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我国首家科技金融孵化器，深圳弈投孵化器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孵化“虚拟”化 成果实打实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态学
博士通过大数据深度学习以及自动化管
理，3 个月的作物培养结果相当于有着 15
年经验的高级农艺师；另一位来自华盛顿
大学的博士则研发出主要利用分子同位
素原理制作的检测试剂，可通过 CT 机取
代目前肿瘤活检方式，极大减轻了病人的
痛楚⋯⋯

这些曾经散落在北美各处的“黑科
技”，如今都已被弈投孵化器（温哥华）收
入麾下。作为其开展跨境项目孵化与对
接的其中一环，弈投孵化器意在帮扶中国
企业对接北美技术市场，提升产业创新能
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搭建平台 突出服务

弈投孵化器并没有为企业提供

场地，而是突出专业化与市场化的孵

化服务

6 月 17 日，记者走进位于深圳市高新
区创投广场弈投孵化器的总部，发现相较
国内大多数动辄数千乃至数万平方米的
孵化器，弈投孵化器的场地仅约 1000 平
方米，且并无入驻企业。深圳市商弈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高级合伙人刘佳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弈投孵化器目前是
我国首家科技金融孵化器，也是全国首家
虚拟孵化器。

刘佳说，与传统的孵化器完全不同。
之所以说弈投孵化器“虚拟”，是因为弈投
并没有为企业提供场地，而是突出专业化
与市场化的孵化服务，专注于孵化器的专
业体系和创新创业的公共交流平台的建
设。弈投不提供物理空间和办公场所，凡
是进入弈投的企业无需迁移，这使得孵化
企业所在区域的行政、科技支持和税务管
辖可不受影响，从而降低企业成本。同
时，弈投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服务全球，赢
得无限大的空间。刘佳表示，弈投通过收
取孵化企业入场费以及从在孵企业融资
中收取提成等方式，分享企业的创新增
值，使其在孵化企业的同时能够保持良好
的自我运营状态。

自 2009 年 7 月成立以来，弈投孵化
器的孵化成果实实在在：迄今已孵化 512
家企业，海外天使项目 128 个。其中，高
新技术企业占比高达 79%，销售额过亿元
企业占比 27%，已有 75 家企业成功进行
股权融资，27 家企业已挂牌新三板，125
家企业正在筹备挂板及上市。

刘佳告诉记者，弈投最初成立的出发
点其实只是在于为企业提供创投服务。
然而在服务过程中发现，企业的成长价值
实际上很大程度来源于企业的创新能
力。通过资本市场反推产业升级的方式，

弈投慢慢开始着手介入包含产业创新技
术对接、行业分析、财务模拟、投融资服务
乃至上市筹备等各个方面。发展至今，弈
投已具备了一站式创业孵化体系、独家中
小企业产业升级定向孵化体系、平台 5 大
核心体系、全方位科技金融资源体系、海
外技术创新基地以及全球创新技术导入
机制等六大专业服务类别，可为企业提供
天使孵化、早期孵化以及成长孵化的服
务。同时，弈投还设有弈投学院、弈工坊、
弈享汇、弈投私董会、弈投天下等各类帮
扶企业创新、分享资源、交流国际经验的
增值服务。其中，在弈投学院已有超过 3
万名创业者参与了学习和培训，累计帮助
超过 3000家企业管理者建立了系统的管
理方法和学习路径。

找准痛点 对接需求

认准企业价值痛点，精准对接企

业真实需求，“缺什么补什么”，是弈

投孵化企业的核心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资本战
略的实施过程中，企业缺什么，弈投就帮
助补什么。且这些补缺都是围绕企业的
创新与资本，例如技术升级或产业合作之
类。”刘佳说。为进一步提升企业成长价
值，自 2013 年起，弈投多次组织对接活
动，帮助在孵企业找项目、提升创新力，同
时也为技术团队寻找合适的落户企业，以
便尽早实现技术的商业转化。

通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弈投现已建
立了庞大的先进技术池和专家库，与美
国、加拿大以及香港的 24 所大学的创业

中心和技术转移中心、海外 11 家孵化机
构的 378 个项目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帮助解决技术难题。目前，弈投有 180 个
项目正处于技术转化过程中。

落实企业三年发展解决方案是弈投
专业孵化的主要内容。每一个进来的项
目，弈投都配有专业团队从头到尾跟三
年，将方案中的各项指标分解到年、季、
月，同时，为企业提供行业标杆和行业竞
争对手的情况，并告知孵化企业所从事行
业的“领头羊”实现目标的途径。

于 2013 年入孵弈投的深圳市医诺智
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曾因前期研发及临
床试验的大量投入，导致企业运营资金严
重短缺，面临工资都发不出的窘境。弈投
的项目团队在对该企业进行全面的尽职
调查后，帮助企业完成了其三年的财务及
成长路线规划，对该公司采取两个侧重点
进行孵化：一是通过项目技术孵化入手，
使该公司的项目更完善，从而提升企业融
资能力；二是从资本市场来分析该公司项
目技术的发展前景，设置企业发展路线
图。同时帮助该企业建立起了一套完善
的财务流程制度。2013 年，医诺成功地
融到第一笔资金 1300 万元，得以顺利完
成了产品的完整试验，并和近 10 家权威
医院建立了初步合作。

2015 年，在医诺启动第三轮融资计
划时，弈投孵化器的项目负责人帮其分析
指出，医诺已具备了一个良性的医疗生态
圈，可以产生更多来自于 C 端的价值。因
此，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而言，一个纯粹的
财务型的投资人反而会制约企业发展的
步伐。在弈投的建议下，医诺成功引入了
专注于医药投资的机构，并于今年初完成
融资额达 5500 万元，目前企业估值已超

3亿元。

立足国际 加强合作

企业要成长，不仅要立足创新，

更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利用国际创

新成果为本地企业服务

一项自认为先进的技术项目如果缺
乏国际化视野，待孵化一两年后突然发现
在国际市场上已属落后，就没有任何竞争
力了。因此，弈投对于每一个创新技术项
目的评估，不仅在国内行业市场做好全面
调查，还结合该领域技术在国际上的动态
趋势进行分析。

作为弈投孵化器全球孵化网络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弈投孵化器（温哥华）将立
足国内在孵企业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的
需求，在全球范围内匹配资源并定向培
育，进行跨境孵化，即在相应技术孵化成
熟后再定向匹配给国内的企业，从根源上
有效帮助在孵企业提升产品创新及产业
升级的能力。

刘佳表示，近距离接触国际领先的创
新技术和创新团队，不但可以进一步推进
弈投孵化器全球孵化网络的成功落地，更
将打通海内外创新与人才引进的绿色通
道。据透露，今年 7 月，弈投将启动全球
青年创业驿站项目，征集全球化技术与人
才资源落地中国；以弈投孵化器（温哥华）
为平台载体，辐射至多个北美区域，通过

“全球技术精英计划”与“企业家学徒”两
大模块，吸引国际一流的技术和人才在国
内落地，有效解决国内企业技术创新与产
业升级的问题。

汉能发布全太阳能动力汽车，有望实现中短途“不插电无限行驶”——

太阳能汽车：从实验室到驶上路有多远
本报记者 王轶辰

近年来我国纯电动汽车快速发展，
但蓄电池的续航里程依旧是制约电动汽
车发展的主要瓶颈。“不插电无限行驶”
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7 月 2 日，汉能集团正式发布了 4 款
以太阳能为核心动力的电动汽车。不同
于以往的实验室样品，汉能宣称此次推
出的全太阳能动力汽车完全具备了可商
业化的基础。全太阳能动力汽车一旦

“上路”，也许将改写新能源汽车的历史。
按照汉能的定义，全太阳能动力汽车

是以柔性高效的薄膜太阳能电池芯片技
术及组件为基础，在一定的光照条件下，
通过光电转化和储能系统、智能控制系统
等精确控制管理系统，将太阳能作为汽车
行驶的主驱动动力源的零污染车辆。

太阳能动力汽车 30 年前就已诞生，
至今无法走出实验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
是太阳能发电装置的能源转化效率太
低，早期所采用的单晶硅片太阳能电池
板的能源转化效率只有 14%，这使得其
续航里程只能维持 10 公里左右。而得益
于砷化镓薄膜发电技术的高转化率，汉

能全太阳能动力汽车有着较高的能源转
化率。汉能控股集团副总裁、首席技术
官丁建向 《经济日报》 记者透露，经美
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认证，汉能的
柔性砷化镓薄膜太阳能发电技术最高转
化率已经达到 31.6%，在同类技术中保
持世界纪录。

同时，薄膜芯片还具有柔软、轻
薄、可弯曲的特性，结合可变形车顶，
在保证良好的空气动力性能的同时又能
使太阳能芯片面积最大化，这就解决了
传统太阳能汽车一定要车身尺寸巨大才
能够采集到足够动力的问题。

全太阳能动力汽车的发电量与薄膜
发电组件面积相关。以此次汉能发布的
Hanergy Solar A 车型计算，车身表面
铺设的发电组件面积最大为 7.5 平方米，
阳光照射 5 到 6 个小时可发电 8 至 10 千
瓦时，能够驱动汽车每日行驶 80 公里左
右，每年行驶 2 万公里以上，满足日常交
通需要。这一创新技术可使传统电动汽
车摆脱对充电桩的依赖，有望使汽车中短
途“不插电无限行驶”成为可能。

汉能全太阳能动力汽车的应用场景
非常多，无论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停在停
车场里，只要有阳光就可以发电，即使
是弱光环境下也可以发电。此外，互联

网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使得汽车与电
脑、手机等实现互通互联，车主可以通
过手机 APP 管理太阳能充电模式。此
外，在无光照或长途出行需求下，汉能
全太阳能动力汽车配备的常规锂电储能
电池，同样可以用充电桩充电，最大续
航能力达 350公里。

“高效光电转化率、轻型环保材料的
运用、减重增效的双重保证，以及舒适的
驾乘体验使汉能太阳能汽车最终走出实
验室，成为全球第一台可商业化的薄膜发
电全太阳能动力汽车。”汉能控股集团副
总裁、太阳能汽车事业部 CEO高卫民说。

高卫民表示，全太阳能动力汽车相比
传统燃油汽车，可完全免去车辆的油耗花
费；而相比传统电动汽车，则大幅降低充
电时间成本及费用，既经济又环保。

不过，汉能所推出的全太阳能动力
汽车从结构原理上来看，就是在现有的
纯电动汽车基础上，集成汉能所自主研
发的砷化镓薄膜发电系统。要想大规模
推广应用这一系统，还面临着提升产
量、降低成本的问题。

“这一方面取决于技术革新，一方面
取决于薄膜芯片的应用规模。”高卫民认
为，理论上薄膜发电的转化率可以提升
到 50%以上，从技术角度讲依然有很大

的提高空间。按照测算，转化率每提升
一个百分点，成本将下降 5%至 8%，预
计到全太阳能动力汽车量产阶段，薄膜
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成本将降低 90%以
上，完全可以达到市场可接受的范围。

汉能还将加快设备的国产化改造。
“汉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重组的
同时，也在积极将这些高端装备移入国内
生产，发挥国内综合成本优势，降低成
本。”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说。

除此之外，随着太阳能技术应用日
益广泛，这种薄膜太阳能芯片组件还将
应用于卫星航天器、高空长航无人机，
以及常见的服装、背包、电子产品和移
动终端等，大批量生产及应用也会带来
成本的降低。

在李河君看来，在未来的汽车市
场，销售价格将不再是评价一辆汽车是
否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对于汉能推
出的全太阳能动力汽车，如果仅仅将眼
光聚焦在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下的成本核
算未免狭隘。可以预见的是，全太阳能
动力汽车未来绝不会通过和传统能源汽
车比拼成本和价格来确立优势，而是会
通过更开放的合作，引入更多商业开发
模式，构筑更具有创新性的汽车价值
链条。

安徽庐江

：

大学生回乡创业忙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钱良好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创业直通车”Start
Path 全球项目日前正式引入中国。该项目主办方万事
达卡表示，将借助其全球资源及技术优势，以实际行动
支持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帮助中国创业企业把握机
遇，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据了解，万事达卡“创业直通车”Start Path 全
球项目于 2014 年正式启动，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支持
创新型企业，帮助其获得加速增长。在过去的几年间，
该项目已成功帮助了一批创业企业将创意转化为可兑现
的商业模式，覆盖了包括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物流
以及大数据等多个科技领域。

“创业直通车”Start Path 全球项目为期六个月，
在这期间，每一家入围的创业企业都将获得专业人士的
直接辅导，还有机会将自己的业务与万事达卡的全球支
付科技进行结合。对于加入该项目的创业企业，万事达
卡不会要求其改变运营地点和股权结构，对于创业公司
拥有的任何知识产权，万事达卡也将保证其所有权的完
整性。

6 月 26 日，天刚蒙蒙亮，
郭金言就带领工人在自己的生
产基地忙活开了：将 100 只土
鸡赶进鸡笼、200 尾鲫鱼装进
水箱、1000 公斤葡萄分箱过
磅⋯⋯“客户的车一会儿就
到，我得提前做准备。创业刚
开始，自己吃点苦、流点汗不
算什么，反而觉得很充实，有
奔头！”郭金言擦着额头上的
汗珠，满脸笑容地说。

今年 25 岁的郭金言是安
徽省庐江县庐城镇马店村走出
的大学生，2014 年毕业于安
徽农业大学。当其他同学四处
奔波忙着找工作时，郭金言却
回到了老家，办起一家集休
闲、观光、旅游度假于一体的
农庄，并发展种养业，赚起

“生态钱”。
“我是学农的，农村才是我

创业的大舞台。”郭金言坦言，
“与其在城市过拥挤的生活，还
不如利用所学知识回到家乡干
点事情”。经过两年多的创业，
他的农庄生意红火，300 多亩
土地种植了猕猴桃、葡萄、柚子
等，还饲养了 1 万只土鸡、200
头 猪 、上 千 只 鸭 子 和 2 万 尾
鱼。最近他正在忙着注册一个
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打造庐江
特色农产品集散基地。

近两年来，庐江县已有
1000 多名像郭金言一样有扎根乡村愿望的大学生回乡
创业，谱写了一段段“凤还巢”的佳话。为吸引全国各
地大学生前来创业就业，庐江县千方百计“筑巢引
凤”，出台多项优惠政策，通过减免多项费用、提供补
贴等措施，优化资金环境和政策环境，为大学生创业当
好“娘家人”。

“大学生刚走出校门可谓‘一穷二白’，创业最缺少
的就是资金、项目和技术的支持。”庐江县人社局局长
胡邦开介绍，县里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政策咨询、资
金扶持、专家论证、跟踪服务等“一条龙”就业创业服
务。大学生创业符合政策的还可以享受 10 万元创业担
保贷款和 30万元初始创业引导资金。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一些回乡创业的大学生
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汤池镇果树村徐新海大学毕业
后，带着先进的食用菌种植技术回到山清水秀的老家创
业，还手把手教村里的乡亲们学习新技术，带领 12 户农
户种菇，户均年收入达 5 万元。“家乡环境好，生产出的香
菇品质优，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徐新海话语中带着自豪。

“别人搞种养，我搞销售。”与别的大学生不同，
毕业于西安科技大学的宋振，看重的是“互联网+农产
品”产业链，他 2014 年回到庐江建立“E 庐江网”，自
己当 CEO，着力抢占农村市场，以开放平台为依托，
集线上和线下于一体，打通电商“最后一公里”。目
前，全县入驻“E 庐江网”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开店经营
的商户已达 40 多家。今年 1 至 6 月份，网上销售额达
1000 多万元，其中王巢蜂蜜、白云春毫茶叶、巴根草
土鸡蛋等名牌农产品销售火爆，线上销售额均已突破
100万元。

“创业直通车”助企业创新

2013 年从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毕业的黄兴亮现

在拥有 2 家公司，年销售额达 700 万元。作为公司总经

理，这个喜欢搞技术发明的“90 后”希望把公司办成沟通

实验室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创业 4 年来，黄兴亮发现，最

适合大学生创业初期做的项目应该是“小而美”的，是大

企业看不上、小企业又做不好的，2014 年研发的餐具除

垢剂就是这样一款产品，市场反响很好。图为黄兴亮在

西南大学实验室内做实验。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90后”瞄准“小而美”

图① 来自香港的团队在孵化器内做

创新技术路演。

图② 弈投孵化器（温哥华）外观。

图③ 在孵企业的创业者们正在进行

项目交流。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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