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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投趋势怎么样？
大咖看好这些新技术

全市总动员
花博魅力直达老百姓身边

2020 年是“危中有机”的一年，现实在倒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新
基建、新消费、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展是否能带来创投风投新机遇？全球优质要
素资源重新布局带来的投资机会未来主要的关注方向有哪些？10 月 23 日下午，
2020 重庆国际创投大会风险投资（VC）论坛在西部（重庆）科学城隆重举行。
众位资本领袖，针对当下国际形势，后疫情时代发展特质，在经济震荡的走势
当中寻找新的投资机遇，赋能企业发展。

Qualcomm 全球副总裁、
Qualcomm 创投董事总经理沈劲：

在 5G 应用和赋能方面
四大方向值得关注
在 5G 应用和赋能方面，四大方向值得关注，分
别是终端侧人工智能、XR 和多媒体、自动驾驶和机
器人、物联网和车联网。
终端侧人工智能投资的重点，强调垂直平台、典
型应用和关键技术；在 XR 和多媒体方面，高通认为
应该做场景化投资，并且关注新商业模式的出现；自
动驾驶和机器人，要关注远程现场的应用场景；车联
网、物联网则需要企业专网的场景。现在西部（重庆）
科学城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场景，
让这样的创业能够
得以实现。高通在 5G 生态系统风险投资基金达 2 亿
美元规模，欢迎与在 5G 及 5G 相关产业进行创业的
公司进行交流，共同发展。
澳银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熊钢：

技术投资、任重道远
谈到技术投资，一定要讲逻辑、讲概率，
这是技术
投资的核心。技术创新企业，比传统产业特点在于，
既是高技术门槛，
同时也是高商业门槛，
对整体价值、
收入质量、成本效能有非常高的要求，因此高成长性
是优秀技术企业的典型特征。与所有技术创新者，
包
括企业、投资机构、投资人一起共勉，这是一个高风险
的领域，
正是困难重重，挑战着大家的勇气与科技。
华登国际董事总经理李飚：

新形势下科技创投的机遇与挑战
2020 年是科技创投接受冰与火考验的一年，新

合川花卉
艺术创意展的
大型花艺作品
《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
》。

冠疫情在年初的时候对各个行业造成重大冲击，
线上
经济表现亮眼，线上会议、线上教育、直播带货等都成
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到整个以
半导体为代表的硬科技的投资，但科创板、创业板注
册制的到来，带动了大量科创企业的上市，直接进入
火热的后疫情时代。新基建促进了 5G、IoT、半导
体、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及云计算等行业的发展。预
计未来几年，在这些行业的投资规模将达到 9 万亿，
每年复合增长率有 17%，
一个巨大的机会就在眼前。
英诺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

怎么投出改变未来的企业
正是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所
以很多投资的逻辑也在变化，
比如中美之间的脱钩产
生不利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投资机会。未
来这段时间，
投资人需要用更底层的逻辑去思考。
怎么投出改变未来的企业？一是要有创新的思
维，二是要有价值投资的理念。所谓创新的思维就
是要去寻找改变未来的创新，创新性判断标准大概
有三个方面：一是先进性，判断先进性的标准在团
队，所有的科技创新都是精英创业，团队非常重要；
二是成长性，对投资的科技项目，要求它的年化成
长率达到 15%以上；三是持续性，技术生命周期长，
不 会 在 未 来 三 年、五 年 被 一 些 新 的 技 术 项 目 所 颠
覆。价值投资可以适用于投资所有阶段，认知是一
个红利，一定要在不确定性当中去找确定性，认知
早最为关键，要在当初看到这种创新对市场做出的
改变；还要具备长线思维，能看到市场成长所带来
的趋势；赋能红利体现在早期投资机构必须要跟企
业共同去创造价值，价值有时候不光是靠团队创造
出来，投资机构也可以共同去创造，包括帮助这些
创业者从科学家转变成企业家。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本届城市花博会上，不仅有
“明日
花园”江北园、两江园探索“东方人居
哲学”诗意生活与动感、时尚、智慧园
艺的碰撞；合川、荣昌、开州、云阳、巫
山、高新区等地也通过“一园多点”属
地布展，
结合重庆山水城市本质之美，
为全市市民零距离呈现出融自然山
水、人文艺术和百姓日常为一体的高
品质生态城市生活样本。

合川区
花卉艺术与三江汇流融合
10 月 17 日，合川区花卉艺术创
意展开幕。作为本届城市花博会合川
分会场，花卉艺术创意展结合合川区
三江汇流，壮美家园的地理人文背景，
通过帆船的设计图案，预示着合川将
乘着“新型工业城市、旅游休闲胜地、
幸福宜居家园”的美好愿景不畏艰险，
破浪前进，砥砺前行创建美好的未来。
据悉，合川花卉艺术创意展分为
大型花艺展示、珍稀植物展示、创意花
卉展示以及舞台演绎、网红打卡点等
区域，
共计展出约3 万盆、
数十种花卉。

开州区
盆景和插花艺术融为一体
10 月 20 日，开州区汉丰湖畔的
城南故津广场在
“花匠们”
的精心装扮
之下，已然成为一座美丽的花园。这
里就是第三届城市花博会开州分会

场、开州首届花博会的会场。
展会现场将盆景和插花艺术融为
一体，以构筑精致、造型生动、层次分
明、内涵丰富、立意新颖、造型独特为
标准，将从“现场艺术插花展示”活动
中，选出盆景作品 100 余件、插花作品
30 件，全面展示了开州区的发展成果
与趋势。
另外，
展会期间还开展有
“现场艺
术插花展示”
活动，
专业老师免费教学
插花，
市民现场完成插花作品后进行评
奖，
用最美的花来表达情感、
点缀生活。

高新区
科技与中国古典园林有机结合
在本届城市花博会
“一园多点”
属
地布展中，高新区围绕
“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
“ 西部（重庆）科学城”两大主
题，在大学城青年广场与北入口广场
打造出“花开高新区，多彩科学城”主
题展示区域。
展区将长江、岛屿、科技、自然风
景等元素与中国古典园林造景技法有
机结合，保证景观大气美观又凸显科
学城的特征。以山形的城市风貌墙与
城市剪影形态的小品装置，
呼应
“让山
水融入城市、让城市充满绿色”
的花博
会主题；采用彩釉渐变玻璃、PVC 板
材、不锈钢花池等现代感、科技感较强
的材质设计小品元素，体现“ 高新”
特质；
植物配置采用多年生花境植物、
观赏草组合模式，体现大学城片区年
轻活力、多元包容的新时代特色。
重 庆 晨 报·上 游 新 闻 记 者 王
淳 刘波

重阳节到了，父母的眼睛还好吗？
——健康尽孝新榜样 重医附一院胡柯医生为父植入蔡司三焦点
“黑科技”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忙于“搞事业”
的我们是否注意到父母的一些变化，比如行动
越来越缓慢，视力问题更是日益严重，甚至戴
上“老花镜”也无济于事。而重医附一院眼科
胡柯主任作为众多儿女中的一位，就利用自己
所学为父亲解决了困扰长达四年的白内障问
题，用健康尽孝的方式为父亲献上了一份温暖
却又特别的重阳节礼物。
“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对于父母的关注
其实是不够的。”谈到为何选择这份礼物时，胡
柯主任颇为感慨：
“其实，几年前父亲就有点看
不清，但没有及时处理，对此，我也很惭愧。不
过，如今技术到位了，我也非常放心给我父亲
选择蔡司的
‘黑科技’
来解决困扰。
”

胡主任讲解蔡司三焦点人工晶体技术

行走的蔡司镜头
老视大咖辩谣言

双亲现身，依托蔡司三焦点重获
幸福晚年
10 月 18 日上午，胡柯主任通过直播的形
式将自己为父亲进行蔡司三焦点人工晶体植
入术的流程全方位地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
友。术前妈妈还惊喜现身助阵打气，更分享了
她进行该术式后的舒适感受、阅读完全无压
力，
给紧张的手术氛围增添了笑语。
事实上，当天进行手术的胡爸爸已经是胡
主任第 5 位植入蔡司三焦点的至亲，此前胡主
任已连续为自己的母亲、岳母、姑父、表哥 4 位
亲属陆续实施了该术式。每每谈及自己的蔡
司三焦亲友团时，胡主任总是滔滔不绝：
“五位
亲属中，当时做手术时最小的是 50 岁，最大的
是 82 岁。年龄跨度很大，所患眼疾也各有不
同。我的父亲是白内障，而我的母亲和表哥则
是老花。但都是通过该技术，获取了良好的术
后效果。
”

老花提前，处于事业巅峰的中年
人最惆怅
相较于胡主任父亲所患的白内障，胡主任
母亲、表哥所患有老花更是普遍。据国际知名
调研公司益普索的数据显示，40 岁以上老花发
病 率 达 到 92% 以 上 。 全 球 老 视 人 群 预 计 到
2023 年将达到 21 亿，中国达到 5.18 亿。面对
如此庞大且不断攀升的老花患者人数，胡主任
表示：
“ 很多老花眼人需要通过佩戴老花眼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
胡柯主任权威问答

胡主任一家
来解决看远问题，如果像我表哥一样，一旦再
遇上近视问题，那就需要两幅眼镜了，日常生
活非常不便，尤其对于还在事业巅峰的中年人
来说更加不便，脱镜成为了他们的最大愿望！”
四年前，胡柯主任的母亲就通过该术式解
决了老花问题。
“现在妈妈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无论是道路上的交通指引牌、或是平时看书，
甚至药瓶上面的小字都没问题。”据胡柯主任
介绍，该术式作为一站式解决老花眼、高度近
视、白内障等普遍性眼疾的创新技术，不仅能
够自如适应远、中、近不同视野范围，而且大大
减少了术后眩光等问题，高质量的视觉感受已
经普遍如常。

“量体裁衣”，一体化解决老花眼
白内障眼疾的
“香饽饽”
植入人工晶体，是解决中老年患者解决

白内障问题的理想选择，也是同步解决老花、
近视等屈光问题的上佳方法。那么，它的工
作原理是怎样的呢？据胡柯主任介绍，如果
把眼睛比做一个照相机，那么三焦点植入手
术就可以理解为“换个可变焦镜头”，因此蔡
司三焦点人工晶体也被称为“行走的蔡司镜
头“。
对于胡主任表哥这类患有老花以及高度
近视的患者，术前需要经过各项精确检查，精
准计算出人工晶体的度数，从而为每位患者量
体裁衣制定出最适合自己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手术方案。
相关数据显示，自 2012 年面世以来，蔡司
三焦点在全球超百万应用案例中，术后远中脱
镜率达到 98%、近距离脱镜率 92%。同时，国
内有近百位眼科医生为父母植入了蔡司三焦
点人工晶体，专家给至亲的选择，肯定有其充
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Q：目前 45 岁，患有高度近视，
考虑到以后患有老花甚至白内障，
该选择 ICL 还是蔡司三焦点呢？
A：ICL 晶体植入术主要针对高
度近视和角膜较薄的患者开展,这
种手术现在在国内的很多眼科医院
得到了开展。但因为几乎所有人随
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机能的退
化，或早或晚都会发生白内障和老
花眼等，尤其是到了 45 岁这个阶
段，就需要考虑在解决高度近视的
同时，
解决老花，
甚至是预防白内障
的产生，
那么这种情况，蔡司三焦点
的术后效果非常可观。当然，患者
无论选择哪种术式，都必须经过详
细的术前检查，医生会根据患者实
际的检查结果提出建议。
最后附上胡主任的门诊时间，
有需要的患者可前往咨询问诊：每
周二上午、下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门诊大楼 5 楼 510 房间，
可通过自助机预约/电话预约/网上
预约/现场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