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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 2016 年，曾经热潮涌动
的“双创”遭遇了资本寒冬。创业平台 36
氪的数据显示，65.85%的创业者表示近期
最让自己感到焦虑的是“账上就快没钱
了”；39.02%的创业者表示现金流吃紧，仅
够 支 撑 未 来 6 个 月 公 司 的 运 营 ；还 有
35.67%的创业者卡在了青黄不接的当口，

“现金流相当紧张，等待新融资到位”。难
怪有人说，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凉了。

可是，投资人却并不这么看。“从投资
的整体金额和投资项目来看，2016 年我们
的投资力度远远超过上年。”达晨创投文旅
基金副总裁、北京总部TMT投资部总经理
何士祥统计一年“战绩”后，感觉“不差钱”，

“现在好的投资标的比投资公司还要少，就
像在大街上买白菜，街上全都是想买白菜
的人，但已经没有好白菜了”。

投资人多，好项目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差距？
在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总裁陈杭看来，这是创业潮兴起几年后
的必然结果。中国文化产业基金曾经投资
了 39 家企业，基本上都是行业排名前 5 位
的公司。

他觉得，“有好项目的创业者就像山里
的兔子，曾经满山都是，投资人随便逮哪只
都行。到今天，兔子基本上没有了，要么被
投资人投了，要么这些企业已经上市了”。

换句话说，各个行业容易变现的商业
机会大都已经被发掘了，要么在现有基础
上诞生更具变革性的商业模式，要么就需
要发掘之前创业者没有留意的新领域。据
统计，现在全国有 2 万多个基金，但好的项
目有限。一旦有好项目出现，投资人会抢
着投钱。

水木资本的创始管理合伙人唐劲草表
示：“经历了前两年的泡沫，现在投资人对
项目评审更加严谨。很多优秀的融资在项
目上是不缺钱的，首期的融资规模很大，融
资速度也很快，但那些不是很优秀的项目
就会很困难。”

比起一窝蜂地见项目就给钱，投资人
已经逐渐细分，在各自擅长的投资阶段和
投资领域寻找项目。有的投资人喜欢投中
后期的项目，不愿意冒险，有的投资人则喜
欢小而美的项目，有的人只看成长前景。

近期，建银国际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汪泓溦最看好旅游项目。“中国人对旅
游的热情，全世界有目共睹，更何况我们正
面临着旅游升级。”他用互联网的眼光，把
旅游看作一个平台：“比如旅游+体育，马拉
松需要有很好的地方跑；旅游+影视，《爸爸
去哪儿》把很多旅游景点带起来了；旅游+
地产、旅游+小镇模式，落户北京的环球影
城、古北水镇都是非常好的项目。”

人工智能也是当前被普遍看好的领
域。线性资本合伙人王淮相信人工智能会
先在一些具体领域爆发。“金融是一个强数
据领域，智能化能够加强数据的作用，所以
在互联网金融里面应该有很强的应用。”王
淮说：“在数据性很强的消费领域，从消费
品、安全等相关角度来看，用户画像、智能
推荐、智能导购都是基于数据可以用 AI 机

器人来帮助实现的。另外，ADAS 辅助驾
驶也是一个典型的场景。”

赶风口易，找方向难

风口的说法鼓舞了一批人。投身最火
热的行业，是不是会过得温暖一些？

诺亦腾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 刘昊
扬对资本寒冬的提法并不“感冒”。“资本寒
冬过一段时间就会有，2016 年也不是头一
回了。”他很诚实地说：“我以前也没觉得融
资有多么简单，而且以前的融资比现在还
难。”他曾经连续 18 个月没有收入，不停地
往外掏钱，项目进展缓慢。

刘昊扬很早就开始做虚拟现实，2011
年创业时大家都不知道VR，诺亦腾的商业
计划 PPT 里提的是“实时 3D 人机交互”。

“听起来很晦涩，也联想不到多大商业价
值。现在流行的虚拟现实关键词，比如可
穿戴设备、智能硬件等，早期根本没有，想
要让投资人理解都很吃力。”刘昊扬回忆。

面对困境，刘昊扬始终坚信科技与文
化相融合是有前途的。果然，虚拟现实在
2015 年下半年爆发。羊年春晚上，首位虚
拟主持人吉祥物阳阳与主持人撒贝宁同
台，也让诺亦腾进入了公众视线。

VR火了，但刘昊扬并不觉得自己是赶
上了风口。“大家总是习惯看什么是风口，
但所谓的风口什么时候出现不可预测。”刘
昊扬说，“作为创业者，我们能做的就是要
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坚持往下走，如果方
向反了，等多久风口都不会出现”。

创业者要顺势而为，将眼光放长远，结
合自身的优势找准“创业基因”，并且通过
准确定位明确商业化方向，坚定前行。

创业趁热，市场不冷

跟刘昊扬一样，北京创业公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循序同样赶上过风
口，并且风口的风依旧在吹。刘循序所在
的“创业公社”以扶持创业者为主要业务，

目前有1300多家创业者在平台上注册。
2013 年，创业公社靠 100 万元起家，

2015 年完成了 A 轮融资。“创业公社的使
命是两个，一是作为存量资本的专业专家
管理者，二是双创生态服务的引领者。”刘
循序说。2013年到2014年，创业公社以城
市存量资产为主，提供创业者空间和政策
服务，2015年至2016年完成了数据和金融
服务的所有准备工作，用刘循序的话说，是
实现了“1.0版本到2.0版本的升级”。

现在，他又在谋划 3.0 版本，他选择了
垂直孵化，在原来主要孵化科技公司的基
础上围绕产业链建基地，目前已在北京拿
下 8 个基地。同时，创业公社也提高了服
务的针对性和效率。

因为自己做得够踏实，所以寒冷的资
本冬天对创业公社来说不是太冷。刘循序
相信，企业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在资本市场
里就有多暖。归根结底，要想提高创业的
成功率、减少失败，主要是提高自身创业能
力，并对市场做好分析、预判，正视市场风
险，也要做好面对失败的心理准备。

从投资金额看，优秀创业项目“不差钱”——

发掘“双创”好项目 资本市场总是春
本报记者 佘 颖

融资从来不简单，以前比现在还难。
现在成功的这批企业家，大都靠自己辛辛
苦苦、起早贪黑地挣下第一桶金，还有的
靠家人支持，或者卖房创业。最近网上流
传一个回顾 1999 年的帖子，上面写道：

“在杭州，湖畔花园风荷苑 16 幢 1 单元 202
室，马云对他的十八罗汉说，我们要建世
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然后说，‘现
在你们每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
全部拿出来’。”

他们当时可没有金融机构的创业优
惠，没有国家的补贷投联动体系，没有持
币随时准备入场的社会资本，也没有税费

减免、五证合一、创业培训、免费场地等
扶持创业的配套政策。至于那种靠一本商
业计划书就能融到成百上千万元的好事，
更是天方夜谭。

但是，最近两年的创业者们却对这一
切习以为常。投资最旺的时候，许多项目
的天使轮融资就能估值过千万元，让后来
的投资者很难接盘；还有很多领域被热钱
烧出了虚火，比如当年的O2O，补贴来的
客户根本不是会持续消费的目标人群。

创业者们怀念热钱遍地的日子，其实
是不正常的“厄尔尼诺”。现在所谓的资
本寒冬只不过是逐渐成熟的投资人回归了

正常，只留下过惯了好日子的创业者缅怀
往昔。

说实话，现在的投资圈依然不够成
熟，局部温度还有些虚高。以共享单车领
域为例，仅2016年下半年时间，这个行业
就吸引了数十家创业公司，超过20家投资
机构和约3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额。扎堆爱
上骑车出行的投资圈有没有泡沫？估计是
有的。

一个成熟的创投市场，创业者和投资
者都不该跟风。中国创业大潮还需要继续
大浪淘沙。等到创业者不盲目，投资者不
投机了，创投的良性生态才算形成。

创业投资都不该跟风
若 瑜

2016年发明专利省（区、市）排行榜发布——

最 强“ 大 脑 ”花 落 谁 家
本报记者 沈 慧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作为地区发展
战略性资源和竞争力核心要素的知识产
权，其作用日益凸显。又是一年专利排行
发布时，今年“参赛者”中谁可争锋？

在 2016 年发明专利省（区、市）授权榜
上，苏京粤毫无悬念地蝉联了前三名。事
实上，这种情形已经持续数年，除了各自名
次略有调整，自 2014 年以来三地在榜单上
的“地位”从未被撼动。其他“金榜题名”的
省份亦保持了相对稳定：浙江、上海、山东、
安 徽 、四 川 、湖 北 、陕 西 分 别 以 26576、
20086、19404、15292、10350、8517、7503
件的专利优势，跻身榜单“前十强”。

仔细分析申请十强榜，上海大学知识
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发现，很多都是熟悉
的“老面孔”，比如同 2015 年度相比，除了
湖北替代了重庆以外，山东、安徽、浙江等
地只是相互顺序发生了些许变化。

纵观两份榜单，前十名中绝大部分都
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这是因为知识产权
发展水平作为函数，其最大的自变量就是
科技进步及其科研活动。一般来说，发明
专利源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陶鑫良解
释，即使同样的政策引领，总是春江水先
暖，向阳花早开。所以，发明专利前驱省市
多聚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地区，且一年
年变化不大也顺理成章。

在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正志
看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迄今
仍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态势，整体看我
国知识产权发展水平也存在从“东部沿海
地区”到“中部过渡腹地”再到“西部边远地
区”逐渐降低的梯度形态，这是事实反映，
也是正常态势。“但也要看到，我国‘东高西
低’的知识产权发展梯度正在逐年缩小。”
王正志强调。

值得注意的是，继问鼎 2015 年发明专
利省市申请、授权“冠军”后，2016 年，江苏
再次以 184632 件的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
和40952件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折桂。

经济下行压力下，发明专利申请和授
权量“齐头并进”的江苏“速度”是怎样炼成
的？透过 2016 年的一份文件或可管窥一
斑。前不久，《江苏省专利发明人奖励办
法》明确，进一步完善专利发明人激励机
制，设立江苏省专利发明人奖，每两年评审
一次，每人奖励 10 万元，由省政府颁发证
书和奖金。

当然，政策给力只是一方面。陶鑫良
认为，近几年江苏在榜单上一直居高不下，
除了与科技创新大踏步向前有关外，一个
重要原因是江苏已经聚集了一批在知识产
权运营中吃过苦头或尝过甜头的先知先觉
企业，并形成了良好的知识产权氛围。

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个
典型。2001 年，随着新型抗癌药——泽菲
研制成功并上市，美国一家公司举起专利

“大棒”，以侵犯其工艺专利为由对豪森提
起专利侵权诉讼。幸运的是，研发之初豪
森药业就有所警惕，对该公司的专利“雷
区”作了精准判断。如今打赢“翻身仗”，泽
菲自上市以来已累计销售数十亿元，而以

此为契机豪森药业已建立起了完善的知识
产权保护和应用制度。

依专利之剑笑踞市场的豪森药业，只
是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
影。不过，现实却不容乐观。陶鑫良坦言，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多而欠
优、散而欠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实现
量质并重仍是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中一个

“老生常谈、常谈常难、常难常新”的老大难
问题。

一个突出表现是很多专利寿命“过
短”。据报道，截至 2016 年 6 月份，镇江
市国内有效发明专利已达 7989 件，然而
有效发明专利平均“寿命”仅为 4.06 年。
其中，“寿命”5年以上的发明专利只占总
数的 24.53%，超过 10 年的仅占 1.79%。
这样的“遭遇”并非孤例。根据陶鑫良的
说法，在我国，发明专利权有效期一般多
为四五年。

“知识产权的精髓在于应用，发明专利
的威力在于实施，数量布局、质量突破战略
现在到了关键阶段。”陶鑫良说。

图① VR 在 2016 年初成为创业风口，却又在不到一年时间
里陷入低潮。图为一位消费者在体验华渔公司的VR产品。

图② 共享单车在2016年下半年爆发，摩拜、ofo是拿到最多
投资的两家，小黄车、小橙车遍及各个角落。

图③ 大学生创业一直是国家扶持的重点，很多明星项目都来自校
园。图为北京一所职业学院学生自主研发的太阳能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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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时段的交通就是通勤者的噩高峰时段的交通就是通勤者的噩
梦梦。。有世界知名公司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有世界知名公司致力于通过技术创
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空中客车集团在空中客车集团在
20162016 年成立了一个名为年成立了一个名为““城市空中交通城市空中交通””
的部门的部门，，专门研究自动飞行器专门研究自动飞行器，，并将要推并将要推
出名为出名为““CityAirbusCityAirbus””的飞行出租车的飞行出租车，，计划计划
在在20172017年底开始测试年底开始测试。。

空客发布的飞行出租车项目计划意空客发布的飞行出租车项目计划意
在以在以““空中出租车空中出租车””这一创意解决地面交这一创意解决地面交
通难题通难题。。空中出租车的运营模式将类似空中出租车的运营模式将类似
当下流行的网约车当下流行的网约车，，用户可以使用手机应用户可以使用手机应
用预订车辆用预订车辆。。空客公司首席执行官空客公司首席执行官 TomTom
EndersEnders 表示表示，，100100 年前年前，，城市交通发展到城市交通发展到
地下地下，，现在则是时候飞上天空了现在则是时候飞上天空了。。空客公空客公
司希望新技术绝对清洁司希望新技术绝对清洁，，避免给拥堵的城避免给拥堵的城
市带来进一步污染市带来进一步污染。。

空客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执行官罗丹空客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执行官罗丹··
利亚索夫利亚索夫（（RodinRodin LyasoffLyasoff））表示表示，，““空中出空中出
租车租车””可以像汽车共享车队那样运营可以像汽车共享车队那样运营，，并并
认为新飞行器可以替代全球数百万辆地认为新飞行器可以替代全球数百万辆地
面汽车面汽车。。

拍照是手机的重要功能拍照是手机的重要功能。。尽管智能尽管智能
手机变得越来越轻薄手机变得越来越轻薄，，但是后置摄像头还但是后置摄像头还
是难免会突起是难免会突起，，影响手机的美观影响手机的美观，，受当前受当前
技术的限制技术的限制，，制造商很难做出薄于制造商很难做出薄于 55 毫米毫米
的设备的设备。。有研究者针对这一问题寻求有研究者针对这一问题寻求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德国弗劳恩霍夫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光学与应用光学与
精密工程精密工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开发出了一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开发出了一
种仅种仅 22 毫米厚的平面摄像头毫米厚的平面摄像头，，这款摄像头这款摄像头
名为名为““faectVISIONfaectVISION””，，是科学家们受昆虫是科学家们受昆虫
复眼的启发而打造的复眼的启发而打造的。。该摄像头的特殊该摄像头的特殊
之处在于其拥有之处在于其拥有 135135 个微镜头个微镜头，，而不是较而不是较
大的大的““一整个一整个””。。这意味着每个镜头都可这意味着每个镜头都可
以捕捉拍摄对象身上的部分内容以捕捉拍摄对象身上的部分内容，，然后像然后像
马赛克拼板一样合成一张大图像马赛克拼板一样合成一张大图像。。

当 前 该 摄 像 头 只 能 做 到 最 高当 前 该 摄 像 头 只 能 做 到 最 高 400400
万像素万像素，，比较适合在自动驾驶汽车传感比较适合在自动驾驶汽车传感
器器、、印刷业品控以及医疗工程等领域投入印刷业品控以及医疗工程等领域投入
使用使用。。在进一步发展之后在进一步发展之后，，faectVISIONfaectVISION
摄像头有望超过千万像素摄像头有望超过千万像素，，那时这款摄像那时这款摄像
头将有望在智能手机上实现应用头将有望在智能手机上实现应用。。

点评点评

创新的使命和动力是改变生活创新的使命和动力是改变生活。。汽汽
车车、、火车火车、、飞机等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飞机等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
个人电脑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则改变了人们的生智能手机等则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沟通方式活方式和沟通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更更
多的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多的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通过产业化形通过产业化形
成产品并走向市场成产品并走向市场。。

不过不过，，创新也不是创新也不是““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很很
多时候创新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不多时候创新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不
彻底彻底，，会带来新的问题会带来新的问题，，甚至会出现甚至会出现““按下按下
葫芦起来瓢葫芦起来瓢””的困局的困局，，这就需要创新者进这就需要创新者进
一步了解市场和用户的需求一步了解市场和用户的需求，，不断试错不断试错，，
对创新成果不断更新对创新成果不断更新，，甚至将多种功能叠甚至将多种功能叠
加在一种产品之上加在一种产品之上，，形成形成 11++11＞＞22 的效果的效果，，
通过迭代创新的方式通过迭代创新的方式，，让产品和服务更加让产品和服务更加
完善完善。。

迭代创新让应用无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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