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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集团融媒体运营中心出品

新闻客厅
超 4.2 亿元！

宜兴 5 个水利项目获上级资金支持

所投近 20 家企业入围“2022 未来医疗 100 强系列榜单”——

锡创投掘金医疗“潜力股”
□本报记者 吴梦佳

6 月 15 日，中国“2022 未来医疗 100 强系列榜单”发布，锡创投投资的近 20
家企业荣登榜单。创立于 2015 年的未来医疗 100 强榜，是由 VB100、动脉网、
蛋壳研究院推出的国内第一个针对非上市企业的创新医疗领域榜单。
荣登榜单的企业均为产业、资本看好的“潜力股”。短短三年，锡创投在生
命健康领域的布局就初现成效，
展露出
“小荷尖尖角”
。

登榜企业“星光熠熠”。海莱
新创、硅基仿生、唯迈生物、锐翌生
慧眼识“英才”，它们将成为创新医疗“领袖”
物科技荣登“中国创新医疗器械榜
TOP100”第 13、30、53、84 名 ；泰
诺麦博、阿诺医药、派格医药和智
十大价值领域榜；茵络医疗荣获
技术（TTF）产品化并进入多中心
康弘义分列“中国创新生物医药榜 “年度潜力企业”
……
临床的企业，拥有各项专利技术 32
TOP100”第 26、34、47 及 94 位；佰
这些登榜公司有着同样的显
项。2020 年，海莱新创与复旦大学
泽医疗集团、海普洛斯、泉源堂及
著特点：创新能力、研发实力强，代
附属华山医院（组长单位）等建立
国药在线分列“中国创新医疗服务
表国内细分领域发展技术前沿，资
临床合作，正式开展首个国产 TTF
榜 TOP100”
第 27、28、44 及 64 位； 本关注度高……以海莱新创公司
设备 EFE-G100（适应证为脑胶质
糖吉医疗、至本医疗入围 2022 年
为例，它是国内首家肿瘤治疗电场
瘤）的多中心临床。

“TTF 是一类已经被验证的，
创新性的肿瘤治疗方式，投入应用
后将能有效延长病患生存时间。”
锡创投下属混改管理公司国联新
创的医疗大健康团队负责人薛志
峰告诉记者，这家企业目前处于
C++轮融资阶段，由国联新创与惠
山生命科技产业园联动支持，现已
获得包括淡马锡、高瓴、礼来亚洲、
云锋以及泰格等多家国际一流机
构的投资。

高投资命中率，靠的是锡创投
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前瞻性布局 。
据锡创投董事长华晓峰介绍，公司
从 2019 年开始就重点投资医药健
康领域，短短三年已有不错的成
绩，其中被投企业时代天使于去年
在港交所上市。锡创投目前投资
的医疗健康项目遍及长三角、珠三
角，从初创、中期到准备上市的后
期项目均有涉及。
资本之力的持续倾注，丰富了

合作当属央地合作典范。此次战
略投资将助力企业技术攻关，实现
生物产业链上游的自主和供给保
障，也为解决中国生物制药卡脖子
技术与产业链安全问题作出贡献。
此外，原址在珠三角的无锡天
广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也由锡创
投协助无锡市滨湖区招商落地 。
该公司拥有强大的产品开发能力
和深厚的技术沉淀，管线丰富，涵
盖冠脉、外周和神经介入等领域。

布局新“蓝海”，招引外地优秀企业“安家”无锡
锡创投在医疗健康领域的项目储
备，也为无锡引来了一批优秀企
业。今年 3 月，中生天信和（无锡）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中国国有企
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与国药中金旗
下二期基金的战略投资。据悉，这
是一家从北京迁来无锡的“名门之

后”
，
它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控股子
公司，其培养基业务约占国内国产
产品市场份额的一半，是中国生物
新冠疫苗培养基的供应商。
投资方国调基金二期正是由
锡创投运营。通过战略投资将央
企生物支持性技术引入无锡，这次

目前，无锡医疗健康产业已稳
稳站在千亿元台阶之上，正在向尽
与产业共生，长远谋划做大本土“文章”
快实现 2000 亿元的更高目标快速
迈进。不过，由于医疗健康企业前
期研发投入较大、周期较长，因此
且与无锡多个产业园区达成了良
领域 3000 万元以上金额的投资有
难以产生正向现金流，投资机构的
好互动。其在无锡生物医药、医疗
30 多起，其中锡创投贡献了主要力
资金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医疗服务领
量。
”
作为一家本土化投资机构，锡
域均有布局，其中生物医药项目数
资本当如何升级，助力地方产
创投立足本地特色，深耕行业领
量占比超过一半。据薛志峰介绍，
业迈向更高目标？薛志峰表示，
域，在本地企业中投资覆盖面大， “2020 年以来，无锡市在医疗健康 “目前我市生物医药专业化的产业

今年以来，
宜兴市紧紧围绕建
设重点，积极创新水利工作思路，
加强政策研究，提前谋划、主动对
接上级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对上
资金争取力度。截至目前，该市 5
个水利项目获省级以上资金支
持，总金额超过 4.2 亿元，创历史
新高。

近年来，
宜兴市不断加大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实施骨干河道
治理、流域水生态修复、饮用水源
地保护治理等工程，一大批基础
性、关键性项目落地见效，对该市
水安全保障、水资源调配、水环境
治理、水生态修复、水文化传承具
有重要意义。

国联期货服务案例

入选期货经营机构
服务实体经济优秀案例库
近日，
中国期货业协会组织的
业从业人员关注，尤其是近年来
2021 年度期货经营机构服务中小
因疫情影响使不锈钢期货的涨跌
企业优秀案例征集活动圆满结束，
幅度明显加大。如何利用期货市
国联期货报送的《基差贸易服务不
场对现货进行套期保值和风险管
锈钢产业中小微集群》成功入围
理，此时显得尤为重要。国联期
“期货经营机构服务实体经济优秀
货子公司国联汇富充分发挥自身
案例库”，位列第 5，这也是中国期
专业优势，针对无锡本地钢材市
货大宗商品领域中唯一一个不锈
场的保供稳价需求，精准定制
钢品种的优秀案例。据悉，
本次征 “基差点价”服务模式，使广大贸
集活动共收到案例 117 篇，最终
易商和下游终端用户自主选择规
29 篇案例入围。
格和价格，改变了原有的钢厂单
无锡是全国重要的不锈钢贸
方面定价的现象。该业务推出近
易集散地，自从不锈钢期货 2019
3 年时间，深受无锡本地客户认
年上市后，就受到无锡不锈钢行
可。
（马丽）

官林镇
“百屏会战”
打击非法集资
本月中旬，
宜兴市官林司法所
牵头辖区商场、超市、便利店，
打开
上百个电子屏，24 小时不间断播
放打击非法集资的政策法规和宣
传标语，
教育引导当地群众自觉远
离非法集资。
为帮助人们提高防范意识和
识别能力，
官林司法所根据中老年
人日常购物喜欢到实体店完成的
特点，
发动沿街商户打开各自设置
在店堂内外的导购电子屏，
宣传打
击非法集资政策法规，
普及防范套

路贷金融常识等。
此外，
官林司法所还发挥车载
电子屏流动性大、专题法治讲堂定
向性强的优势，
通过车载电子屏循
环播放“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
集资”等宣传标语，切实提高打击
非法集资工作知晓率；
利用法治讲
堂高清视频，
通过以案释法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
重点宣传非法集
资的主要特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
段，
提醒群众抵制非法集融资、
高利
贷、
套路贷，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基金规模仍比较小，全市超过 10
亿元认缴规模的生物医药专业化
产业基金仅中金—阿斯利康以及
国联国康两支。与大多数产业的
投资逻辑不同，医疗健康产业投资
具有高度专业化、高风险性的特
征。因此，建议进一步充实资本力
量，建立更大规模的专业化产业基
金，同时建立风险补偿等配套机
制，
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进来。
”

开启金融助农新篇章

工行宜兴支行落地
“兴农通”
金融服务点
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和上级行决策部署，提升金融支持
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工行宜兴
支行高度重视、迅速响应，通过积极
摸排走访辖内乡镇，多次实地调研
商讨，最终与宜兴市张渚镇南门村

村民委员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并签约工行宜兴支行“兴农通”农村
普惠金融服务点。6 月 16 日，该支
行在南门村委举办了揭牌仪式，开
启了金融助农新篇章。
宜兴市张渚镇南门村由 7 个行

政村合并而成，主要种植优质茶叶、
银杏及绿化苗木等特色农作物。拥
有集生态、旅游、观光、休闲、餐饮、
会务为一体的旅游景区，曾获得“江
苏省生态村”
“宜兴市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等荣誉。此次“兴农通”农村

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将为南门
村提供更优惠、方便、快捷的金融
服务，完善便民、惠民的农村服务
渠道，也将成为南门村实现“旅游
振兴”带动村民就业致富和该村可
持续发展的支撑点。

为进一步推动企业加快上市步伐，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近日，市地方
金融监管局召开拟上市企业主办券商座谈会，中信证券、华英证券、华泰
联合等 22 家券商机构高管代表逐个就目前着手在做的项目、项目的进
度、过程中遇到的阻滞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等进行了沟通与交流。

工作有
“制度”服务有
“温度”

浦发银行江阴支行为客户办理特殊汇划业务
6 月 8 日，浦发银行江阴支行来
了一位风尘仆仆的阿姨。她花了 45
分钟从江阴市人民医院步行而来，
要求将其爱人工资卡上的资金取
出。按照相关规定，这是一个需要持
卡人本人亲自办理的业务，但看到
阿姨很心急的样子，支行的工作人
员意识到事情并不寻常。
经询问，唐阿姨的爱人杨先生
在今年 5 月突发脑梗入院治疗，
术后

至今昏迷不醒，仍需花钱治疗。由于
长期精神紧张，
唐阿姨忘记了爱人银
行卡的密码。
在倾听了唐阿姨的诉求
后，支行营业经理立即意识到：在这
种情况下，
办理这样特殊的业务已经
超出了江阴支行的权限范围。
支行运营管理部、行长室知悉
此项业务的特殊性后，
第一时间同浦
发银行南京分行相关条线沟通协调，
并得到了南京分行领导的高度重视。

分行迅速成立了由法律合规部、网络
金融部、运营管理部、办公室组成的
临时工作组，
并结合律师意见后迅速
敲定了解决方案。但此类特殊支付，
需要提供杨先生的治疗处方、医院证
明、身份关系证明等材料，手续相对
复杂；尤其是处方已被药店收取，更
增加了业务办理难度。
面对这种情况，支行工作人员
决定本着“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

原则，主动出面联系相关医院、药店
收集汇款所需资料，在最短时间内
帮助唐阿姨补齐了手续。6 月 10 日
下午，在南京分行远程指导下，支行
运营管理部终于在晚间 7 时完成了
杨先生银行卡密码重置，并将部分
资金作为购药专款定向划转至指定
药店账户；完成汇划后，杨先生的银
行卡密码再次锁定，此举充分保障
了客户合法权益。

日前，张家港农商银行无锡分行工作人员冒酷暑走访辖区内某钢铁
物流园，了解存量客户现金流紧张情况，帮助企业设计信贷方案，全力支
持企业渡过难关。
（宋雪娜 文/顾倩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