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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投资：
以全链条式创新服务企业发展
董菁 本报记者 朱晨辉

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是全
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
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其中，
科技创新中心是中央赋予北京
的新定位。海淀区，是北京乃至
全国教育资源和科技资源最密
集的地区，如何实现科技成果源
源不断的转化，是助力北京建设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一环，
也是海淀区这些年来不断探索
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中海投资公司董事长柳进军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中海
投资，是海淀区国资委一级监管
企业，
自设立之日起，
就深深扎根
在海淀。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
逐步探索形成了以科技成果的发
现、
企业孵化培育、
产业投资为关
键环节的从前沿技术到企业上市
的全业务链服务体系。

联手科研院所
实现科技与产业对接
在科技成果发现阶段，中海
投 资 与 各 大 高 校 、科 研 院 所 合
作，通过合作设立专项基金、研
究院、科技公司、公共服务平台、
产业园区等形式，将资本的触角
伸到科技的最前沿，从而把握产
业 前 沿 技 术 ，超 前 布 局 未 来 产
业。这种模式是从“种子轮”开
始跟进，源源不断持续产生创新
创业项目，通过一系列特有的方
式，实现科技成果与产业一线想
法的鲜活、高效对接，使科技成
果转化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高

度相关、与区域经济发展高度相
关，成为海淀未来经济发展的发
动机。
在产业孵化方面，中海投资
也做得有模有样，由中海投资运
营的中关村梦想实验室地处中
关村核心区，孵化面积近万平方
米，入孵企业 30 余家，优质在孵
企业包括首个本土发起、亚洲最
大的创客空间“北京创客空间”；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见光通
信企业“全电智领”；致力于打造
中国最为领先的天使投资人综
合服务平台的“天使茶馆”；及
“ 铖 果 科 技 ”、
“智能硬件梦工
场”、
“ 机器人开放空间”等明星
企业。被科技部火炬中心认定
为首批国家级众创空间，被北京
市科委认定为北京市众创空间，
获得“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
“新型产业孵化器”等荣誉，被纳
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
体系，受到国内外媒体、国内外
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利用政策基金优势
推动产业发展
政策性投资方面，中海投资

充分发挥公司政策性投资资源
优势，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趋势，持续构建“海淀系”政策基
金 体 系 ，紧 抓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前
端，重点布局创新源头。截止到
目前，受托的管理海淀区政策基
金 40 余 只 ，总 规 模 超 过 300 亿
元，放大财政资金超过了五倍。
在已投的 100 多家企业中，51 家
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47
位创业者获得高端人才认证，十
余家陆续挂牌上市。
据柳进军介绍，目前管理的
政府基金，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支持重大科技成果在海淀
区转化和产业化，主要秉承这样
两个思路：一个是引导资金围绕
科技成果的发现和产出，主要采
取参股基金的运作方式优先支
持中关村科学城的产业技术研
究院、特色产业园等与社会资本
共同设立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
术转移基金，引导基金主要来源
于核心区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目前总共投资金额约
百亿元。
再一个是跟上市公司合作
的用于支持并购和直投的股权
投资基金，主要采用直接投资、

跟进投资等方式，遵循“政府出
资、市场运作、非营利性、参股不
控股、适时退出”的原则，对海淀
区的初创期企业进行投资，加快
初创期企业的成长。产业并购
基金由区政府设立，作为海淀区
产业组织的一个抓手，主动寻求
海淀区重点及潜力产业发展方
向，整合产业资源、社会资本和
政府资源，引导和激励产业并购
基金将境内外关键核心技术落
户海淀，加快高精尖产业聚集和
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海淀区重点
产业发展。产业并购引导基金
的设立可以激励上市公司、行业
领军企业根据自身产业布局发
起设立并购基金，一方面为海淀
区培养更多的专业并购投资机
构，另一方面可以吸引、聚集外
地的并购投资机构落户海淀，激
活海淀区并购活动，打造海淀区
作为全国并购资本中心的地位。
中海投资公司凭借自身在
科技产业和投资领域多年的耕
耘和积累，正在构建全链条服务
模式，用市场化机制探索解决科
技成果转化问题，是在以实际行
动，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贡献力量。

中电国际：将企业文化融入发展战略
本报记者 朱晨辉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简
称“中电国际”
）于 1994 年在香
港注册成立，主要从事电源项目
的开发、建设、运营，海外投融资
和资本运营，是“国家电投”的重
要骨干企业。
《中国企业报》记者
日前在采访中了解到，中电国际
近年来积极进行文化兴企、和谐
共进的探索实践，在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和文化”框架下，创
建出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特色文化
形成文化体系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之根，
基业长青之魂。中电国际在发
展的各个阶段都高度重视企业
文化建设，2004 年，中电国际确
立了“审视自身，找准定位；明晰
战略，加快发展；人才强企，团队
兴业；持续创新，推动变革；静水
深流，构建文化”的 40 字管理方
略；2006 年，成功搭建了“中国电
力 ”、
“ 中 电 新 能 源 ”、
“中电检

修”、
“ 国际化业务”四个战略发
展平台；2015 年以来，主动融合
吸纳“和文化”理念体系，并传承
锤炼出“静水深流”的企业品格，
“责任、诚信、智慧、价值”的企业
精神,“天人合一、义利合一、人
企合一、知行合一”的极具意境
的特色企业文化理念，形成了既
具备集团公司共性又体现企业
个性的特色企业文化体系。
中央巡视组认为，中电国际
的企业文化有共性文化的统一
与个性文化的兼容，有核心价值
观的支撑，有红色文化的引领，
有廉洁文化的协同，有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电国
际把文化宣贯作为企业文化建
设的重点工作之一，建立了企业
文化建设长效机制，深入学习宣
贯企业文化，使企业文化真正入
脑入心，化为企业员工的行动自
觉。

特色文化
引领绿色发展
企业文化重在实践。中电

国际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引领、
激励、推动作用，将企业文化融
入企业战略实施、经营管理、团
队建设、品牌形象建设等方面，
深入践行“创新创造、持续奋斗、
和谐共生”的核心价值理念，以
及“天人合一、义利合一、人企合
一、知行合一”的意境追求，有力
地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和谐、稳
健、可持续发展。
“天人合一”就是倡导企业
注 重 社 会 责 任 ，建 设 环 境 友 好
型、资源节约型企业，致力于环
保清洁能源，在注重给世界提供
光明和动力的同时，还要给子孙
后代留下一片碧水蓝天。据了
解，中电国际在国内率先开创新
能源与智能电网结合的创新产
业模式，由当初单一火电发展成
为水、火、新能源并举的格局，走
出了一条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义利合一”就是积极履行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依法合
规诚信经营，为企业、股东、国家
做出贡献的同时，体现团队、个
人的价值。2015 年、2016 年连
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企业还联

合有关组织成立了李硕勋教育
基金会、北京扶助贫困儿童就医
健康基金会，共资助 1520 名优
秀 学 子 ，奖 励 了 505 名 优 秀 教
师。
“人企合一”，是提倡群策群
力、团队无价。以统一的价值取
向、
统一的规范行为、
统一的目标
激励、
统一的有力行动，
实现凝心
聚力。中电国际坚持“以奋斗者
为本”的人才理念，以及“人才强
企，团队无价”的团队理念，培养
高素质人才，
打造精干团队。
“知行合一”，就是鼓励转识
成智，转智成行，勇于创新。中
电国际注重将企业文化融入企
业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实现文
化与管理的对接融合，充分把握
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和“产融
结合”，以闪电式的融资效率和
低廉的融资成本，为企业可持续
发展提供强大资金支持。
目前，中电国际正在国家电
投的正确领导下，以企业文化为
引领，朝着建设创新型、国际化
的综合能源企业的奋斗目标不
断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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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施乐助力天津
好彩实现快速发展
富士施乐在给客户提供设备同
时，也为用户提供运营方式、操作流
程、色彩软件开发、客户企业前景整
体解决方案。日前，在富士施乐的
媒体天津行活动中，天津市好彩数
码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明科介绍
了成功经验：天津好彩成功引入日
本把快印店做成街边店的理念，同
时以产品客户的身份，充分利用富
士施乐的设备及全包服务，店内应
用 ERP 管理客户。通过不断发展，
富士施乐如今已经发展到 11 家店，
并通过良好的机制支持员工开店创
业。在当地，好彩因其高质量的服
务受到大众用户的欢迎，
“ 好彩”也
被评为天津市著名商标。

怡化全渠道智慧银行
亮相 2017 金融展
日前，怡化盛装出席 2017 中国
国际金融展。金融展为亚太地区享
有盛誉的国际性金融展会，是金融
业展示最新创新成果的平台。作为
领先的民族金融智能设备及系统解
决方案综合服务商，怡化携全渠道
智慧银行解决方案、创新技术应用、
大数据运维管理系统、多厂商设备
管理服务系统，以及众多金融科技
前沿探索产品亮相，以科技实力和
产品体验向大家展现金融生活的
“智能美好”。怡化未来将重点发力
金融科技，坚持“双轮驱动”融合创
新，打造整体智慧银行解决方案，提
高银行效率和个人体验。

怡化致力科技创新
助力银行智慧化变革
领先的民族金融智能设备及系
统解决方案综合服务商——怡化在
研发创新领域一直不断投入，引领
转型变革，近三年累计投入超过 10
个亿，产品技术持续领先，此次展出
的多款行业革命性创新产品，即体
现了其与众不同的新品力。新一代
CDS6060 存取款一体机，支持人脸
识别、瞳孔识别、语音识别及远程清
机功能，CDS6030 小额存取款一体
机，CDS-550 系列高速大额存取款
机、VTS-320 远程智能柜员系统、
STS-320 智能柜员终端、SPS-310
智能便携终端、智能票据终端、智能
综合终端、智能机器人等，结合银行
布局，构建了一个新型智慧银行网
点。

怡化依托大数据
实现智能化运维服务
怡化缔造了金融行业首个五星
级服务标准，前瞻性地将大数据应
用到设备运维服务中，率先打造出
GIS 大数据运维管理系统，依托大
数据、移动云平台，将银行、运维服
务商、维护服务网点、客服工程师等
不同空间的群体整合在同一平台
上，并结合怡化智能运营支撑系统，
实现“一站式”高效优质的智能化运
维服务。成为全国智能设备运维服
务的新引擎。在完善技术支持、软
件咨询、呼叫中心、维修、备件、培
训、产品研发等七大服务支撑体系
的基础上，还打造了多个系统平台，
充分彰显了怡化在软件研发上的实
力与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