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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源生态平台体系概况



蓝源产融集团

中国产业投资领军平台



一、蓝源产融集团概况

宁波蓝源产融集团是国内新型的产业链投融资平台，形成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产业精品投行、平台化供应链金融服务三大特色产品线
，打造了基于企业全生命周期与产业链的特色投资基金体系，帮助各级政府打造产业链直接投资体系，帮助实体经济获得不需抵押担保的供应链
金融融资服务，通过一站式高端化科技金融创新服务体系，为各地政府提供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创新性投融资服务以及人才资本化的综合解决方
案。

特色产业链投资

致力于产业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的专业化价值投资与整合，涵盖天使、VC、PE、量化、并购、定向增发、产业基金、

母基金等基金模式，为企业从种子期到卓越期的各发展阶段提供全产业链的优质资本服务。与上市公司合作发起并购重组基金，实现上市公司的业务的整

合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的提高并购效率与资金使用效率；特色产业基金，通过基金打造产业链全方位垂直整合的增值服务平台。

精品投行平台化服务
围绕创业企业上市前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和专业投资者多元化的投资需求为核心，以估值定价和交易撮合为核心竞争力，常见的业务类型为私募融资、收购

兼并、另类投资等领域的咨询顾问服务等；

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与连连科技、易宝支付等机构合作，围绕产业平台、企业业务发展需求，不断深度开发供应链金融服务业务，助力实体经济健康成长。



一、蓝源产融集团亮点

多个成功项目投资案例

Ø 2010年起始发展以来，历年投资项目已近200个，目前已有14个项目成功

登陆国内主板资本市场和美国纳斯达克。蓝源资本先后管理了慈溪、宁海

、奉化、象山等宁波县市区早期的政府引导基金，参与了美诺华药业、福

尔达智能科技、中大力德智能传动、中骏上原汽车零部件等宁波本土上市

企业的较早期投资，为基金投资人创造了较为理想的投资回报。

品牌影响力强
Ø 蓝源资本品牌在全国形成强大影响力，专业化的投资能力，颇丰的

投资效益，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价值。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
视台、浙江日报等知名媒体对蓝源资本发展历程进行密集式报道。
同时在蓝源资本发展历年来，荣获国家发改委的五项大奖，及中国
风险投资金投奖等诸多奖项。

基金全生命周期布局
Ø 致力于产业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的专

业化价值投资与整合，涵盖天使、VC、PE、量化、并购、定向增发、产业
基金、母基金等基金模式，为企业从种子期到卓越期的各发展阶段提供全
产业链的优质资本服务。擅长基金管理与母基金专业化管理。

创新商业模式
Ø 领先商业模式：基金管理，项目投资和投资银行业务。以并购重组

、上市公司市值运营、投资银行服务、产业链上下游布局投资、产
业链加速器等为主营业务，驱动产业链垂直整合，打造行业细分领
域垂直整合新业态，加快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前进步伐。

精英团队

Ø 蓝源产融集团依托的蓝源资本将人才不但视为企业的第一资源，更视为企
业的核心资本。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蓝源资本近年来以人才资本化为核
心机制，集聚了近200名来自投资、证券、会所、律所、金融、管理、科
技等领域的高端专业人士，其中博士30余位、硕士30余位，来自国内外
500强企业的高管30余位，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独具成长性

Ø 自2010年蓝源资本创立以来，在发展的10年时间里，操作投资近
200起，发起管理基金达200亿规模，收获颇丰。在投资机构的大海
中，走出一条独具蓝源特色的道路来，成功进军国内投资机构第一
梯队。



一、蓝源产融集团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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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蓝源产融集团核心竞争力

产融互动 产融双驱

以金融的力量撬动产业的

跨越式发展和超高速迭代

特色产业链垂直化投资+精品投行平台化服务+供应链金融机构化服务平台

 蓝源产融集团的基本条件：① 具有强大的核心投资团队；② 全方面多渠道融资能力。

蓝源产融集团的突出特点表现为：① 融资模式决定投资模式；② 多元化投资、专业化

投资能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一、蓝源产融集团相关荣誉

2017年度中国风险投资金投奖

浙江优秀金融企业奖 2016年度宁波市百强企业

2017年度宁波市竞争力百强企业中国投资协会理事单位



一、蓝源产融集团相关荣誉

2015年度中国优秀创业投资母基金提名奖

2015年度中国优秀股权投资机构提名奖

中电加美项目中国优秀股权和创业投资项目提名奖

福尔达项目中国优秀股权和创业投资项目提名奖



蓝源产城集团
供应链数字化整合平台

中国领军的产业链组织者



二、蓝源产城集团概况
    
      宁波蓝源产城集团--中国领军的产业链组织者，是由蓝源资本裂变式创
新发展的组织，始终坚持以产业为中心，运用产业互联网和金融资本多种工
具，系统解决供应链产业链痛点，从产业的规划咨询、产业互联网平台打造
、产业链综合体、产教融合、产城发展到服务运营，为区域提供产业升级的
全流程综合解决方案。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的深度融合新生态体系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2020年5月被宁波市对口支援和区域合
作局认定为“产业合作样板企业”。

蓝源战略布局：

第一产业：以众农联为主体，已发起成立
辽宁，黑龙江、吉林、山东等省级众农联
平台，品类子平台已发起众粮联，新的平
台众牧联、众木联等正筹备发起。

第二产业：以特色加工制造业为主，已
发起众陶联、众车联、众塑联、众家联
、众茶联等十多个众字辈的平台，准备
发起的有众建联、众装联、众饰联、众
船联、众化联、众电联、众纺联等。

第三产业：以教育、服务业、商
业为主，已发起车智联、众美联
、众艺联等，准备发起的有众智
联、众教联、众影联、众康联等
。

三大产业全面开花，协同发展，叠加效应显著



 二、蓝源产业生态系统的领先



二、蓝源产城五位一体整合方法论

用互联网思维重构产业未来，利用五位一体
组合拳，对细分行业进行垂直整合，打造平台型
总部经济，通过资本的顶层设计让行业抱团发展，
实现供应链集成化、产业链智能协同化，创造新
价值链，让金融、科技、人才等真正赋能产业发
展，构建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产业
生态系统，变无序竞争为包容合作，开创新商业
文明。

支撑

基础

工具

核心 纽带



二、蓝源模式发展理念：共创共享共赢



二、未来细分市场垂直整合会产生无数B2B“阿里巴巴” 



二、蓝源产城集团众字辈项目成果

众美联（2014  上海）

众陶联（2016  佛山）

美衫联（2016  嘉兴）

众农联（2017  杭州）

众车联（2017  宁波）

众家联（2017  东莞）

众塑联（2017  佛山）

众粮联（2018  双鸭山）

车智联（2018  嘉兴）

众航联（2018  宁波）

众建联（2019  宁波）

众数联（2020  宁波）

房车联（2020  宁波）

众媒联（2019  宁波）

众茶国际（2020  东莞）

兰炭联（2020 神木）



二、第三产业：中国最大的餐饮酒店B2B全球集中采购平台

2014年3月，蓝源资本顶层设计的众美联发
起成立

2014年12月11日，众美联商城全球上线

2015年6月，众美联与窝窝团（NSDQ：  WOWO）

合并上市，正式登陆全球资本市场

壮大

发展

上市

成立

蓝源资本联合众美联顶层黑卡股东42家，

整合了全国100个城市地区1000多 家餐饮酒店知名品牌企业，

覆盖5000亿元市场规模；

全球优质供应商直面中国餐饮酒店市场，直面产业源头，

协同集采模式,去中间商，成本直降10-20%。



二、第三产业：中国最大的餐饮酒店B2B全球集中采购平台

6月2015年1月12月6月2014年3月

资源整合

众美联设立

渠道、资本合力推进

众美联商城全球上线 众美联-窝窝团合并

并登陆纳斯达克上市

仅用15个月创造了中国资本界的奇迹



二、第二产业：中国最大的陶瓷产业链整合服务平台

      “众陶联”是根据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改革精神，在广东省市政
府的直接指导下，蓝源资本顶层设计，由十五家佛
山陶企抱团发展，共同打造的“产业链+产业互联
网+金融资本”的陶瓷产业链服务平台。

A、完成陶瓷行业物料标准化                  108项
B、完成检测检验标准化                           36项
C、发布团体标准                                     11项
D、行业专家/研究所整合                 33位/25家
E、搭建陶瓷业专利交易平台            151项专利
F、集中采购成本平均降低                      12.1%

党的十九大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央视重磅报道3分钟！



二、第二产业：中国最大的陶瓷产业链整合服务平台

2018年9月21日，国家商务部、工信部等八部委公示了全国首批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单位，众陶联与阿
里巴巴、京东等企业一起并列其中。

2018年10月17日，众陶联受邀出席了商务部等八部委联合召开的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会议，并
与国家电网、海尔集团、中粮集团、招商银行等四家单位一起在会议上重点介绍经验。

2020年第七届中国供应链金融创新高峰论坛上，众陶联荣获“2020年中国供应链金融--优秀供应链平台”奖
。



二、第二产业：中国最大的陶瓷产业链整合服务平台

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
华于2016年4月7
日考察众陶联。

2016年5月广东省副
省长何忠友赴佛山调
研考察，寄语众陶联
。

2018年3月2日陈良
贤副省长来访众陶联
考察指导。

2016年10月20日，
第二届中国（广东）
国际“互联网+”博
览会开幕仪式前，广
东省省长朱小丹等领
导巡视众陶联展位。

2018年12月，众陶联正
式召开国家级服务业标
准化试点项目启动大会
暨揭牌仪式。

第五届中国（广东）
国际“互联网+”博览
会众陶联亮相启动智
慧智造研究院



二、第二产业：中国最大的陶瓷产业链整合服务平台



二、第二产业：中国最大的陶瓷产业链整合服务平台



二、第一产业：众农联农业供给侧改革样板（黑龙江）

Ø 截至2020年11月

Ø 平台累计成交额突破205亿

Ø 累计成交量已超726万吨

Ø 入驻企业已超1133家

Ø 2018年7月26日平台正式上线；

Ø 在省内粮食主产区设立了132个“众农联定点交收库”，在

省外重点消费区设立了20个“众农联定点交收库”，形成了

粮食产业地图-“云粮仓体系”，极大地提升了粮食流通的

供应链效率。

Ø 2019年5月4日，被授予2019年度“双鸭山市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奖；

Ø 2019年6月，众粮联成为央视指定供应商。

2018年7月26日发起人大会黑龙江省长王文涛一行考
察黑龙江众农联

2019年5月29日，《黑龙江日
报》头版头条报道

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一行
考察黑龙江众农联

数据来源：http://www.ljufa.com/#/datacenter/index  众粮联官网



二、第一产业：众农联农业供给侧改革样板（辽宁）

2019年11月19日，众农联集团与
辽阳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020年2月20日，辽宁省政府发文
，将辽宁众农联项目列入辽宁省
“2020年百个重大项目”，《辽宁
日报》做了同期报道。

2020年4月16日下午，辽宁省副
省长陈绿平主持召开了“重强抓
”辽阳市重大招商项目推进调度
会，专题研究众农联等项目。

2020年4月8日，众农联集团与辽阳
市政府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全面
深化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双方合作迈
上新台阶。

2020年4月9日，众农联集团CEO
占闽川博士接受了辽阳日报、辽阳
广播电视台的采访。

2020年4月15日下午, 辽阳市副市长
何亚琼主持召开了辽阳招商引资重点
项目座谈会。



百年渡集团
中国家族财富管理领军平台



三、宁波百年渡集团概况

宁波百年渡集团，是蓝源平台旗下专注于家族财富管理与家族传承服务的平台型公司，是中国最早从事FO机构之一。公司品牌为“百

年渡”取百年共渡、百年传承之意。

宁波百年渡集团以帮助中国家族民营企业实现基业长青、永续传承为己任，在向家族企业提供金融资本支持的同时，也注入了全新的

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机制，帮助家族企业获得内生成长的动力。通过多年来的实践，宁波百年渡集团在中国家族财富管理领域确立了领先

地位，引领了行业发展的方向。从2014年以来，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家族财富管理专业课程，出版了中国第一套家族财富管理系列著作。

2015年4月，与青岛市政府共同组织召开了国家级财富管理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的研讨会；2015年5月，旗下的百年渡家族办公室成为首

批入驻国家级财富管理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四家机构之一，也是国内首批获得家族财富管理业务试点牌照的机构；2015年9月，在深圳发布

了中国第一份家族财富管理行业的实证研究报告，获得了“2015中国最具创新力中资家族基金”前三甲大奖。

目前，已管理了15个家族办公室，面向全国招生培养着100多位全日制家族财富管理专业人才，与境内外的信托、律所、税务、保险

、资产管理、投资移民等全球200多家一流机构建立了B2B+O2O的合作平台，为家族企业的财富管理和传承进行顶层设计，提供专业化与

定制化的一站式服务，打造中国家族财富管理的生态系统，促进中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宁波百年渡集团亮点

中国第一个家族财富管理研究院；中国第一套家族财富管理系列丛
书；中国第一个家族财富管理方向课程体系；中国第一个家族财富管理
方向专业；中国第一批“家族办公室”牌照；构建中国第一个两岸三地
家族财富管理协会；中国第一个家族财富管理服务平台的开放型机构；
成功举办中国第一届国际家族办公室大会。

打造专业管理机构加盟、协会配套有序协作、共生
共赢的平台型家族财富管理模式。是中国首家家族办公
室B2B+O2O整合服务平台，打造两岸三地财富管理机
构的入驻平台。

家族财富管理的专业人士，50%以上的硕士以上学位，科学的人才
资本化机制、合伙人架构和跨领域专业人士的强强组合，提供家族财富
立体式跨界管理服务。2016第一届国际家族办公室大会云集与会嘉宾
1500余位，创此类大会规模的先河。



三、宁波百年渡集团亮点

家族财富板块与基于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全产链基金管理模式、产业链
垂直整合产城平台、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成果转化的蓝康医药平台共同构成
蓝源投资集团四位一体的金融生态体系，互为依托，共同成长。让蓝源资
本家族财富板块更具特色和生命力。

“特色产业链+产业互联网+金融资本+人才资本化+政策组
合拳”五位一体新模式、新业态及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融合发展是政府振兴民企新选项。

来自美国、欧洲、东南亚、香港，台湾等200多家顶级家族财
富管理上下游相关机构协同打造中国家族财富管理资源整合平台。

聚焦家族财富管理和家族基金，形成特有担任专业性赢利模式+平台
式赢利模式+碎片整合式赢利模式+产业互联网赢利模式+家族基金赢利模
式，共同打造家族财富管理领域的阿里巴巴。



三、宁波百年渡集团组织架构

宁波百年渡集团有限公司

各
省
市
平
台
公
司
30
个
以
上



三、百年渡集团概况

2019年年度最佳家庭办公室研究成果奖

u 定位：家族财富管理整合服务平台
七大特色共同推动百年渡成为国内家族财富管理领域的独角兽，家族财富产业链整合服务平台。

          最具创新力家族服务平台机构奖           内地新锐联合家族办公室          最具特色家族服务案例奖        2018年度最佳办公室研究成果奖



三、百年渡集团概况

u 学术成果--相关著作

《资本的力量》

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股权投资领域的相关理论。同时结合丰

富的投资经验，详尽地表述了国内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活动时，在

“募、投、管、退”各个环节的实际操作模式。

《家族企业财富管理理论与实践》

多方位剖析了家族办公室，总结了家族办公室治理的特色和

模式，给出了家族办公室的核心功能。

《中国家族财富管理研究报告》

结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陈凌院长及他所参与的“中国家族企

业健康指数研究”，与投中集团共同发布。



三、百年渡集团概况

       

u 学术成果--相关教材丛书

     已出版《家族企业治理》、《家族资产管理模式研究》、《家族财富管理概论教材》、《家族企业文化传承

与创新研究》、《家族财富管理研究》等中国第一套家族财富行业的教材及丛书。

 



蓝康医药
现代中医药领军企业



四、蓝康医药集团亮点



四、核心产品分析

n 蓝康中医药产品结构及研究方向

抗艾滋病中医药/生物制剂 中医药免疫系统相关药物

前期：早期干预及治疗 中期：HIV治疗药物、免疫重建/修复等

蓝
康
药
业
主
攻
免
疫
医
学
产
品

后期：抗肿瘤、抗感
染、呼吸、心血管、
消化、泌尿、神经、

老年医学领域



四、核心产品分析

n 蓝康中医药防治HIV/AIDS取得阶段性疗效和成果

针对艾滋病不同分期、时期、阶段、程度，以及常见的机会性感

染，研制了拥有国家防治艾滋病 项目用药许可和院内制剂许可的

“益艾康胶囊”、 “健艾康胶囊”、“扶正排毒片”“清肺培元

颗 粒”、“泻痢康胶囊”、“柴霍达源颗粒”“解表 清里合剂”

、“参芪除热胶囊”等8个系列专用方药10余种。

平均延缓
HIV感染者
进入AIDS
病发4年

60%以上
HIV感染者
机会性感
染减少 

60%以上
HIV感染者
生存质量
提高

 60%以上
病人CD4+T
稳定上升 

病死率8年
累计低于
同期4.8-
10%

             益艾康FDA批复原件



四、核心产品分析

n 蓝康中医药防治HIV/AIDS成果

经过16年国家重点科技专项研发及结合临床治疗，首创艾滋病中医药理论体系，揭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疗效机制，填补中医药防治艾

滋病的多项空白，研发10余种相关药物和制剂并临床应用16年（院内制剂，HIV感染者及AIDS病人已经服用），是艾滋病中医药治疗国际

标准的起草团队。

图中「马赛克女士」
HIV感染后生存21年



四、核心产品分析

n 蓝康药业项目临床疗效效果显著

辽宁中医杂志，2012，39(9),1806-1808

国家“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对1200名

HIV感染者的临床观察显示，接受中医药

治疗与未接受中医药治疗相比，发病期

延缓4年，发病率降低7.6%，延缓了服

用抗病毒药物的时间。



四、产品影响力

n 中医药防治HIV/AIDS荣誉展示

取得发明专利，制剂许可，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取得行业最高奖中医药科技成果一等奖。



四、产品影响力

n 中医药防治HIV/AIDS影响力

时任吴仪副总理亲自批示

时任副总理吴仪、时任卫生部长陈竺院士，亲自参

与、设计和指导。列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

家重大攻关项目

徐立然教授与他领军的团队为中医干预HIV/AIDS已经奋斗16年



四、产品影响力

n 中医药防治HIV/AIDS国际影响力

HIV病毒发现者，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法国Luc Montagnier（吕克•孟达尼）教授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官员陪同下，考察国家中

医药（艾滋病）临床研究基地团队。

徐立然教授与他领军的团队为中医干预HIV/AIDS已经奋斗16年



四、产品影响力

n 中医药防治HIV/AIDS国际影响力

徐立然教授、戴安娜博士分别代表中

国和澳门，出席主讲英国剑桥大学“

第二届世界中医药健康产业峰会”,与

英国剑桥大学和英国相关免疫医学、

纳米技术专家交流。

徐立然教授与他领军的团队为中医干预HIV/AIDS已经奋斗16年



四、产品影响力

n 中医药防治HIV/AIDS国际影响力

徐立然教授、黛安娜博士受邀出席2016中葡拉美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与葡萄牙前卫生部长Maria De Belem博士、葡萄牙卫生

局长Francisco George博士交流

徐立然教授与他领军的团队为中医干预HIV/AIDS已经奋斗16年



四、产品影响力

n 中医药防治HIV/AIDS国际影响力

徐立然教授、黛安娜博士与意大利萨莱诺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Mario 教授等意大利免疫专家

交流

徐立然教授与他领军的团队为中医干预HIV/AIDS已经奋斗16年



四、产品影响力

n 中医药防治HIV/AIDS国际影响力

2016-2018年，徐立然教授

、戴安娜博士赴泰國艾滋病

慈善中心看望HIV感染者和

患者

徐立然教授与他领军的团队为中医干预HIV/AIDS已经奋斗16年



四、产品影响力

n 中医药防治HIV/AIDS国际影响力

徐立然教授及团队成员远赴非洲完成中

医药防治艾滋病临床研究工作 

徐立然教授与他领军的团队为中医干预HIV/AIDS已经奋斗16年



四、产品影响力

n 中医药防治HIV/AIDS国际影响力

徐立然教授、戴安娜博士分别代表中国和澳门主讲出席由澳门政府支持主办的《澳门国医论坛》

徐立然教授与他领军的团队为中医干预HIV/AIDS已经奋斗16年



四、产品影响力

n 蓝康药业产品防治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力

针对新型病毒性肺炎疫情，我们蓝康医药快速的响应党和政府的行动部署，迅速的投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当中。

l 由蓝康医药首席科学家、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的抗艾专委会会长徐立然教授领军河南疫情一线。徐教授不仅在河南省中医药管理局举办的

疫情抗疫情的医生会议上为抗疫情的医生做专业指导，提出抗疫情的相关治理标准和规范及流程等。而且在河南省疫情指定医院一线指

挥、指导，直接出诊30多位新型病毒性肺炎的病人。

l 与中泰生命医学研究中心、泰国获得6次FDA金奖的卡拉沃医药科技公司深度合作。研发汉方泰药，现在已经组方了几种专门针对病毒

的产品。

l 加大新型病毒性肺炎的指定用药的研发和生产，比如“柴藿达元颗粒” 已经在河南相关的工厂进行OEM指定生产。

l 快速在河南中医药大学及河南的新型病毒性肺炎治疗指定医院使用蓝康医药产品及其组方产品。蓝康医药的产品来自于国家三个5年计

划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成果，来自于非典SARS抗疫情的一线的治疗经验和成果。

蓝康医药8个系列的新药在新型病毒性肺炎的扩散期、爆发期、稳定期、回落期都会产生良好的药效，国家级党媒“人民论坛”也罕见的做

了三次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独家学术报道。



联系电话：0574-87288088
联系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泰康中路558号宁波商会国贸中心45楼
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5号研发楼B5幢9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