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板引燃“硬科技” 资本该如何添把火？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硬科技”成为时下投资圈的流行

词汇。对于“硬科技”的定义，业界通常

指在光电芯片、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航空航天、新能

源、 新材料等领域中， 以自主研发为

主，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形成

的高精尖原创技术， 具有较高技术门

槛和技术壁垒， 被复制和模仿的难度

较大，有明确的应用产品和产业基础，

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引领和支撑

作用。

而今年推出的科创板与硬科技重

点涵盖的几大领域方向基本一致。 在

此之前， 硬科技和制造业属于 “重资

产”项目，其投资门槛高、周期长、投入

大的特点使其一直都不太受资本的青

睐。投中研究院《中国智能制造行业发

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中国智能制

造企业

62.58%

尚未获得融资，

20.5%

的企业仅获得过

1

轮融资。

如今科创板的推出重燃了资本对

硬科技的信心和热情， 但硬科技投资

的难点依然存在， 资本该如何助力硬

科技的崛起？

难点一：把握硬科技

投资方向

“硬科技”在当下无疑受宠，但所

包含的行业广泛， 投资方向的选择着

实考验投资机构对行业的把握， 即便

是综合性大机构也同样面临困惑。 高

新投怡化基金总经理陈旭坦言， 对他

们来说，对硬科技投资的难点之一是，

由于项目来源比较多， 而从项目端延

伸去研究一个行业往往会对行业的判

断产生一些误区，“比如市场存量的误

区， 从项目看行业都会高估产品所能

承载的市场容量， 而做出一个过于乐

观的预期。 ”陈旭表示，还有一个误区

是， 所投项目生产的产品有可能是过

渡阶段的产品，而不是终端产品。

此外， 从项目端倒推做行业研究

的时候， 对行业的判断很容易受项目

端影响而过于乐观。“比如产品释放出

来的信号是， 预计两年之内行业会有

比较大的发展，但事实上，从整个行业

来看可能需要五年， 或者发展比较缓

慢。 ”陈旭认为，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导

致对项目判断过于乐观， 从而影响对

项目的投资决策。

兼固资本副总裁徐鉴冰持同样的

观点，科技行业覆盖方向比较广，进一

步细分种类还可多达成千上万， 每个

行业都可以产生龙头企业。“别说一个

团队， 即使是整个基金都没有办法覆

盖那么庞大的行业体系， 因此要从中

挑选自己比较熟悉， 并且能够深挖的

细分行业是比较难的。 ”

除了从下到上做投资导致的难点

以外，时间的把握也不可忽视。 “我们

主要投资高新装备制造， 过往不太讲

究投资时点，但最近我也在思考，什么

样的时点投什么企业比较合适。”陈旭

思考后认为，对一些如新材料、电子元

器件、设备类的企业投资，并不是看好

了就可以投，是需要把握时间节点的。

难点二：判断硬科技

企业“内核”

以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 生物技

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

源、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硬科技”所

展示出来的高精尖技术在普罗大众面

前显得非常“高冷”，即使是专注于这

个领域的投资机构也未必能十拿九

稳。因此，对硬科技“内核”的把握成为

摆在资本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在徐鉴冰看来， 对硬科技技术的

把握有两个难点： 一是产品的核心技

术到底是什么？ 二是核心技术的可持

续时间是多久？“技术是要不断更新迭

代的， 我们投资的产品会不会被下一

代技术完全替代了？ 这直接关系到我

们在这个投资领域的参与时间。 ”

徐鉴冰列举了海康威视的例子。

他表示， 尽管这家公司目前发展遇到

了短暂的瓶颈，但

2012-2013

年的时

候，整个视频监控都处于爆发时期，尽

管到了今天，

AI

或者人脸识别等，都

会在视频监控上布局， 因此这个领域

依然有市场。“因此科技行业即使更新

迭代比较快， 我们需要把握在投资的

期限内，这个技术依然有市场空间，并

不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就可以避免

踩比较大的坑了。 ”

“硬科技有两个特点：一是技术

壁垒比较高； 二是技术变化比较快。

这两个特点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有

技术领域和资本优势的企业更容易

成为巨头，成为巨头以后，其他中小

企业就可能没有机会了。 ”时代伯乐

董事总经理黄亦明认为，这对投资硬

科技领域中小型企业的时代伯乐团

队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我们需要

非常懂行业趋势，挖掘中小企业的团队

基因和技术路径，能够击败一些现成的

巨头，从而走出来，这是比较难的，这需

要我们去突破。 ”

根据以往的投资经验， 黄亦明发现

一个规律，就芯片而言，投资入门级的芯

片更容易成功，反倒是那些多次融资，养

了很多科学家的芯片企业失败较多。“我

们投了一个做电压管理的芯片， 只要有

电器的地方就可以应用， 看上去并不高

级，但落地应用情况非常好。中国下游客

户更接受这种芯片， 因为对技术要求不

需要很高。 ”黄亦明认为，不管哪一类硬

科技， 能否真正的落地应用是资本考虑

的重点。

投资眼：瞄准5G和

半导体

如何在庞大的硬科技领域寻找好的

投资机会？有投资人认为，在当前科技领

域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一定要在不

确定性里找相对确定的方向， 而

5G

就

是这样一个比较确定的方向。

“从

5G

的产业链里细分研究，基站、

基站的上游、芯片，以及整个基站的变化，

都和

4G

产生本质的区别， 这就产生很多

新的投资机会。”徐鉴冰表示。而在陈旭看

来，

5G

目前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

建设期， 另一个是应用期， 而在

2020

年

前，都将是

5G

的建设期。 “现在

5G

建设

的投资高峰期可能已经快到头了，我们更

期望

5G

的广泛应用， 比如在物联网或者

无人驾驶上。 ”陈旭认为，

5G

的吸引力远

不止于此，有很多场景可能现在还没法想

象， 因此未来

2-3

年

5G

的应用将逐步落

地，对创投来说就是个很好的时机。

除了

5G

， 半导体的发展也同样受资

本关注。 从去年开始，半导体行业进入全

国人民的视野，而事实上，早在

2014

年，

半导体的国产化替代就已经开始了，但直

到去年的中兴事件和今年的华为事件后，

全国人民才知道国产芯片的重要性。

“未来

5-10

年，芯片的国产化

还将有更大的爆发， 市场空间非常

大。 ”徐鉴冰认为，芯片在各行各业，

只要涉及到微电子的都会使用，所

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方向。

科创板对硬科技

影响几何？

如果说近两年投资界对硬科技的投

资热情升温， 那今年的科创板更是把硬

科技投资推向了高潮。 科创板对硬科技

投资究竟带来哪些影响？

“科创板对硬科技的赋能，或者是对

硬科技的推动，这是毋庸置疑的。 ”黄亦

明认为， 科创板对科技投资有个很好的

导向， 会让资本更加愿意关注现在的硬

科技研发投入比较大的企业， 因此对硬

科技投资和硬科技企业本身都有较大的

推动作用。

谈及科创板对投资节奏的影响，同创伟

业副总裁张鹏表示，同创伟业上半年投资了

30

多个企业，达

10

亿元左右，节奏一直都

很快。而今年下半年，公司会在硬科技领域，

尤其是符合科创板的硬科技领域持续加码。

稳正资本合伙人熊强波则表示，科创板

对其投资节奏影响不大。 “现在已经在排队

的

IPO

项目加起来有七八家了，只有一家是

科创板的，还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所以我们

是没什么变化的。我总是觉得一级市场的价

格还是有很大的泡沫，根本就没有下来。 ”

“我们今年上半年也是投得很快，因

为我们认为经济不好的时候反而是投资

的最好时机，因此经济在低谷，项目估值

降下来了，等过几年经济好了，可能就没

有那么多机会了。 ”黄亦明表示。

陈旭也认为， 以往国企的退出只能

奔着

A

股去，很局限不敢投。但科创板推

出以后， 很多以前不敢投的项目现在都

敢投了。 “以前包括医药、海洋产业等，投

入较大周期较长，我们都不会涉足，现在

应该都可以涉足了。 ”

小程序生态队伍扩大

资本聚焦应用场景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从一开始不被看好的新概念，逐

渐成长为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

施，小程序如今已被广大用户接受，并

给创业者带来巨大的创业机会。 从最

初的游戏延伸至电商、餐饮、教育、文

旅、政务等多个领域，小程序生态玩家

不断增加。继

BAT

开启了小程序的上

半场后，如今字节跳动、

360

等开始进

入下半场， 从短视频、

PC

端进一步拓

宽小程序的应用场景。

腾讯发布的

2019

年第二季度财报

显示，微信小程序的生态系统越来越有

生命力，吸引了更多的开发者及服务提

供商参与。中长尾小程序数量同比增长

超过一倍， 小程序的品类亦趋多元化。

截至目前，已有数十个内容类小程序的

日活跃账户数超过了

100

万。用户使用

时长、每日信息发送量及视频上传量等

用户指标都保持稳定的增长。

而在

8

月

29

日举行的第四届阿

拉丁小程序创新大会深圳站现场，阿

拉丁小程序统计平台和阿拉丁指数也

共同发布了

2019

年

8

月阿拉丁行业

发展研究报告， 小程序

TOP100

榜单

的更新率高达

23%

，且一直维持在较

高水平， 说明越来越多优质开发者进

入小程序领域， 小程序行业的竞争持

续激烈， 同时这些开发者不断地给小

程序生态带来更多精品应用。

小程序头部竞争

持续激烈

阿拉丁研究员发布的

8

月

TOP100

小程序榜单显示，上榜小程序分布在

13

个行业， 其中小游戏上榜率相比上月继

续增加，达到

22%

，超越网络购物成为占

比第一的分类， 而网络购物持续几个月

保持

20%

左右的上榜率， 其中一些头部

小程序表现比较稳定，“拼多多”、“小年

糕”等头部小程序依然位居前列。但整体

来看，榜单更新率维持在

20%

以上，小程

序行业头部之争依然激烈。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

360

、支付

宝、苏宁等巨头玩家不断加入，小程

序创业生态不断得到优化。 如今，小

程序已逐渐打通了所用应用场景，

打破了移动端和

PC

端的边界，给学

习、娱乐、办公带来极大便利。 此外，

小程序生态在

B

端开发者和

C

端用

户上均实现了迅猛发展， 由于小程

序开发门槛低，开发成本也少，成了

很多

B

端开发者的首选。 有研究数

据显示， 目前已有

95%

的电商平台

接入微信小程序。 仅在零售领域，小

程序一年服务人群接近

2

亿人，相

当于

1500

家虚拟超市的容量。 另

外，

2018

年小程序年交易增长超过

600%

，创造了超过

5000

亿元的商业

价值。

“我判断还有很多机会会在半年

时间内不断涌现出来。”阿拉丁创始人

&CEO

史文禄表示， 目前小程序只是

完成了基础设施的重构， 而小程序的

应用在很多行业里还是空白的， 比如

短视频、精品化的游戏等，还有很大的

空间去 “填白”。 而随着华为首款

5G

手机

Mate20x(5G

）的上市，

5G

互联网

时代的大门被打开， 小程序也将迎来

新的发展契机。

投资注重

技术与应用的结合

伴随小程序强劲的发展势头而

来的是蜂拥的资本。 据阿拉丁小程序

统计平台数据显示，

2018

年小程序累

计融资额超过

80

亿元， 超过

100

家

投资机构进场，其中包括

IDG

、红杉资

本、高瓴资本等头部创投机构。 而业

内为小程序开发提供技术服务的服

务商“微盟”还在今年年初正式登陆

港交所，成为港股市场“小程序服务

商第一股”。

据公开资料显示， 从

2017

年至

今， 腾讯投资了约

8

家小程序相关企

业。 融资数额上，

8

家企业中有

4

家融

资数额超亿级， 分别是累计增资两轮

的微盟、小电，以及投资近

10

亿港元

的有赞和参投超

2

亿元的汽车类垂直

媒体“有车以后”；在融资轮次上，腾讯

主要在企业的

C

轮或战略融资中加入

投资阵营。再细分到投资领域，腾讯选

择的小程序分为电商、第三方服务商、

教育和媒体领域， 其中电商和服务商

分别有

3

家企业获得腾讯投资， 占比

靠前。

“如今小程序的发展已经经历了

传播性、及时性、生态性、融合性四

个发展阶段，最终

AI

（人工智能）来

临时就是小程序展现力量的时候，

这场战役将会很长。 ”高榕资本创始

合伙人高翔表示， 高榕资本将会特

别关注小程序与场景、 产业和服务

的结合模式， 这是公司投资的考量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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