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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大鱼大” 的现代服务业

□愉悦资本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刘二海

2017年，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让

已经在“四个轮子” 上运转得越来越

快的中国重温了“自行车王国” 的时

光。 不同的是，你不用再真正“拥有”

一辆自行车，就可以随时随地自由使

用它。

与动辄上千元一辆的自行车相

比， 共享单车的价格只有每小时1元

左右。 问世不到三年的共享单车成功

解决了3公里之内的出行难题， 让人

们从地铁到办公室、家以及餐厅等最

终目的地更加便捷，由此，推广多年

都没有起色的便民自行车服务步入

正轨。

这辆看似简单、骑上就走的自行

车，包含着GPS、物联网、电子锁、太

阳能发电板、脚踏发电机等多个高科

技模块，显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自行车” 了。 原来传统的自行车出

租服务，由于有了科技赋能，妥善地

解决了车辆丢失、破损、维修以及支

付等棘手问题。 突破瓶颈之后，单车

租赁服务得以迅速推广———这就是

现代服务的魅力。

毫无疑问， 现代服务正在重新定

义产品、拓展服务的边界，成为人民生

活和国民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

分。 这对于投资和创业都极为重要。

那么，为什么现代服务能够在这

个时点上大规模出现呢？

首先， 制造业是现代服务的基

础。 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中国

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是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厂” ， 这就为服务业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样以共享单车为例，这辆车与

传统自行车租赁里的自行车完全不

可同日而语，如果没有中国强大的自

行车研发和生产能力，想要在短期内

生产几百万辆智能自行车，绝对是天

方夜谭。 正是由于中国具有强大的机

械和电子产品的研发、 制造能力，共

享单车才有可能在中国出现。 在全球

任何其他地方，你都无法找到能够像

中国这样在短时间内迅速生产出大

批工艺先进、集成了多个功能组件的

产业集群。 强大的“中国制造” 是中

国现代服务的根基。

进一步而言，共享单车也只是现

代服务与中国制造相结合的一个节

点，而方兴未艾的智能驾驶将不只改

变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产品定义，更

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围绕汽车及出行

的服务变革。

其次，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

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逐渐成熟，使得

现代服务成为可能。 现代服务业是构

建在技术上的服务业，技术本身发展

是先决条件。 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速度和移动互联网人口都是全球第

一，同时中国还在物联网、人工智能

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性投入，这

些都是中国现代服务业的源泉。

笔者认为，互联网正在进入融合

阶段，新技术与传统产业之间不再是

工具与应用的关系， 而是彼此渗透、

互相作用，进而产生新模式、新应用、

新服务。

比如大家在机场和商场里看到

的自动鲜榨橙汁机，用手机扫码支付

15元左右， 就能享受到最新鲜的橙

汁。 这一杯橙汁里包含了物联网模

块、自动榨汁模块、支付等多个系统

的支撑，融合了各种先进技术。

事实上，我们在分析创业公司可

以抓住的、改造产业的机会时，着重

提到了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之于现代

服务业就像是生活中的水电煤气一

样。 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为现代服务

提供了保障。 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

是现代服务业中基本的要素。 快递的

迅速发展， 使得电子商务迅速普及。

无处不在的手机支付，让众多服务成

为可能。 后台大数据的计算和处理能

力，让共享单车的运营更高效。

如今喝咖啡，你可以到咖啡厅里

让店员帮你冲一杯，也可以在写字楼

的咖啡机上手机扫码，立刻享用10元

左右一杯的现磨咖啡———如果未来

这台机器还增加了人脸识别功能，届

时恐怕连手机扫码都不需要了。

从全球经验来看，美国、欧洲、日

本等发达经济体走的道路是服务业

的现代化， 而中国是后发经济体，这

就注定了中国的服务业诞生伊始就

是现代服务。 这里面其实包含一个重

要命题：中国与美国创业的差别。

在美国创业，技术和新模式扮演

着最重要的角色，而在中国，还必须

考虑产业和社会的发展两个维度。

对于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家”

来说， 其汽车销量很早就停止增长

了， 甚至汽车城———底特律也破产

了，而中国的乘用车已经连续多年保

持快速成长态势。 换言之，产业内仍

然有强劲驱动力，同一产业在中美两

国处于完全迥异的生命周期。

此外， 中国社会本身也在发生深

刻变化，比如城市化、消费升级等等。

因此， 分析中国的创业项目需要从技

术、新模式、产业和社会四个维度入手。

由于有更多维度，中国的创业项

目种类也因此更丰富。 我们归纳为五

类：一是科技驱动的创业项目，往往

增长速度很快，但风险也很大；二是

依托于某一个行业的科技企业；三和

四分别是吸纳了新科技并植根于传

统产业的产品公司和服务公司；五是

创新商业模式。

通过上述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清

晰地看到，简单而言，现代服务业就

是服务业吸纳了新科技。 正是有科技

因素存在，中国出现了大量现代服务

业的创业机会，而美国表现出来的则

是传统服务巨头的产业升级。

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另一个特

点是体量巨大。 为什么服务业企业都

体量巨大呢？ 笔者认为，现代服务业

往往是社会的基础设施，具有天然的

体量惊人属性。 中美两国的物流巨头

印证了这一点：美国的联邦快递当前

市值近700亿美元， 中国的顺丰目前

的市值也超过了2000亿元。

现代服务业如果面向消费者，则

与人口基数相关。 中国巨大的人口基

数，特别是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用

户群体，能够迅速聚集大量用户。 现

代服务业同时还具有累积效应，用户

人数不断增加。 而这也是服务业的特

点，重复购买消费是常态。

当然，现代服务业也存在着不少

挑战： 由于涉及到社会基础架构，影

响广泛且深远。 如果相关政策不明

确，就会面临潜在的风险。 快递业、网

约车等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些

现有法律框架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情况，在新模式里出现了。

基础设施、累积效应以及人口基

数，不仅仅是创业家和投资人关注的

范畴。 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宏观

经济调结构促发展、消费升级的时点

上，现代服务业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

的整体效益将是难以想象的。

借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里

的四个字，现代服务业确实是“水大

鱼大” 。

刘二海：拥有15年风险投资从业

经历。 近期投资案例包括摩拜单车、

蔚来汽车、神州优车等。

AI投资持续升温

国家队“出手”

□本报记者 陈健

尽管当前PE/VC行业仍面临募资

难题， 但一些行业领域却吸引着资本

的热情投入。 近日，人工智能（AI）平

台公司商汤科技SenseTime宣布完成

C+轮6.2亿美元融资，吸引了国内外多

家投资机构参与。除了商汤科技，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旗下子基金、 李嘉

诚旗下投资机构等资本也纷纷 “出

手” ，投资相关人工智能项目。

分析人士指出，资本对人工智能

行业一直很关注， 特别是一级市场

上，都希望能够投资到引领下一波技

术的领导企业。 商汤科技代表的是人

工智能企业逐渐走向成熟。 而今年人

工智能领域也将吸引各路资本持续

“追逐” 。

AI芯片企业受青睐

据悉， 参与商汤科技此轮融资的

众多机构中， 联合领投方有， 厚朴投

资、银湖投资、老虎基金、富达国际等；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中银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上海自贸区基金、全明星投

资基金等跟投，高通创投、保利资本、

世茂集团等作为战略投资人参与。

分析认为， 商汤科技代表的是人

工智能企业逐渐走向成熟， 背后的投

资机构有很多产业资源， 对AI技术的

应用将产生极大帮助。

“国家队” 也果断“出手” 投资

AI项目。 近日，北京探境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探境科技）正式完成第

二轮数千万美元级的融资，该轮融资

由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旗下子基

金中芯聚源资本领投，洪泰基金、熊

猫资本、京道基金、启迪创投、险峰

长青跟投。 这也是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基金旗下子基金第一次投资AI芯

片公司。

此外，“资本大佬” 李嘉诚也看

到AI的发展前景。5月31日，专注于终

端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新创公司耐

能（Kneron）宣布，完成由李嘉诚旗

下维港投资领投的1800万美元A1轮

融资。

分析认为， 作为推动AI发展的关

键因素之一，AI芯片正成为初创企业

和资本布局的热点。 好买基金研究中

心研究员王眺指出，AI芯片是专用芯

片，国内企业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也

是国家支持的方向。

投资机构“抢滩”

总体来看， 国内AI行业发展正面

临着良好的发展形势，王眺表示，主要

有几个方面，一是技术逐渐成熟，不少

人工智能技术如图像识别已经在生活

中有广泛的应用；二是政策的支持，无

论是产业基金还是资本市场， 都有很

多的支持政策；三是人工智能技术，中

国走在世界前列， 特别在应用层面有

很大的优势。

熊猫资本方面近期表示，2018年

已经到了人工智能的商业化临界点，

今年是AI技术落地的元年。 2018年将

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领

域、出行、泛文娱、科技金融、新消费、

数字医疗等领域持续深化投资布局。

6月1日， 松禾资本宣布正式启动

松禾创智基金、松禾海创基金、松禾美

元基金等三只新基金，其中，松禾创智

基金将聚焦在人工智能赋能领域，涵

盖智能制造、大数据、智能出行等创新

产业。

除了传统的PE/VC， 正在兴起的

母基金也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投资力

量。王眺介绍，母基金本质并不是追逐

热点的， 而是作为配置去选择黑马基

金管理人。 好买基金母基金投资的早

期基金如真格基金、险峰长青、昆仲资

本等，都布局了人工智能项目。

反向挂钩适用标准出台

非“创投基金” 仍有机会

□本报记者 刘宗根

为促进创投基金持续健康发展，

优化资本市场制度供给，配合《上市

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

特别规定》（以下简称 《特别规

定》）有关政策落实，日前，中国基金

业协会发布 《创业投资基金申请适

用<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

股份的特别规定>操作指南》（以下

简称《操作指南》）。

《操作指南》主要介绍符合条件

的创投基金在申请适用政策时的操

作流程和认定细则，中国基金业协会

已在“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

（以下简称“AMBERS系统” ）中开

发申请适用有关政策的功能模块，有

关功能模块已于6月2日开放。

明确适用标准和计算口径

《操作指南》显示，中国基金业

协会对创投基金的认定实行了新老

划断，对规定发布前和发布后备案的

创投基金进行了区分。

在规定发布前备案的创投基金，

认定条件包括规定发布前的对外投

资金额中，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或

者可转换为股权的投资金额占比

50%以上；规定发布后的对外投资金

额中，对早期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

业的合计投资金额占比50%以上，且

投资范围仅限于未上市企业，投资方

式仅限于权益投资。

在规定发布后备案的创投基金，

认定条件包括投资范围限于未上市

企业，但是所投资企业上市后所持股

份的未转让部分及通过上市公司分

派或者配售新股取得的部分除外；投

资方式限于股权投资或者依法可转

换为股权的权益投资；对外投资金额

中，对早期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的合计投资金额占比50%以上。

此外，《操作指南》 同时明确了

计算口径。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和可

转债后被投企业上市的，该笔投资属

于对未上市企业投资；投资于上市公

司股票（包括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大

宗交易和协议转让） 的不属于未上

市企业股权投资。若基金既直接投资

项目企业， 又投资其他创投基金，所

投创投基金中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创

业投资基金规模占比应大于50%。

一般而言，同一只创投基金对同

一企业进行多次连续投资的情况并

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期限该如

何计算呢？ 业内人士认为，反向挂钩

的目的是鼓励创投基金更早地支持

中小企业和高新企业，因此倾向于认

为是按照最早投资时点计算，而“股

东身份确权日期” 应该为投资后最

早满足要求的时间点。

严禁虚假填报

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尽管私募基

金备案为证券私募或者股权私募类

型，但仍然有不少创投类业务。 上述

私募是否有机会享受反向挂钩红利？

答案是肯定的。

根据《操作指南》显示，如有基

金备案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或其他投资基金，但所投

项目满足《特别规定》要求，在该基

金提交的适用《特别规定》的申请办

理通过后基金类型将更改为 “创业

投资基金” 。

值得注意的是，虚假填报将会导

致认定无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协会发现

有私募基金虚假填报、 违规申请适

用政策进行减持， 或者后续违反相

关业务规则的， 协会将取消私募基

金适用《特别规定》的政策认定，同

时取消其在私募基金公示平台关于

适用《特别规定》的特别标识并依法

处理。

业内人士提醒，中国基金业协会

将各创投基金的“产品季度更新” 数

据作为申请 《特别规定》 的数据基

础， 相关基金在申请政策前应已在

AMBERS系统完成最近一季度的产

品季度更新。由于产品季度更新工作

是必须完成此前全部的季度更新工

作，才可能完成最近一季度的产品季

度更新工作，因此申请减持优惠的前

提，是创投基金按时、认真地履行每

一期的产品季度更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