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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创投业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创投机构
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增值服务已成为各创投机
构实力比拼的关键，而这正是英菲尼迪发挥自身
优势的好时机。”在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英菲尼迪投资集团（以下简称英菲尼迪）董
事总经理胡斌如是说。

英菲尼迪自 1993年发起成立基金至今，虽然经
历了几次全球经济动荡，但投资回报率依然达到了
36%。对此，胡斌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英菲尼迪在增
值服务方面的努力。

胡斌表示，作为一家以色列的投资公司，英菲
尼迪在技术和海外资源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因此，英菲尼迪在为企业提供资金的同时，还
能够提供技术、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的增值服务。而
在帮助企业发展、促成并购交易的同时，英菲尼迪
自身也获得了良好的回报。

发挥海外资源优势

在加盟英菲尼迪之前，胡斌曾担任国家开发
银行评审三局创业投资处处长，有着 10多年的创
投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等方面的研究和组
织管理经验。对于创投机构如何为企业提供增值
服务，他有一番自己的心得。

胡斌表示，作为投资管理人，最主要的工作是
为投资人创造较高的回报，而想要创造高回报，自
然要去整合资源，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包括帮助
企业引进技术和核心人才，以及开拓市场等等。

而这正是英菲尼迪的优势所在。胡斌介绍说，
英菲尼迪曾投资一家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该
企业当时已经在香港上市，在行业内也做到了第
二的位置。

但是，在向海外拓展时，该企业遇到了困难。
这家企业希望通过战略合作、收购连锁店或是参
股等形式，和美国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合作，以进
入美国市场。但由于二者多年的竞争关系，对方拒
绝合作，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不予安排。

在这样的情况下，英菲尼迪充分发挥出在资
源方面的优势。恰好英菲尼迪一位以色列的创始
合伙人跟美国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好朋友。一个电
话过去，就把问题解决了。

“很多企业在引进战略投资的时候，往往是谁
出价高就和谁合作。我认为，企业还是应该看到创
投机构在资源方面的优势。”胡斌说。
这种资源方面的优势，也有利于英菲尼迪投

资的退出。
据胡斌介绍，英菲尼迪和全球两三千家跨国

公司都有业务合作，并对他们未来在中国的发展
计划也有充分的了解。
因此，英菲尼迪投资的很多企业，并不是等到

企业上市时再退出，而是在投资两三年之后，待企
业发展成熟，将其介绍给有合作意向的跨国公司。
“我们在之前就做好布局，然后等这些跨国公

司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把‘菜’端给他们。”胡
斌说。
在胡斌看来，这种退出模式是一种多赢的结

局。对于英菲尼迪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可以和跨
国公司合作，加快自身的国际化进程；对于跨国公
司而言，可以省去重新建立工厂和企业的成本；对
于英菲尼迪而言，则能在促成并购后顺利退出，不
必等待漫长的 IPO过程。

做技术“中间商”

除了发挥资源的优势，作为一家以色列的投
资公司，英菲尼迪还善于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为
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并获取更好的回报。
据胡斌介绍，英菲尼迪拥有自己的科学家团

队，所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包括生命科学、新
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现代农业和 TMT等多个
方面，英菲尼迪甚至还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银行。
“这使得我们能够站在技术的制高点上来看

产业的发展。”胡斌说。
得益于技术方面的优势，英菲尼迪能够准确

把握中国企业和产业急需的高新技术，然后去海
外市场，特别是欧美和以色列市场去寻找、评估和
购买这样的技术，再把技术带到中国来，和中国的
企业进行对接。
在具体的对接过程中，英菲尼迪也有多种策

略。比如，可以选择直接把技术卖给企业。如果企
业资金有限，则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建立合资公
司共同发展。同时，英菲迪尼的基金也可以投资和

参股。胡斌将这一模式概括为“技术 +资本”的投
资模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菲尼迪的这
一投资模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国外的技术类公司市

值跳水，这些公司有意出售一些发明专利以挽救
公司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很多企业也想抓住这个
机会购进专利，但双方都面临着找不到合作渠道
的困境。
英菲尼迪在其中发挥了“技术中间商”的角

色，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到中国，推进中国传统产
业的转型升级。
英菲尼迪和山东济宁的合作就是典型的例

子。2010年，英菲尼迪和济宁市科技局、高新区共
同投资成立了济宁英菲尼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第一期规模为 2亿元人民币，济宁市科技局、
高新区与英菲尼迪各出资 1亿元。
“英菲尼迪和济宁的合作，主要是希望能投资

当地的优势产业。同时，也引进国际上一些先进技
术，以及一些成功企业入驻，从而推进当地的产业
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胡斌说。

数据

异言堂

姻本报实习生 周瑶
在近日出台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

五”规划》中，有两个数字颇为引人瞩目———
到 2015年，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 50%以
上，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达到 60%
以上。
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

示，这两个数字的提出，意味着科技引领和支
撑蓝色经济发展的路径已渐趋明朗。
“严格说来，这两个数据的要求不低，但

还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海洋界到
2015年有能力达到这一目标。”山东省科技厅
副厅长、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乃
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科技兴海”前景广阔

我国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当前在科技
的助力下，海洋经济和海洋相关产业正焕发
出新的生机。
李乃胜介绍，以海水养殖中培育高产优

质的苗种为例，需要依靠转基因、细胞融合、
蛋白质修饰及人工性别控制等多项生物技
术。据了解，中国海洋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长
期研究，并取得了相关成果，目前已经可以向
全球供应鲍鱼的饵料。
青岛大学则在海藻纤维方面取得了新的

进展。该校化工学院十余位专家学者承担的
“海洋生物质纤维新材料”课题下的一条生产
线，每年可生产 800吨海藻纤维。用海藻纤维
做成的衣服不仅透气性好，轻便舒适，还有较
强的防火功能。
青岛海洋局也有实验表明，海洋中蕴含着

温差能，特别是在南海，夏天表面水温接近 30
度，但水下 50米到 100米间水温接近零度，两
者温差可以转化为巨大的能量，用于发电。
海洋科技催生的不只是新产业，也重塑

着人们的生活。
据了解，青岛胶州湾很快将启动海水淡

化项目，一天可以生产 20万吨淡水，而整个
青岛市一天用水量为 50到 60万吨。该项目
解决了城市三分之一的淡水问题。
除此之外，青岛的居民小区已经使用

海水制造景观、搭建游泳池，还用上海水源
热泵空调，可用于夏天供凉和冬天供暖。
而据李乃胜介绍，现在海水蔬菜已有十

余种，蓝色水稻也正在发展之中，未来将形成
新的海水产业。

海洋装备是关键

虽然发展前景广阔，但从目前我国的情
况来看，科技对于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

依然薄弱。
据了解，我国的海洋经济总体上仍以传统

产业为主，新兴产业规模较小，主要为劳动力
密集型的粗浅加工，这一点在海水产业和港口
产业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其次是原料性、食品
性产品的出口上市方面，仍缺少高端高附加值
的产品。
海洋装备是海洋产业发展最主要的瓶颈。

李乃胜表示，目前我国航洋领域的科研装备、
产业装备与国外差距悬殊。
山东荣成市的海带采收加工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中国海带产量占据世界的 70%以
上，是世界第一海带大国，山东荣成市则是中
国海带生产的主力军。每年的五六月份，荣成
都要使用大量的劳动力用于海带采捞，并占
用大量陆地面积将海带晒干。而干海带送到
加工厂之后又要占用大量淡水资源进行浸
泡，造成了严重的人力和资源的浪费。
相比之下，美国虽然并非海带大国，却早

已拥有海带收割机。装备这种收割机的船直接
于海上收割并加工，卸船的时候直接生成褐藻
胶、甘露醇等产品，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李乃胜表示，在海洋装备领域，目前我国
自动化的生产线很少，美国、日本等国家在这
类装备的出口方面对我国又有限制。目前我国
大型海洋装备几乎 90%购自俄罗斯和乌克兰
等国家，而且也未必是最先进的。
“这就对海洋装备能力的提升提出了很迫

切的要求。装备国产化将成为建设海洋强国的
重要方向。”李乃胜说。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也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在海洋经济‘十二
五’规划中，相关装备附加值的提升是重要内
容。这表明了政府对于装备制造朝高附加值转
型的决心。”

高端平台缺失

海洋经济“十二五”规划提出，到 2015年，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达 50%，海洋科技对海洋
经济贡献率达 60%，这意味着科技引领和支撑
蓝色经济发展的路径已渐趋明朗。那么，未来该
如何实现上述两项目标的落地？
李乃胜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应瞄准

集成创新和协同创新，某些技术在某一个领域
可能不是最先进的，但将现有的技术集成，在海
洋装备领域就能发挥作用。”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姜旭朝也认

为，涉及到海洋重大攻关技术，国家要联合中国
东部的技术部门、高校，加大攻关力度，进行联
合攻关。只有这样，才可能取得突破。
李乃胜还提出大装备、小装备平行发展的

思路。大装备指的是各种工程船舶，小装备指水
上的仪器仪表。他指出，烟台的来福士、青岛的
西海岸海工基地主要制造大装备，而一些海洋
仪器仪表所则专攻小装备，比如制作各种水上
浮标，成本很低，而且可以用来探测水上数据。
“通过这样的搭配，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装备产
业链。”
薛胜文则表示，海洋经济在科技创新方面

应吸引更多优质专业人才，构建一流完善的研
发平台。“在装备制造、科考事业、深海科技以及
海水淡化产业等方面，我国都处于全球竞争环
境的底端。高端设计研发平台的缺乏是主要因
素。而高端平台的缺失则导致我们无法吸引高
端人才的参与。”薛胜文说。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发布

科技引领蓝色经济路径趋明朗

胡斌：增值服务是创投机构比拼关键
姻本报记者 原诗萌

1月 29 日，住建部发布了首批“智
慧城市”试点名单，获批的城市（区、镇）
共计 90个。住建部表示，其目的在于
“从方法论高度重新认识发展和规划”。

耐人寻味的是，消息公布以后，反
响最大、最兴奋的却不是房地产行业，
也不是长期推广相关技术理念的
IBM、西门子等公司，而是财经界和股
评人。一时间大家都在揣测，哪些板块、
哪只股票将会受“智慧城市”的消息激
发，一飞冲天？

智慧城市是城镇化的延伸和阶段
性进程。就这一点而言，其实中国早就
在路上了。其中比较关键的几个细分领
域，如智能交通、云计算，很长时间以来
都是股票市场追逐的热点。根据有效市
场理论，其利好早已被某些有“先见之
明”的投资者消化殆尽。

例如创业板上市的赛为智能，其股
价在去年 12月初还不到 10 元，到“智
慧城市”消息发布之前已经涨到了近
25元，上涨幅度超过 150%。即使在银行
股已经吸足大部分投资者眼球的前提
下，这个涨幅也堪称惊人。因此，在“智
慧城市”消息发布之后再去寻求相关个
股的成长空间，笔者认为没有太大价
值。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住建部关于
“智慧城市”的计划仍然强调其承担着
对经济的投资拉动重任。经历了前几轮
大规模的投资刺激之后，传统项目的边
际效应明显下降，因此，智慧城市接过
了接力棒。

然而，当下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两大
难题———铺天盖地的雾霾和噩梦般的
城市道路阻塞，恰恰是 GDP追求论的
代价。

那么，既然住建部的“智慧城市”是
为了从传统项目手中接力，我们有什么
理由相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投资拉动
能够有彻底治理雾霾和交通阻塞的动
机和魄力？

就像在某些城市发展中常见的口号：“今天的不
便，是为了明天的方便！”老百姓等来的结果却是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工程复工程。当每一次的“明天”变成
“今天”之后，人们渴求的方便却依旧停留在“明天”，
“今天”永远是不变的不便。这其中的缘由笔者认为并
不复杂，就是投资利益驱使，结果便是地方政府投资主
体“一厢情愿”之后的集体非理性。

此外，笔者认为还需要警惕一种可能性：就是防止
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阶段性成果被住建部一纸“智慧城
市”撕得粉碎。区域人口与地方经济总是在某些局部利
益的驱使下，被描绘成一个又一个的新“中心”，从而在
旧的地价、房价尚未降落之前，再形成一个个新的高
地，而且它们的等高线还可能在“智慧城市”这张大旗
下越描越红、越画越大。

发展智慧城市是一项长期战略，我们必须密切关
注和监督的是，获批“智慧城市”的地方政府是否在投
资回报和财政等几方面的收益外，追求更多社会性的
长远收益。换句话说，鄂尔多斯的“鬼城”康巴什新城有
必要成为一个不再被其他城市复制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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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

目前我国科技对于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依然薄弱。 图片来源：http://www.qd.chinanews.com

胡斌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投中集团获悉，2013
年 1月，仅有 4家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完
成 IPO，合计融资 32.8亿元，环比下降 87.4%、
同比下降 56.9%，A股 IPO再交“白卷”。

受市场行情低迷及元旦、春节假期等因
素影响，2013 年 1 月中企 IPO 再度沉寂，数
量金额创近三年新低。从单笔融资金额来看，
本月平均单笔融资规模为 8.2 亿元，较上月
大幅回落。机构退出方面，2013年 1月，仅有

滉达富控股 1 家 VC/PE 背景企业成功登陆
资本市场，投资机构高诚资本实现退出，合计
获得账面退出回报 0.7 亿元，账面回报率为
2.24倍。

从具体市场分布来看，2012 年 1 月完成
IPO 的 4 家中国企业全部选择在港交所上
市，受发审大门持续关闭、“史上最严财务核
查”等因素影响，本月 A股 IPO 再交“白卷”，
重启时间尚不确定。 （贺春禄）

一月 A股市场再交“白卷”

本报讯 根据易观国际近日发布的数据，
中国企业 IT支出在 2012年达 1.5万亿元，其
中传统制造业 IT 支出为 3091亿元，占整体
IT支出 20.5%。

易观国际指出，制造业作为中国的主要经
济组成部分，其 IT支出一直位居行业之首。但

在 2012年经济环境影响下，传统制造业尤其
是其中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在 IT方面的支出受
到较大影响。易观国际认为，传统制造业的 IT
支出在 2013年仍将会受此因素的影响保持较
低的增长速度，预计将会增长 12.43%，达到
3457亿元。 （李准）

制造业 IT支出将达 3457亿元

本报讯 国际数据公司（IDC）近日发布
的报告显示，全球大数据技术及服务市场
复合年增长率将达 31.7% ，2016 年收入将
达 238 亿美元，其增速约为信息通信技术
（ICT）市场整体增速的七倍之多。

在广大现有和新兴细分市场中，大数
据市场融合技术与服务，正形成迅猛的发
展势头。尽管未来发展会存在多种可能，供需
也存在着变数，但 IDC认为，2012年 ~2016 年

期间该市场仍将呈现强劲的增长。
IDC 商业分析及大数据研究副总裁戴

思·维赛特（Dan Vesset）表示：“大数据技术
及服务市场呈快速增长之势，给全球带来
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机遇。目前大数据已成
为许多企业高管议事日程中的一个重要议
题，而对于那些擅长技术分析的人才而言，大
数据也带来了不少极具吸引力的工作机会。

（张伟）

大数据市场规模有望达 238亿美元

本报讯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首次超越
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智能手机市场。据拓墣
产业研究所统计，2012 年中国功能手机出货
量达 2.02亿支，同比下降 19.5%，智能手机出
货量为 1.88亿支，同比增长 77.4%。预计 2013
年中国功能手机出货量为 1.64亿支，同比下
降 18.8%，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2.56亿支，同比

增长 36.2%，其中国产品牌市占率合计 57%。
平安证券近日发布研报指出，智能手机发

展的趋势已不可阻挡。随着智能手机芯片技术
的成熟和产能的提升，除了传统国产手机厂商，
诸多 IT、互联网企业甚至传统家电等企业都竞
相加入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未来国内手机市
场的竞争将愈发激烈。 （李准）

去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达 1.88亿支

http://www.qd.chinanew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