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水滴筹，可能不少人都知道。作为一家
大病筹款平台，水滴筹已经帮助各地患者筹集到
200多亿元救命钱。

水滴筹并不是我们做的第一个产品，但作为
一个零服务费的大病筹款平台，它帮助水滴公司
在业界有了名气。实际上，水滴公司是一家个人
医疗资金提供商，除了水滴筹，还有水滴互助、水
滴保险商城等产品。创办三年多来，已经获得了

包括腾讯、蓝驰创投、IDG资本等众多知名投资
机构的多轮投资，目前全平台独立付费用户数超
2.5亿。

非常看好重庆未来的发展。水滴公司已经
确定要在重庆打造一家全国最大、具有科技基因
的新型保险公估服务公司，并探索逐步在重庆建
设落地一个科技型、创新型的保险服务集团。

保险公估服务市场将是一个数百亿级的市

场。水滴公司将通过包括智能客服、智能理赔理
算等技术体系搭建，以及大数据运营、反欺诈风
控等系统数据化的运作，挖掘公估行业的科技潜
能，拓展“保险+互联网”的广度，探索将保险公
估端从线下向线上转移，提高行业整体效率，节
约社会资源，为市场提供更为全面、便捷和个性
化的公估服务。

未来，水滴公司还将以保险公估公司为基
础，逐步拓展相关业务，在重庆落地一个包括客
服、理赔、公估等所有模块的保险服务集团，助力
重庆金融行业以及实体经济发展。

（本组稿件由记者张亦筑、申晓佳，实习生黎
胜铭采写，图片由记者郑宇摄）

水滴公司合伙人许坚

将在重庆打造新型保险公估服务公司

如何吸引更多独角兽企业落户重庆
培育独角兽企业的关键是什么？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独角兽企业落户重庆？独角兽企业对重

庆的发展有怎样的建议？11月8日，在2019重庆英才大会专项活动独角兽重庆峰会上，与会独角
兽企业家围绕相关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独角兽企业在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方面大
有可为。建议重庆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吸引和
培育更多高成长企业。

独角兽企业有很多新想法，往往力争改变某
个行业的传统规则、结构，是一股创新的力量。长

城战略咨询与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重庆科技
发展战略研究院合作，希望能促成此次参会的26
家独角兽企业（含潜在独角兽企业）在重庆落地、开
展合作，为重庆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助力。

近年来，重庆营商环境、双创土壤不断优化，

对独角兽企业很有吸引力，但和国内领先区域相
比，客观上还存在一定差距。重庆有良好的发展
基础，现在开始发力，将来一定会有收获。

针对吸引和培育独角兽企业，有3点建议。
首先，建议政府和独角兽企业开展协同创新，为
企业提供探索、试错的机会。其次，建议重庆开
展高成长企业培育计划，有针对性地培育具有潜
力的企业，积累人才梯队。最后，建议重庆进一
步加大开放力度，吸引更多国际化的人才到重庆
开展创业，参与创新。

长城战略咨询总经理武文生

加大开放力度，吸引高成长企业

ETCP（北京车行神州科技有限公司）是行
业内唯一的独角兽企业，提供智慧停车服务，已
在重庆为900多家停车场提供服务。希望在智
慧停车领域和重庆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引进和
培育更多细分领域的专业人才。

新行业意味着新眼光、新思想。扫码支付、

无感支付等电子支付不是智慧停车的全部。智
慧停车真正的“痛点”是如何帮助车主迅速找到
停车位。为此，智慧停车技术必须包含分析、共
享、预知等部分。希望通过智慧停车来盘活存量
停车位，缓解停车难现象，并实现动静交通协同，
缓解交通拥堵。

智慧停车是新经济的重要“成员”之一，其
市场达到了万亿级。而重庆机动车保有量仅
次于北京、成都，全国排名第三，是ETCP的重
要落地城市之一。2015年，ETCP进入重庆，
希望下一步和重庆开展更加高层次和深入的
合作。

目前，智慧停车细分领域的专业人才仍短
缺。我们希望‘筑巢引凤’，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到
重庆来。ETCP的西南总部设在成都，但很愿意
和重庆共同打造优秀的平台，引才育才，让更多
人才在重庆发挥价值。

ETCP董事长谭龙

希望在智慧停车领域和重庆开展更高层次合作

2003年，我创办了科信必成，2014年创办了
科信美德。16年只做制剂开发一件事，这是我们
的发展方式。公司在口服固体缓控释制剂技术
申请了接近200项发明专利，近90项获得授权，
为国内70多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其中56家是
上市公司，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独角兽的关键是人才。科信美德从小企业
起步，一步步发展成为独角兽企业，在人才方面，
主要是立足自身的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在
技术创新上“洋土结合”，通过加强与高层次研究
型医生的合作，引进国际领先的药学专家，站在
全球角度设计制剂，用国外高层次专家带本土中

层技术人员，加上在管理上“土洋结合”的打法，搭
建起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同时有效节约人力成
本，形成自身的技术优势，也形成自身的凝聚力。

重庆举办英才大会，也是希望吸引远近更多
的独角兽企业。在我看来，可以加强顶层设计，针
对不同行业和人才特点制定有效的政策，吸引独
角兽企业来到重庆这片创业热土。重庆是一座非
常好的创业城市，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出台了
很多相关的政策，很有吸引力，很多优秀的生物医
药企业也纷纷在此落地。希望与重庆相关政府部
门和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共同发展。

科信美德CEO王锦刚

独角兽关键是人才，搭建高水平研究团队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
翊）11月8日，《重庆市制
造业人才需求指导目录
（2019-2022）》（以下简
称《目录》）正式发布。记
者在发布会上获悉，未来
三年，我市8个重点产业
集群、35个重点发展领域
438个岗位预计新增人才
需求87380人，重庆将继
续发力人才引育，构建“近
悦远来”的人才生态。

市经信委副主任杨丽
琼介绍，《目录》是在市委
人才办指导下，由市经信
委组建工业和信息化、人
力资源、产业经济和统计
学等行业的专家团队，研
究《中国制造2025》战略
行动纲领，根据我市《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
案》，立足我市产业发展实
际，借鉴国内外相关产业
人才需求情况编制而成。
该《目录》也是市经信委继
2016年首次发布《重庆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6-
2020人才需求指导目录
（2016 版）》后，发布的第
二份行业（产业）发展人才
需求预测报告。

《目录》对人才需求的
预测涉及8个重点产业集
群，包括智能产业集群、汽
车摩托车产业集群、装备
产业集群、材料产业集群、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消费
品产业集群、农副食品加
工产业集群，以及技术服
务产业集群。其中，智能
制造产业集群预计人才需
求增量39740人，居8个
产业集群之首；汽车摩托
车产业集群预计人才需求
增量17000人，材料产业
集群人才需求增量9940人，分列二、三位。
从人才类别看，研发人才需求增量17320人，
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需求增量分别为
31310人和38750人。

近年来，重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各
类人才在渝干事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
时也对人才素养、人才结构，以及人才质量和
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录》的发布，是重
庆市政府聚焦产业发展新业态，发力引进和
培养各类人才，构建“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
实现“产业聚才，业以才兴”的重要举措。

重庆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副主
任张红春表示，《目录》的发布将充分发挥其在
聚才、育才、用才方面的指导作用，为地方、高
校和企业加强人才合作，实现人才精准推送提
供有效的信息支撑，也为重庆市制造业人才体
系建设和人才战略布局提供有效的决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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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角兽重庆峰会举行 26家企业共话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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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申晓
佳 实习生 黎胜铭）11 月 8 日，
2019重庆英才大会专项活动独角兽
重庆峰会在重庆互联网学院e家酒
店举行。26家独角兽企业（含潜在独
角兽企业）汇聚重庆，围绕新经济进
行了分享和探讨。

高端人才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新经济时代我
国前沿创业的引领者和生力军。独
角兽企业作为新经济的典型代表，被
认为是新经济时代科技创新的集中
体现，其创业者中90%以上为大企业
高管、海外归国创业者或科技人员创
业者等高端人才。可以预见，随着科
技的发展，高端人才、独角兽企业必
将为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
动力。

据悉，本次活动由重庆市委、
市政府主办，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

院、长城战略咨询、重庆科技发展
战略研究院承办，旨在促进中国独
角兽企业与我市政府及企业交流
与合作，活跃创新创业氛围，进一
步提升重庆在新经济领域的引领
性作用。

会上，长城战略咨询总经理武文
生、ETCP 董事长谭龙、科信美德
CEO王锦刚等独角兽企业家现场发
表了主题演讲。随后，与会嘉宾围绕

“场景创新赋能新经济”和“新经济助
力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对话。

重科院党委书记何平向与会嘉
宾分享了重科院正在推进的“三基地
一网一平台”建设思路，并希望与独
角兽企业携手合作，共建创新平台、
共享创新资源、共育创新人才，加快
推动重庆新经济发展。

当天下午，独角兽企业家还前往
重庆高新区进行了考察调研。

▶11月8日，重庆互联网学院e家酒店，“场景创新赋能新经济”主题论坛
现场。 记者 郑宇 摄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垫江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汪洪 机构编码：00000550023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阳街道工农南路153号、155号附1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西大道南2段2号财富商务大厦1-商业1、1-商业2、4-1、4-

2、5-1
成立时期：2003年6月30日 邮政编码：408399 联系电话：023-74513346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

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家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
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奉节县支公司朱衣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翁勇 机构编码：00000550023600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奉节县朱衣镇正街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奉节县西部新区胡家社区廉租房1号楼3号门市
成立时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4611 联系电话：1389692808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咨询和投诉；经分公司授权、营
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州区支公司赵家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蓝静 机构编码：00000550023401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赵家街道明远街206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赵家街道祥和街161号一楼、163号一楼
成立时期：2002年08年23日
邮政编码：405401 联系电话：023-85874955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分公司授权，
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按许可证核定经营范围期限经营）。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嘉宾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