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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担当“领投人”精准捕捉多家头部企业

盈科投资 重庆孵化的新锐投资机构这样炼成

近年来，重庆盈

科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盈科投资”）逐渐

崭露头角，让业界对

重庆民营投资机构

刮目相看——这家

重庆本土的民营投

资机构，不仅成功投

资了科大讯飞、浪潮

云、京东科技、准时

达国际（富士康）等

多家头部企业，还在

多家企业的融资过

程中赢得企业和其

他投资机构认同，担

当了“领投人”角色。

在重庆本土的

民营投资机构中，这

样的投资“硕果”可

谓罕见。

日前，无人驾驶机器视觉传感产
品供应商——殷创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下称“殷创科技”）完成了逾1
亿元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盈科投
资和元创资本作为“领投人”进行领
投，安信证券进行战略投资。

近两年来，作为重庆本土的民营
投资机构，盈科投资除了在殷创科技
此轮融资中担任“领投人”外，还多次
以“领投人”的身份出手投资。

譬如，2020年3月，盈科投资
完成对国内政务云龙头企业浪潮
云C轮融资的领投，助力浪潮云在
重庆等地更好地提供云服务。

2021 年 5 月，辅助驾驶服务
商苏州安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宣布:公司完成5000万元A轮融
资，领投方为盈科投资。

紧接着，6月，国内领先的智能
化知识产权平台服务运营商北京梦
知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权大师”）
完成了B轮超1亿元融资。此轮融

资的投资方有多家投资机构，其中，
盈科投资、中航资本是领投方。

8月，国内露天矿山无人运输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矿山无
人驾驶头部企业踏歌智行宣布完
成B3轮亿元级战略融资。此轮融
资的领投方也是盈科投资。

在企业进行股权融资的过程
中，“领投人”通常是获得融资企业
及参与投资的其他投资机构认可，
充当带头作用的知名投资机构。
盈科投资能够多次担当企业融资
的“领投人”，正是因为其闯出了知
名度，获得了行业高度认可。

11月18日，第四届青年投资
家峰会发布了“中国（西部）2021年
度优秀投资机构TOP20”榜单，盈
科投资榜上有名。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上榜的均
是在投资增值能力（募资、投资、退
出）、行业影响力和创新力等方面
有突出表现的投资机构。其中，重

庆共有6家投资机构跻身榜单，但
民营投资机构仅有盈科投资1家。

而在此之前，盈科投资还先后
获得“CLPA2019年度最佳金融科

技产业投资基金奖”和2020创投
重庆·发现金种子“最佳私募股权
投资机构”。

在股权投资领域，重庆民营投
资机构长期以来藉藉无名。但盈科
投资自2015年6月成立后，在短短
几年内就崭露头角，成为重庆民营
投资机构中的翘楚、中国资本市场
的新锐力量。

盈科投资是如何做到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坚持‘产业深

耕、价值发现、创新赋能、长期陪跑’
的投资理念，专注于从发展前景好的
行业中挖掘有成长潜力的企业进行
投资。”盈科投资董事长于光大说。

在于光大看来，投资要先投行
业,选对了行业，就事半功倍。因
此，需要“产业深耕”。

如何进行“产业深耕”？盈科投
资首先锁定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智
能网联汽车、高端制造（新材料）及
健康医疗等领域。而后，走进行业
主管部门、行业科研单位、行业重点
企业，聚焦产业政策、长期规划、产
业链、专利技术等，长期跟踪调研，
及时掌握最新动态，做到对行业了
然于胸。

为此，于光大和盈科投资的团
队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工作时间
都耗费在了去行业主管部门、企业
及研究机构实地走访的过程中。

研究好行业后，盈科投资再从行
业中挖掘细分垂直领域，切准细分市

场，圈定成长性好、抗风险能力强的
优质标的企业,并且不追求在短期内
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而是着眼长
远，陪伴企业成长，实现与企业的“双
赢”。这就是“价值发现”和“长期陪
跑”。

正是基于这样的投资理念，近
年来，盈科投资先后成功投资了科
大讯飞、浪潮云、京东科技、准时达
国际（富士康）、猪八戒网、阿里张北
数据中心、鑫荣懋集团、权大师、踏
歌智行、殷创科技、安智汽车等多家
头部企业，让业界刮目相看。

同样基于上述投资理念，盈科
投资从最初的默默无闻逐渐获得了

越来越多的融资企业和其他投资机
构的认可。

以投资踏歌智行为例。当时，打
算投资该公司的几家知名投资机构
都在争夺“领投人”身份，但最后鉴于
于光大对矿山无人驾驶行业非常熟
悉且有着深刻的理解，该公司掌舵人
认为盈科投资是最值得珍惜的投资
人，便将盈科投资确定为“领投人”。

“投资没有捷径，只有一步步深
入产业、企业去调研、考察，才能提前
谋篇布局，捕捉到投资机会点。同
时，也只有这样，才能熟悉行业，赢得
同行和融资企业认同。”于光大表示。

在盈科投资通过自己努力不断前行的
过程中，来自政府的“无形之手”也推了它一
把。

早在2016年，渝北区就通过政府招商平
台——重庆临空招商集团有限公司（原重庆临
空现代服务业投资促进有限公司）以及区金融
办，在重庆基金小镇拿出200多平方米的办公
场地免费供盈科投资使用。“这让创业之初的
盈科投资解决了办公场所问题，节约了租金成
本，得以轻装上阵。”于光大说。

2021年，随着盈科投资公司规模逐渐壮
大，原有办公场地不够用，临空招商公司又免
费提供200多平方米办公场地给盈科投资。

除了渝北区，重庆市的相关政策也为盈
科投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2020年，为进一步推动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行业发展，重庆出台了《关于发展股权投
资促进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意见》从加
大政府引导和扶持、进一步完善行业生态和
优化市场投资环境等5个方面提出14条政
策措施，吸引国内外知名基金来渝展业。

同年，重庆还举办了首届重庆国际创投
大会，邀请50余家国内外知名投融资机构参
会，为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与投资机构搭建了
对接平台。

2021年，重庆市金融监管局、重庆市财政
局、重庆市科学技术局联合印发《关于激励私
募投资基金支持科技创新的通知》，对私募投
资基金投资科技创新进行奖励，奖励金额最高
可达1000万元。

此外，2020年以来，重庆还进一步优化
了股权投资类企业备案流程，将办结时限从
15个工作日缩减到7个工作日。

“近年来，重庆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为私
募基金行业构建起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为盈
科投资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于光大
深有感触地说，作为重庆孵化出来的民营投
资机构，盈科投资将继续扎根重庆，面向全
国投资，积极参与并推动股权与创业投资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

简鸿
图片由盈科投资提供

崭露头角的秘密

无形之手来助推频频担当“领投人”

盈科投资考察踏歌智行项目

用科技破解农村金融痛点“重庆小雨点”持续浇灌绿色产业

日前，重庆首家
获批设立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的小贷公
司——重庆小雨点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下称“重庆小雨
点”）迎来了第一位
博士后进站。

小贷公司招纳
博士后，这是要干
嘛？

重 庆 小 雨 点
CEO汪传国博士的
回答是：为公司研发
团队注入新活力，更
好地通过金融科技
赋能绿色产业发展
和乡村振兴。

近年来，重庆小
雨点凭借在金融科
技方面的研发优势，
解决了农业金融缺
乏真实数据等痛点
问题，在金融服务绿
色产业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方面探索出
了一条有效路径，获
得世界银行认可，成
为全国小贷公司中
的翘楚。

紧随国家战略
为农村地区绿色产业持续
输血

江苏江阴市人陈先生是小刀电
动车的一名经销商，近年来，他开在
农村地区的门店一直面临着流动资
金不足的难题。尤其是遇到回款不
及时又要进货的时候，最让他头疼。

最开始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去找
亲戚朋友借钱。但一两次还行，经常
借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后来，手
中缺钱时，他只得去找银行，但因缺
乏抵质押物，通常是无功而返。

不过，从2019年起，陈先生就再
也没有这种烦恼了。

2019年2月，陈先生通过厂家了
解到重庆小雨点，就尝试着申请了借
款。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天就获得授
信额度16万元。尝到“甜头”后，他又
多次申请借款且按时还款。重庆小
雨点基于他的良好信用和门店经营
情况，也多次为他提高了借款额度。
1年半后，他的授信额度提升到了
100万元，电动车销售门店也从1家
做到了3家。

目前，陈先生已累计在重庆小雨点
借款68笔，总金额达到363万元。得
益于此，其门店的电动车年销量从
2019年的600多台上升到了7500台，
并增加了电动车电池的销售业务。

“如果没有重庆小雨点持续的
贷款支持，我的生意不可能在短短
两年多时间里就实现了大跨越。”谈
及此事，陈先生言语中对重庆小雨
点充满了感激。

无独有偶。河南省新乡县的生
猪养猪户古老板，自 2021 年 1 月
起，在不到 1年的时间里累计从重
庆小雨点借款55笔，借款总金额超
过100万元。

陈先生和古老板的案例仅仅是
重庆小雨点通过信贷支持农村地区
绿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重庆小雨点积极响应国
家和重庆的绿色金融战略部署，将信
贷业务向农村地区绿色产业倾斜，重
点支持绿色出行（如电动车）、绿色养
殖种植等产业。

目前，公司相关业务已覆盖全
国，累计向绿色出行产业发放贷款超
22亿元，受益客户近1万家；累计向
绿色养殖种植等产业提供农机贷、养
殖贷等贷款近10亿元。

金融科技赋能
用创新破解农村企业农户
贷款难题

长期以来，除了“国字头”涉农
金融机构外，鲜有其他金融机构涉
足农村地区的信贷业务。原因在
于：农业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极大，农
村地区的企业、农户等经营主体分
布分散、可供抵押资产较少、缺失真
实经营状况数据，给金融机构放贷
带来了较高风险。

这种背景下，重庆小雨点为何还
要积极在农村地区拓展信贷业务，支
持绿色产业发展？

“重庆小雨点从创立伊始，董事长
谢立斌就提出公司要对消费者、对员
工、对社会负责，用负责任的态度提供
负责任的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汪传
国说。

作为一家具有强大科技基因的
小额贷款公司，重庆小雨点一直坚
持通过科技手段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与服务，破解农村地区企业、农户等
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题，积极用绿色
信贷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全方位助
力乡村振兴。

其中，在解决农村地区企业融资方
面，重庆小雨点基于国际领先的人工智
能、区块链和大数据整合与分析技术、
智能风控能力，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以供
应链（场景）金融为核心发展路径，通过
为产业供应链环节提供定制化金融服

务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在此基础上，公司秉持可持续发

展理念，近年来把发展绿色金融与优
化信贷结构、推进产业升级作为发展
重点，持续加快绿色信贷投放步伐，
助推农村地区绿色产业发展。

譬如，绿色出行是重庆小雨点供
应链金融深耕多年的行业。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11月，该公司已经与
60余家电动车行业头部企业达成合
作，已成为电动车行业金融服务头部
品牌。

在解决农户融资方面，重庆小
雨点与农业龙头企业深入协同，通
过科技手段，打通了从原料、加工、
生产到销售等各个环节串联的农业
产业链，打造了纯线上、无抵押的

“科技金融富农”新模式，支持农户
发展绿色养殖、种植等产业。农户
通过“小雨点农贷”APP即可在线自
主申请贷款，农户从提出申请到放
款，最快仅需 10分钟。目前，相关
业务已覆盖28个省（市、自治区）。

招纳博士后
金融科技研发创新再上
新台阶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已从脱贫攻坚
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重
庆小雨点将继续紧随国家战略部署，
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绿色产业的
信贷投放力度，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大
助力。”展望重庆小雨点的未来，汪传
国满怀激情与憧憬。

他表示，重庆小雨点将持续加强
科技研发投入，通过科技赋能和产品
创新，进一步探索解决农村地区企业
和农户贷款难的新路径。例如，与重
庆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进一步挖掘
智能养殖监控系统的功能价值等。

重庆小雨点将积极响应各类乡
村振兴公益、交流活动，分享绿色金

融相关的技术和业务模式，为金融业
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出智出力。例
如，小雨点为某农信机构定制了一套
小微企业信用服务平台，助其实现了
农业贷款业务线上化，平均放款时间
从10天提升到了10分钟，大大提升
了该农信机构的业务效率。平台上
线到现在，授信总额超过300亿元，
用款总额达到150亿元，效果显著。

重庆小雨点将更加聚焦行业细
分赛道，加快在绿色环保、绿色交通
和高碳企业转型等领域的布局，提
高绿色信贷额度，进一步支持绿色
产业发展。

“上述计划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
去很好地落地实施。”汪传国表示。

2020年10月，重庆小雨点凭借
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在数字普惠
金融领域的贡献，荣获全球普惠金融
领域最高奖——全球中小企业金融
论坛“年度产品创新”铂金奖。此奖
项被誉为该领域的“诺贝尔奖”。

2021年11月，作为重庆首家获
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小贷公

司，重庆小雨点首位博士后已经进
站。其进站后的第一个研究方向为
机器学习与AI在农业金融的应用，
标志着重庆小雨点在农业金融科技
方面的研究与创新，将迈上一个新的
台阶。未来，公司在农业金融领域将
有更多科技孵化成果，为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添砖加瓦。

2020年，重庆小雨点与世界银行
集团成员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FC）达
成合作。IFC将在3年内向重庆小雨
点提供8000万美元（约5.6亿元人民
币）的贷款资金，用以支持重庆小雨
点扶持农业及农业相关的供应链上
的小微企业。这又让重庆小雨点有
更多资金去开展绿色业务，支持农村
地区绿色产业发展。

“用科技推动普惠金融和绿色金
融发展，为广大中小微企业和农户纾
困输血，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为乡村
振兴赋能，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
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汪传国说。

钟佳玲
图片由重庆小雨点提供

重庆小雨点CEO汪传国博士介绍公司自主研发的大数据可视化监控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