从工业控制系统网络结构、工

业网络功能拓扑图、工业互联网功能平台架构、工业互联网应用去

进行了详细分析什么是“工业互联网” ，通过“新基建七大领域”

、“京东工业品融资”、“海尔卡奥斯融资”等案例了解到工业互

联网发展。从投资情况去进行整体分析：工业供应链融资额最大，

但融资案例数只有少量，说明单体募集资金需求量较大。智能制造

领域，由于看好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及工

业机器人及其核心零部件的关注，投资案例相对较多。

0 3   主题分享 ：《资本视角下的工业互联网产业》

主题分享

分享人：步日欣  创道投资咨询合伙人

本次活动为项目路演——北京站，活动中将通过“主题分享+项目路演”的形式，邀请政府领导、行业内专家、投资机构嘉

宾、优秀企业、媒体参加，探讨技术赋能、创业创新，创新成果转化，引领创新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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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

提供展示和交流合作的舞台，帮助获得政策、资源、服务等全方位的帮助和扶持，吸引优秀项目成功落地天津港保税区。

领导致辞



活动现场还为支持本次路演的嘉宾评委颁发导师聘任证书，泓

阳投资合伙人洪伟、高禾投资管理合伙人刘盛宇、华兴控股投资部

总经理彭书涛、海易资本合伙人葛成龙、创道投资咨询合伙人步日

欣、安涛铭创合伙人张凯接受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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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下半部分进入正式的项目路演环节，聚集5个不同行业领域路演项目。本场路演项目分别万通易居、麦迪医疗、睿熙生

物、方云智能、禺京激光，其中禺京激光为线上路演。在短短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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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活动现场参会的投资机构以及观

众都对路演的项目进行提问和了解。

0 4    《大咖助力 快速成长》

0 5   《项目路演  亮点纷呈》  
导师聘任仪式

领导嘉宾留合影留念

项目路演 评委提问

会后参会领导以及嘉宾、项目企业都进行了深度交流，各企业平台之间加强合作与交流、互惠互赢。持续聚焦新技术供给和

新产业发展，强化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氢能、5G等产业培育，充分发挥“引育新动能”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作用，致力成为

北京优质资源首选疏解承载地，进而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献力。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将持续搭建合作平台，服务于更

多创新创业企业，助力成长。

观众互动交流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

北京项目路演专场活动

//  活动时间:

   2021年6月17日 13:30-16:00

//  活动地点:

   天津市东丽区空港商务园东区E8号楼创新

   创业中心A408会议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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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办单位:

   天津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活动为北京项目专场路演，活动形式为闭门会议，同时邀请政府领导、投资机构嘉宾、优质项目共同参与，优选有意向

布局天津的企业，在活动中为其提供展示和交流合作的舞台，同时天津港保税区政府部门及投资机构进行深度交流，帮助获得政

策、资源、服务等全方位的帮助和扶持，吸引优秀项目成功落地天津港保税区。

活动开始前由天津港保税区项目主管车涛对保税区进行介绍，保税区着力打造生物医药和健康、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与智能制造、民用航空、海洋经济、大众消费品、现代服务业七大产业集群，空客中国、中船重工、科大讯飞、九安医疗、

华大基因、瑞普生物、神州租车等一批行业龙头项目竞相发展，276个世界500强投资的项目在保税区落地生根。

随后进行今天活动主要内容项目路演环节，本次活动一共邀请了4个优质北京项目进行路演，每个项目路演结束后现场投资机

构嘉宾对项目依次进行提问点评，提出了中肯而精辟的建议帮助企业更好更快成长。

0 1   天津港保税区介绍

0 2   项目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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