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人说，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创业公司，能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创业世界中，成长为估值超过10亿
美元的行业“独角兽”，那么，要成为一只稀有且珍贵的、被投资人争相看好的行业“独角兽”，靠的究竟是
运气，还是实力？今天，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多位知名投资人，对他们已经投资、且未来看好的投资方向进
行深度解析。 青年报见习记者 明玉君 记者 陈颖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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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在区块链潜心研究
许久的专业创投人，易理华感慨，
过去的2017年，区块链历经了坎
坷，因此对于2018年，他认为在中
国，乃至全球区块链，将迎来更大
的爆发。

谈及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易理
华深表感恩和敬畏。作为一名投
资人，他的想法很简单，即能够在
投资的同时，也想为区块链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众所周知，区块链是一种崭新
的技术载体，其以去中心化、分布
式网络、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
密算法的技术特点构成，拥有无须
信任的信任机器的美誉。从智能

合约、雷电网络、抗量子密码、脱机
交易等技术，正在构建一个全新的
互联网时代。易理华认为，从身边
的事物来看，无论是金融、医疗、教
育领域，还是社交、支付、电商、人
工智能等领域，未来都将成为区块
链的“改造场”。

其实，区块链颠覆并优化了当
下的金融模式。“人类历史上，凡是
跟新金融有关的创新力量，都是不
可阻挡的。”易理华举例说，最早欧
洲国家组建东印度公司去控制印
度，这就是一种金融模式的创新，
而并不是其他武器。所以，在他看
来，这一次的区块链革命，是硅谷
技术派与传统的华尔街资本派的
PK，因此其也会迎来更大的爆发。

何时会爆发？“目前，区块链尚
属早期阶段。因此，包括2018年
在内的未来2至3年，有望成就区
块链的‘爆发’时机。”易理华说，这
就像是互联网在 1995 至 1999 年
的阶段，市场十分狂热，“那时候的
互联网也没有特别大的落地应用，
最早的应用是门户网站，很多人在
那段时间也认为，互联网纯粹是泡
沫。”但到四大门户网站诞生，商业
模式也变得更加清晰，互联网才最
终被市场所接受。

如今的区块链亦是如此，实际
应用场景大部分还没有产生。易

理华认为，区块链传输的是资产，
不仅仅是信息，所以数字货币本身
就是区块链最大的应用。据他预
测，未来，区块链在全球范围的落
地应用还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区块链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因此，当巨头进军区块链，就会促
进整个行业的发展，因为从技术层
面来讲，他们有人才，有应用场景，
这是毫无疑问的。”的确，如今国内
包括腾讯、京东、百度、阿里巴巴等
巨头企业，均发出进军区块链的信
号，如此一来，也会重塑市场格局。

易理华进一步解释说，一直以
来，所有的行业都是大鱼吃小鱼，
但区块链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于，
它的经济模型是全新的，“所以像
阿里这样的公司是‘既有体系下’
的‘既得利益者’，它是否还有必要
在数字货币这个领域做动作，我觉
得不一定。”

关于数字货币，易理华认为，
对中小企业而言这也是一次巨大
的机会，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小
公司在一二级市场的联动，保障发
展应该成为一个机制。“所以，我觉
得小公司有很大的优势，最后还是
强者越强，就看能不能公平竞争，
当然区块链还是相对公平很多，不
像原本大家的竞争都不在一个维
度上。”

柯林有着多年互联网创业和
投资经验，是一位真正的互联网

“老兵”。既是创业者，又是投资
人的双重身份让他在投资中往往

“独具慧眼”，具有独到的个人见
解和投资模式。

“纵观整个 2017 年，我们所
投资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人工智
能、区块链和新媒体营销领域。”
柯林强调，这三大领域是大势所
趋，存在很多发展机会。尤其人
工智能领域，将人工智能的应用
场景和物联网应用场景相结合，
应用在公共事业、智慧停车及物
流方面，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我
们在考察了一些相关创业团队
后，投资了一家人工智能+物联网
企业，目前正在签约中。”柯林说。

区块链方面，近几年，随着比
特币的大热，人们对区块链也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柯林看
来，区块链的应用场景还处在初
级阶段，并没有完全打开。“我们
密切关注区块链真正的场景应用
和技术落地，所投资的相关项目，
主要通过区块链做分布式计算和
分布式存储方面的应用，即在区
块链+云计算方面，进行了尝试。”

此外，随着电子屏的无处不
在，如何利用广告资源进行信息
分发，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也
是柯林及团队关注新媒体营销领
域——电子屏广告分发系统的原
因。“经过考察之后，我们投资了
一家名为‘奥凌’的公司，其主打
业务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的推送，来实现基于位置
的广告分发。”

谈到所投项目的存活情况，
柯林坦言，尽管经历了一定的试
错阶段和运营瓶颈，但通过市场
的检验和同行业竞争后，这些项
目都存活了下来，且发展状况良
好。他强调，除了用户量增长之
外，企业收入也在迅猛增加，预计
在接下来的2018年，部分企业还
会呈现飞跃式的发展。

“严格来讲，我们一直都在关
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
联网、区块链技术等新技术。”柯
林表示，未来几年，将继续关注并
投资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区块链等细分领域的创
业企业，紧随行业发展趋势。

在创投圈，杨歌的严谨、不轻易
出手向来是出了名的。被他看上的
创业项目，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踏进
了成功的大门。当被问及自己偏好
的投资领域是哪些时，杨歌说他从
不赌赛道，任何行业，只要是好的项
目，他都会用心去看，认真衡量。在
2017年，人工智能也被杨歌视为一
个“爆点”方向，由于其被使用的领
域越发广泛，无论是如今已被普及
的人脸、语音等图文类识别，还是未
来在其他落地应用方面，该领域依
旧被许多投资人看好，仍有很大的
上行空间。不过，对于这一领域的
投资，杨歌足足花了三年的时间，在
潜心研究后，才于2017年投资了第

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其实，早在1956年，人工智能

就的概念被提了出来，但当时主要
是指代可体现出智能行为的硬件
或软件。这听起来更像一种计算
机系统，可以执行一些以前需要人
类智能的任务。随后，人工智能的
研究起起伏伏数十年，但一直因为
没有发掘出对人类社会真正有益
的功能而趋于平静。但近年来，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深度学
习”算法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
让其在很多垂直领域获得了真正
的应用，并超越人类的表现。

此外，谈及2018及未来几年
被看好的创业领域，杨歌表示，在
生物精准医疗、生物技术上的发
展空间巨大。“这属于一个长期发
展的行业，周期长、见效慢，因此
对于投资人而言，这个领域的投
资也须尤为谨慎。”杨歌说，这属
于技术门槛高、专业度高的创业
者所涉及的领域，未来包括基因
技术、细胞技术等，都将是生物精
准医疗领域的发展大趋势。

“与此同时，数字货币方面的
投资，我也较为关注。”杨歌告诉青
年报记者，未来，随着数字资产逐
步成为个人与家庭资产的主流资
产配置之一，数字货币未来将登陆
全球主流金融和投资市场。

“‘大麦村’在提供孵化服务
的同时，也会投资一些具有发展
潜力的智能硬件企业。”“大麦村”
智能产品生态孵化器联合创始人
林伟坦言，之所以聚焦智能硬件
领域，除了是对个人职业生涯相
关经验的延续外，更重要的是看
重了该领域存在很多优秀的小而
美公司。“为这些智能硬件企业注
入资金支持，能够帮助它们实现
业务升级和快速成长。”林伟说。

据了解，2017年“大麦村”所
投资的创业项目不单是智能硬件
产品类公司，还涉及服务型公

司。“我们主要围绕智能硬件生态
链，进行了产业上下游的延伸。”

虽然所投项目并不多，但在
林伟看来，这种“吃百家饭”式的
投资模式能够大大规避风险，提
高投资成功率。“比如，2017年，我
们参与投资了一家专门针对物联
网智能硬件服务方向的招聘平
台，主要业务是为智能硬件的初
创企业对接合适的人才。作为服
务型公司，该企业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还拓展了新业务，大大超出
了我们的预期。”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在大浪

淘沙下，个别企业的发展稍显迟
缓。“比如，我们所投资的运动手
环公司，因为深受行业巨头小米
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脱颖而出，
想要有所突破，还需要长时间的
技术积累和市场推广。”

在林伟看来，未来，智能硬件
领域依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
行业机会，尤其在细分市场如智
能家居等方面，会是新的投资方
向。“在谨慎考察的前提下，我们
会继续选择那些比较有发展前途
的智能硬件企业进行孵化和投
资。”林伟说。

潘松在选择创业项目时坚持
“走国际化路线”，即所投资的创业
项目不局限于国内，国外优秀的创
业项目，也会考察并投资。而落实
到具体的投资领域上，潘松坦言契
阔资本主要投资人工智能、大健康
和大消费三大类项目。“因为这三
大类项目体现了人们生活和工作
的刚需，有很好的成长性和广阔的
市场前景。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是我们在投资中着重考量的两个
关键要素。”潘松说。

据了解，2017年契阔资本所
投资的二三十家创业企业，依然集
中在人工智能、大健康和大消费三

大领域，且比例均衡。“比如消费升
级方面，我们投了一家企业叫‘抹
茶实验室’，相比于其他甜品店，这
家店的产品更健康，口感更好，深
受消费者喜欢。当然，除了产品质
量，创始团队对于项目的专注与执
着也是我们看重的，即‘投资，更重
要的是投人。’”潘松强调。

在他看来，每个投资项目都
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也都存在
着不同的发展困难和瓶颈。“但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陪伴创业者共
同成长，同时，投资企业之间互相
合作，抱团发展。”

潘松坦言，令他欣喜的是，

2017年所投资的二三十家企业全
部存活下来，存活率100%，还有很
多项目的发展超出了预期。“比如
岁友空间，这是一家专注于为户
外休闲旅行进行快装建筑设计的
平台，获得了我们的资金扶持后，
企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用户范
围不断扩大。”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聚焦人
工智能、大健康和大消费领域的
企业。”潘松表示，这些领域与科
技的结合，如医用机器人、助残机
器人等细分行业，还包括金融科
技和智能制造等领域，将是他们
关注和投资的重点。

2017年投资最多的领域是哪些？
柯林（汉理资本投资合伙人）：

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新媒体营销是大势所趋

潘松（契阔资本创始合伙人）：

投资大健康、大消费 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投资关键要素

林伟（“大麦村”智能产品生态孵化器联合创始人）：

物联网、智能硬件 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智能硬件企业

预测2018创业领域有望诞生的行业“独角兽”
易理华（优领资本创始合伙人、中沃投资合伙人、FoKing创始人）：

区块链未来有望大规模“爆发”
这不是泡沫 而是优化与颠覆

杨歌（星瀚资本创始人 ）：

基因技术、细胞技术将成为
生物精准医疗领域发展“主力军”

共享与人工智能完全不
是一个等级，共享是一个被
炒出来的“风口”。

他举例说，共享充电宝
就属于短期泡沫的一个典
型，一段时间内创投资金涌
入，但很快就降温了，且共享
充电宝并没有普及起来。对
于新零售，杨歌也表示，这一
概念过于超前，现在展现出
来更多的是形式重于实质，
是一种由表及里的态度，跨
越速度过快，并不能实现其
真正的发展本质。

“伪共享 新零售”
成2018年投资人
最不看好的行业

谈到未来，最不看
好的创业领域，柯林和
杨歌都将手中的“选票”
投给了共享和新零售。

他将那些不被看好的领
域称之为伪模式：伪共享经
济、伪新零售。他认为这些
领域在未来存在较大风险，
并建议创业者要谨慎行
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
网已经成为行业标配，几乎
任何一家创业公司都具有互
联网属性，‘互联网+’越来越
普遍。”在柯林看来，单纯的
互联网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具
有竞争优势，如果不进行业
务转型或产品附加，则很容
易被市场淘汰。而那些盲目
跟风的共享经济项目，如共
享餐巾纸、共享雨伞、共享玩
具等，柯林并不看好其未来
的发展。在他看来，共享经
济所共享的内容必须是高频
次、刚需的产品，如共享单
车、共享住宿等，如果能够与
物联网、区块链结合，会是不
错的发展方向。但目前，很
多市面上的共享项目其实是
蹭热点、盲目跟风，大多是分
时租赁的模式，如共享充电
宝、共享玩具等，都是低值、
易耗品，是伪共享经济，并不
能为用户提供良好的体验
与服务。“这种为了创业而
创业，为了融资而融资的跟
风项目，毋庸置疑，会死得
很快。”

在新零售方面，柯林表
示，作为消费升级的新兴模
式，是以新技术应用作为切
入点，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深
度融合，带给用户全新的消
费体验。但在柯林看来，目
前，市面上一哄而上出现的
无人货架、无人售卖机等，并
不是真正的新零售创业。“这
种伪新零售模式将新零售简
单化了，很难有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

●杨歌

●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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