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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兴制裁风波，到千亿级国家大基金，先进制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

资本关注。《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瞄准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重点，引导社会各类资源集聚，推动

优势和战略产业快速发展。 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把握时代机遇，为建设制造强国

添砖加瓦成为所有投资机构必须面对的课题。

英诺天使基金彭程：

看好为传统行业赋能的AI企业

□本报记者 万宇

2017年被看做是人工智能的元

年，人工智能也引得众多VC/PE机构

卡位布局。英诺天使基金副总裁彭程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今年人工智能

将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出现了领域更加细分、 数据更加独

到、“软硬融合” 加速的趋势，这三个

趋势也助推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实

体经济加速融合，未来看好人工智能

在工业制造、广告、政务、交通、农业

等传统行业中的应用，尤其是为传统

企业赋能的AI（人工智能）企业的投

资机会。

人工智能新趋势

2017年，人工智能公司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投资机构纷纷押注，语音

语意、视觉识别、自动驾驶等领域涌

现出了许多优秀企业。

彭程表示，经过去年的快速发展

发展，今年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出现

了三个新趋势———领域更加细分、数

据更加独到、“软硬融合” 加速，这三

个趋势也助推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

实体经济融合加速。

而领域更加细分是因为人工智

能兴起后，汽车、医疗、金融等行业反

应迅速，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些

领域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发展，竞争日

趋白热化，今年AI团队势必与这些传

统行业结合的更加紧密，更加细分。

他还表示， 基于人工智能的基

础是算力、核心是数据、加速器是算

法的逻辑， 未来人工智能企业竞争

的焦点将集中在这些方面， 尤其是

加强数据的独有性和有效性。 如果

停留在“扒数据或买数据” 的阶段，

这样的公司将会缺乏竞争力， 而实

现线上线下结合， 能够获取线下传

统行业相关大数据， 掌握核心数据

的公司在人工智能未来激烈的竞争

中将获得领先优势。

在彭程看来，未来物联网的发展

会加速硬件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所

以 “软硬结合” 的AI项目也值得关

注。 与此同时，随着各种人工智能底

层开源，纯软件门槛逐渐降低，只有

软硬结合，技术门槛才能更高，形成

人工智能企业自己的护城河。

赋能传统行业

彭程表示，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

业相比，传统行业、实体经济在经济

总量中仍然占绝大部分，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的初期，与传统行业和实体经

济的融合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在消费升级、人力成

本上升的背景下，传统行业和实体经

济的发展也急需新的盈利模式和利

润增长点。 根据英诺天使基金的调

查，不少传统行业存在人力成本逐年

增高， 线下渠道拓展越来越困难，线

上拓展进入瓶颈，获客成本居高不下

等问题。

据彭程介绍，英诺天使基金投资

了智行者科技、臻迪科技、推想科技、

速感科技等人工智能公司。 其中，易

数宝基于亿级用户底层数据，实现去

人工化服务， 节约企业用户 30%

-60%的人力运营时间及成本， 现在

已经成功为1000多家中小企业服

务。探迹则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

“2B” 企业预测潜在客户，通过机器

替代人工收集客户数据，每月为企业

挖掘超过2000家潜在客户。

“下半场中，为传统企业赋能的

人工智能企业将有更大的优势，今年

也将有更多的人工智能企业进入到

该领域，比如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

广告中， 从而让传统企业获客更轻

松，人力成本也能随之降低。 ” 彭程

表示，下一阶段看好人工智能在工业

制造、广告、政务、交通、农业等行业

中的应用，尤其是为传统企业赋能的

AI企业的投资机会。

精准医疗

投资机会渐显

□本报记者 陈健

精准医疗作为医疗产业中的重要

分支，随着生物、信息等技术的发展，

正在走向快速爆发， 相关企业也受到

资本追逐。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我国的

精准医疗研究基本和国际节奏同步，

精准医疗在近几年有望出现密集高效

成果；投资方面，看好肿瘤诊断、液体

活检、 基因治疗等医疗应用及装备硬

件、医疗数据等技术方面的机会。

精准医疗“新时代”

根据 BIS� Research数据显示，

2016年全球精准医疗市场规模约为

435.9亿美元，到2026年约为1417.0亿美

元，从2017至2026年CAGR为11.23%。

近日投中研究院与仙瞳资本联合

发布的《2018中国医疗领域投融资白

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指出，精

准医疗之所以能受市场关注， 并拥有

广大发展空间， 原因在于， 其能解决

“精准诊断、早期诊断、用药检测” 以

及“精准治疗、同病异治” 等问题。

德联资本合伙人姜阳之表示，“我

国的精准医疗研究基本和国际节奏同

步， 但因受到支付环境的限制使得临床

应用受到了部分影响，但也在部分刚需自

付费领域如NIPT、 肿瘤诊断、PGD/PGS

领域呈现了良好的市场生命力” 。

具体到投资领域，有数据显示，国

内2017年精准医疗领域发生投资事件

101起，投资案例金额达122亿，各种新

技术、新产品不断出现。

姜阳之认为，精准医疗的“医学新

时代” 才刚刚开始，包括人类对于生物

学的认识也仅是刚刚拉开帷幕， 再加

上近年来信息技术， 特别是数据获取

及积累、算法技术、运算能力等都有一

些突破， 提供了精准医疗发展的生产

力；另一方面，因为生物认知和科技储

备都集中在近期爆发， 精准医疗进入

了一个科技爆炸时代， 预计近几年在

精准医疗领域将会密集高效的出现不

少前所未有的成果。

产业链投资机会

就去年而言， 基因测序和抗体药

物等是资本重点布局领域。 姜阳之表

示，沿着中心法则从NDA、RNA、蛋白

以及后面的代谢都会有很多机会，具

体一些点上的机会包括肿瘤诊断、液

体活检、基因治疗、RNA药物、靶向药

等， 当然支持这些医疗应用的技术包

括装备硬件、算法平台、软件平台，以

及医疗数据等都会有重大突破。

有分析指出， 基于基因诊断的精

准医疗，由于基因测序成本大幅下降，

使得大数据计算成为可能， 看好未来

应用前景。

《白皮书》显示，下一阶段看好以

下三个方面的投资机会： 由于国外公

司对上游设备的垄断， 测序市场的增

速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产业链中下游；

目前基因测序市场高速扩张的背后，

却缺少完备的数据库和数据的深度解

读，导致同质化竞争；液体活检等技术

在高速发展占领医疗市场的同时，还

需突破细胞分子捕获等技术瓶颈，及

选择出合适的应用场景。

此外，《白皮书》也提醒，由于资

本追逐，精准医疗投资较为热门，应注

意项目价值，避免跟风，导致一、二级

市场倒挂。

“德联医疗团队会沿着基金制定

的一以贯之的逻辑， 综合发挥团队专

业优势，寻找一些具有科技元素、技术

突破节奏明确的项目机会， 重点布局

一些进入高速成长阶段的项目。 近期

会在疾病早筛、 精准诊断和靶向治疗

领域寻找优秀团队， 进行系统性的布

局，实现协同优势，把握住精准医疗的

历史性机会。 ” 姜阳之表示。

资本“赋能” 中国先进制造

□IDG资本全球董事长 熊晓鸽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

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自工业

文明时代开启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

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来， 中国制造业走到了历

史的十字路口。 一面是产业升级的

重大机遇， 中国制造企业凭借规模

经济、进口替代、反向工程、集成创

新、制造成本、出口导向等方面的优

势，卯足劲头从中国制造跃升到“中

国智造” ，另一方面是技术封锁和贸

易摩擦的巨大阻力， 中国制造企业

正在经历 “缺芯少魂” 、“两头在

外” 之痛。

2015年，中国制定了《中国制造

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

战略，大力发展先进制造。

数据显示，2017年， 我国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快于

规模以上工业6.8个百分点。 中国的

先进制造在集成电路、 新能源汽车、

大型飞机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成

果。 尽管如此，中国先进制造和发达

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世界两百年的大国工业崛起历

程表明，制造产业在每个生死存亡的

关口，理念先进、执行力强的股权投

资和资本市场服务不可或缺。 同样，

在中国先进制造领域充分发挥股权

投资的作用，将会加速推动中国先进

制造的发展。

从微观上来说，与其他类型金融

服务和金融投资相比，股权投资能够

成为先进制造企业核心的共有者和

利益的承担者、分享者。 独特的基因

就决定了其更加主动、深入地进入到

先进制造产业中， 为中国先进制造

“赋能” 。

此外，优秀的股权投资者通过投

资境内外优秀企业，掌握核心产业和

关键领域的战略资源，成为细分领域

的领导者，通过全球资源网络和对产

业的深度理解，紧密跟踪和推动制造

业转型升级。

实现中国先进制造的跨越式发

展，从制造“大国” 走向制造“强

国” ， 更需要做大做强增量市场，尤

其是要实现半导体、新能源、自动驾

驶、 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创新突破。

同时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尤其是在工业互联网和工业物联网

等细分领域。

以半导体为例，半导体行业是电

子信息工程的核心，也是过去30年全

球生产力提高的关键。 然而，在这样

一个关键性的行业里，中国企业整体

竞争力还很弱， 进口依赖程度高，

2017年中国半导体进口额达2271亿

美元，出口额达243亿美元，贸易逆差

近2000亿美元， 是中国最大的贸易

逆差商品。 由此可见，行业亟待一些

优秀企业能参与到世界顶级企业的

竞争。

早在10年前，IDG资本便开始在

全球布局半导体领域。

IC设计方面，投资了模拟电路接

口芯片公司硅谷数模（Analogix），

全球领先的通信芯片公司RDA （现

与展讯合并为紫光展锐），全球领先

的区块链ASIC芯片公司比特大陆

（Bitmain），全球领先的电表计量芯

片与电力载波芯片公司万高集团

（Vango）， 中国唯一的集成电路IP

授权公司芯原半导体（Verisilicon）

以及领先的电视与机顶盒集成芯片

公司晶晨半导体（Amlogic）等。

IC设备方面，IDG资本投资的中

微半导体（AMEC）是中国技术最

为领先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为全

球半导体制造商及其他新兴高科技

产业的领先公司提供先进的微观加

工高端设备， 它的刻蚀设备跻身全

球第四，MOCVD业务与全球霸主

Veeco不分伯仲。 IDG资本近两年参

与两轮投资。

下一阶段，IDG资本还将持续在

全球范围内投资有潜力的半导体企

业，利用专业性与资源帮助企业迅速

成长，并结合并购搭建全球化的半导

体企业。

在创新驱动做大做强先进制造

增量的同时，中国也需要整合全球资

源提升存量价值。

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落后的产

业，只有落后的技术和品牌。 优秀的

股权投资基金应充分发挥全球化视

野梳理行业价值链，挖掘中国先进制

造产业痛点， 通过吸收海外技术、品

牌等， 引导中国企业积极开发新产

品，不断提高产品性能，持续改进生

产工艺，实现优质制造，更好地适应

和引领消费需求。

IDG资本从国外走来， 深耕中

国，又走向世界，也在帮助中国企业

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我们致力

于充分发挥IDG资本多年来早中期

投资的丰富经验，挖掘优秀的境外标

的，调动丰富的跨境资源，将国外先

进的技术、产品、渠道、品牌、管理理

念等引入国内，为中国企业的产业整

合和结构升级提供包括资金安排、交

易设计、避险措施和管理手段等全方

位的帮助。

IDG资本主导的华灿光电收购

美新半导体，以及帮助木林森收购欧

司朗全球照明业务成为行业里的标

志性案例。其中华灿光电通过美新的

技术储备搭建MEMS产业化平台，

实现从LED到半导体业务方面的产

业价值链延伸，为华灿光电进一步向

半导体纵深领域发展打下基础；而木

林森通过收购欧司朗全球照明业务

不但获得了全球范围的销售渠道，更

为重要的是使得木林森向价值链上

游突破， 获取品牌端更高的利润率，

实现从成本优势到品牌优势的升级

蜕变。

去年，我们完成了对IDG� Ven-

tures的收购，IDG资本在美国、欧

洲、新兴国家的布局更加完善。

未来IDG资本海外并购业务一

定会坚持中国视角，尤其是在先进制

造领域，帮助中国制造企业实现转型

升级。 同时，我们会加大在国内创新

型先进制造创业企业的投资力度，充

分发挥IDG资本国际视野和本土经

验相结合的优势， 为企业全生命周

期、全产业链条提供更大格局、更深

层次的投资、管理、资本运作服务，助

力中国先进制造发展。

熊晓鸽：1993年， 熊晓鸽将IDG

资本引入中国，IDG资本成为首家进

入中国的外资投资机构。 迄今为止，

IDG资本在全球已投资超过700家优

秀企业， 其中已有超过150家企业通

过在美国、欧洲、中国香港、中国内地

资本市场IPO或M&A形式成功实现

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