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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智基金艾渝 :以产业投资引领智能经济新浪潮

本报记者 林荣华

日前，光大控股联合旗下科技核心战略平台特斯联共同设立“光大控股智能新经济基金”（简称光智基金），基金目标规模100亿元，已认缴 70亿元，将分别以人民币、美元双币基金形式设立。

光大控股新经济负责人、特斯联创始人兼 CEO艾渝认为，产业风口正从新经济向智能经济迁移，做好智能新经济投资，关键在于占据“制高点”，即站在产业链顶端，秉承顶层设计者的格局观，评估和判断各条分支链路以及横向关联产业的价值，从中选取优质标的。

瞄准智能化投资蓝海

为何要在此时发起成立聚焦于智能经济领域的光智基金？ 艾渝表示，智能经济的崛起，将带来不亚于新科技革命的投资机会，新的巨头必将由此产生。 选择此时入局，正是瞄准了这一必将诞生新巨头的投资蓝海。

“智能经济就是一场新科技革命。 ”艾渝如此断言。 他说：“如果说上一次科技革命是互联网主导的，让‘BAT’这些互联网巨头超越了石油、银行等传统行业巨头，这一轮智能经济同样会重塑整个商业环境以及产业架构。 ”

艾渝进一步指出，2016年AlphaGo战胜李世石可以认为是人工智能的元年，而2020年则是人工智能进入应用落地的元年。 他认为，5年以后中国市值前 20的科技公司，会有30%左右属于智能新经济领域的企业。 “这些企业不同于上一代互联网公司主要借助中国的巨大市场和人口红利 ，而是会通过走向全球化来完成自身的发展。 ”艾渝说。

今年7月，光大控股宣布联合旗下科技战略核心平台特斯联共同发起设立光智基金，这是对 2016年成立的光大控股新经济系列基金的升级和迭代，是新经济基金的2.0版。 艾渝介绍，此前光大控股新经济系列基金已经完成了约 300亿元的投资，投资了超过 70家新经济企业，其中不少公司已经上市或完成新一轮融资，已投项目包括商汤科技、第四范式、爱奇艺、网易云音乐 、美团点评、每日优鲜、蔚来汽车、小鹏汽车 、京东物流、银联商务等。

随着投资红利由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核心向以智能新经济为核心迁移，这只基金也将顺势聚焦于智能新经济领域的技术落地和商业应用 ，尤其是围绕AICITY（智慧城市）的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投资。

艾渝表示，早在智能经济发展初期 ，团队已经提前布局了一批智能经济的硬科技项目，构建技术壁垒，代表项目如商汤科技、奇安信 。 随着技术的发展成熟，接下来智能新经济赛道将会迎来技术应用和解决方案的大爆发，而这只经过迭代的基金 2.0版也将加紧布局这一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光智基金延续了此前新经济基金人民币、美元双币基金的形式。 艾渝表示：“采取双币基金的形式主要是为了保持灵活性，两者的比例可能在 1：1左右。 美元基金会考虑一些海外并购机会以及上市公司回归港股、A股等。 目前有些海外公司在国内已经有良好口碑和固定客户 ，为了更加便捷地在国内开展业务，也在寻求与国内产业领域中有一定地位的头部公司或机构进行并购合作，或设立合资公司 。 ”

智慧城市拥有万亿市场

智能经济赛道繁多，如何把握其中的关键投资机会？ 艾渝认为，做好智能新经济投资，关键在于占据“制高点”，即站在产业链顶端，秉承顶层设计者的格局观，评估和判断各条分支链路以及横向关联产业的价值，从中选取优质标的。

而赋予智能新经济基金这种顶层格局观的，则是其近年来不断深入AI+产业链上下游，围绕产业做投资的理念。 以特斯联为例 ，随着对这家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领域“独角兽”的深度孵化，光大控股新经济基金已经对智慧城市赛道的技术、机会、重要市场主体、关联产业与产品等积累了认知。 在此之上，叠加金融与资本赋能，从而最终确立了智能新经济基金以AICITY（智慧城市）为中心，辐射AI+及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方向。

艾渝说：“光智基金会聚焦以AIoT技术打造的AICITY领域，关注AICITY建设中涉及的软件、硬件 、安全、物联网、无人驾驶、机器人等一系列细分领域的企业。 ”艾渝表示，以前的智慧城市投资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和智慧政务方面 ，但随着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据的获取和产生成本降低 、数据量增大，叠加5G低延迟和高容量传输技术，围绕AICITY的技术应用与前沿科技的联系更紧密 ，且日益覆盖城市生活的多个层级，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艾渝介绍 ，新基金将以城市级平台思维，系统审视城市的各种产业链和服务场景 ，找到潜在投资机会，构建智能新经济生态 ，打造万亿智慧产业链。

对此，艾渝做了一个类比 ：如果把围绕AICITY的投资看成“造车”，那么团队要做的事就是以“整车厂商”思维，管理和研究AICITY领域内的多条分支产业链和场景，从中找到技术最优、解决方案最佳、能够显著提升效率和颠覆传统的项目。 比如，每个AICITY应用场景都要开发软件 ，会涉及软件平台的产业链；海量数据的获取接收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感知系统，也会涉及物联网相关产业链等等。 作为站在整个生态顶端的“整车厂商”，将挖掘上下游各个环节中具备技术优势的企业，并将整个产业链整合起来，最终把城市这个产品升级成AICITY。

今年4月，基金的第一个AICITY项目“光大人工智能产业基地”已在重庆破土动工。 以AICITY为平台，智慧停车 、无人驾驶机器人、智能管廊、智慧办公、智慧垃圾分类等超过30种智慧场景解决方案将在此落地。 艾渝透露 ，AICITY因踩准新基建风口，未来也会有地方产业引导基金参与其中。

挟先发优势引领行业发展

艾渝认为，光智基金的独有优势在于横跨产业参与者和投资人双重身份 。 作为产业深度参与者，2016年，艾渝创立了特斯联，对特斯联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 ，最终聚焦于AIoT领域。 目前，特斯联已成长为国内AIoT领域“独角兽 ”，由其主导的智慧城市项目AICITY已在包括重庆 、沈阳等多城落地。 今年 7月，特斯联成为迪拜世博会官方首席合作伙伴。 这是继西门子、思科、埃森哲 、SAP之后迪拜世博会选中的第四家科技类官方首席合作伙伴，也是唯一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

作为投资人，团队既能从基金的财务投资和金融背景角度为企业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和财务管理建议 ，又能从行业角度为企业提供“点对点”的业务把脉和趋势预判，并在AICITY的一系列布局中帮助很多企业对接地方政府 ，帮助智能经济企业实现全国落地发展 。

得益于对产业的深度参与，光大控股智能新经济基金在募资和投资两端都具备了相当的优势，并挟这股先发优势引领行业发展 。

艾渝说：“我们对AICITY的布局在战略层面与近年来地方的新基建需求不谋而合，地方政府从产业规划到基金融资都给予了相当力度的支持，认为我们是一支能够激发地方经济活力，促进城市智能新基建发展，引领他们进入智能经济深水区的有生力量。 在企业端，出于对我们产融结合背景的认可，以及看到了AICITY对其业务拓展带来的实际助力，很多企业都将我们看作战略投资人，从投资额度、时间、条款都给予了相当的优待。 ”

产业的深度参与者身份也进一步增强了智能新经济基金对产业的深度理解和信心。 艾渝表示，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看，一开始催生的是偏硬件的公司，到后来陆续出现亚马逊、阿里巴巴这类帮助传统行业升级的平台型公司巨头。 就智能经济而言，下一步会出现很多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为核心，同时又切入应用层面的超级平台型公司。

“今日头条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它以技术为切入点，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平台，并走向全球化。 为什么智能技术的大型应用会首先在信息流这一领域落地？ 这是因为相比其他传统领域，互联网信息是首先完成数据化过程的领域，因此落地速度最快。 ”艾渝举例说。

艾渝认为，放眼未来，中国还有众多诸如医疗、零售 、城市这样的行业和场景有望通过技术的提升和数据的增加，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并涌现出很多平台级的巨头，催生超级“独角兽”，甚至是“稀缺恐龙 ”。 “我们的智能新经济基金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投资并培育出一批新的千亿美元级的企业，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已经从战略层面做好了一切准备 。 ”艾渝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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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智能化投资蓝海

为何要在此时发起成立聚焦于智

能经济领域的光智基金？ 艾渝表示，智

能经济的崛起，将带来不亚于新科技革

命的投资机会， 新的巨头必将由此产

生。 选择此时入局，正是瞄准了这一必

将诞生新巨头的投资蓝海。

“智能经济就是一场新科技革命。 ”

艾渝如此断言。 他说：“如果说上一次科

技革命是互联网主导的，让‘BAT’ 这些

互联网巨头超越了石油、银行等传统行业

巨头，这一轮智能经济同样会重塑整个商

业环境以及产业架构。 ”

艾渝进一步指出，2016年AlphaGo

战胜李世石可以认为是人工智能的元年，

而2020年则是人工智能进入应用落地的

元年。 他认为，5年以后中国市值前20的

科技公司，会有30%左右属于智能新经济

领域的企业。“这些企业不同于上一代互

联网公司主要借助中国的巨大市场和人

口红利，而是会通过走向全球化来完成自

身的发展。 ” 艾渝说。

今年7月，光大控股宣布联合旗下科

技战略核心平台特斯联共同发起设立光

智基金， 这是对2016年成立的光大控股

新经济系列基金的升级和迭代， 是新经

济基金的2.0版。 艾渝介绍，此前光大控

股新经济系列基金已经完成了约300亿

元的投资，投资了超过70家新经济企业，

其中不少公司已经上市或完成新一轮融

资，已投项目包括商汤科技、第四范式、

爱奇艺、网易云音乐、美团点评、每日优

鲜、蔚来汽车、小鹏汽车、京东物流、银联

商务等。

随着投资红利由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为核心向以智能新经济为核心迁移，这

只基金也将顺势聚焦于智能新经济领域

的技术落地和商业应用， 尤其是围绕

AICITY（智慧城市）的产业链上下游进

行投资。

艾渝表示，早在智能经济发展初期，

团队已经提前布局了一批智能经济的硬

科技项目，构建技术壁垒，代表项目如商

汤科技、奇安信。 随着技术的发展成熟，

接下来智能新经济赛道将会迎来技术应

用和解决方案的大爆发， 而这只经过迭

代的基金2.0版也将加紧布局这一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光智基金延续了此前

新经济基金人民币、 美元双币基金的形

式。 艾渝表示：“采取双币基金的形式主

要是为了保持灵活性，两者的比例可能在

1：1左右。 美元基金会考虑一些海外并购

机会以及上市公司回归港股、A股等。 目

前有些海外公司在国内已经有良好口碑

和固定客户，为了更加便捷地在国内开展

业务，也在寻求与国内产业领域中有一定

地位的头部公司或机构进行并购合作，或

设立合资公司。 ”

智慧城市拥有万亿市场

智能经济赛道繁多，如何把握其中的

关键投资机会？ 艾渝认为，做好智能新经

济投资，关键在于占据“制高点” ，即站在

产业链顶端， 秉承顶层设计者的格局观，

评估和判断各条分支链路以及横向关联

产业的价值，从中选取优质标的。

而赋予智能新经济基金这种顶层

格局观的，则是其近年来不断深入AI+

产业链上下游， 围绕产业做投资的理

念。 以特斯联为例， 随着对这家AIoT

（人工智能物联网）领域“独角兽” 的

深度孵化，光大控股新经济基金已经对

智慧城市赛道的技术、机会、重要市场

主体、 关联产业与产品等积累了认知。

在此之上，叠加金融与资本赋能，从而

最终确立了智能新经济基金以AICITY

（智慧城市）为中心，辐射AI+及产业

链上下游的投资方向。

艾渝说：“光智基金会聚焦以AIoT技

术打造的AICITY领域，关注AICITY建设

中涉及的软件、硬件、安全、物联网、无人

驾驶、 机器人等一系列细分领域的企

业。 ” 艾渝表示，以前的智慧城市投资主

要集中在信息通信和智慧政务方面，但随

着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

据的获取和产生成本降低、 数据量增大，

叠加5G低延迟和高容量传输技术， 围绕

AICITY的技术应用与前沿科技的联系更

紧密， 且日益覆盖城市生活的多个层级，

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艾渝介绍，新基金将以城市级平台思

维，系统审视城市的各种产业链和服务场

景，找到潜在投资机会，构建智能新经济

生态，打造万亿智慧产业链。

对此，艾渝做了一个类比：如果把围

绕AICITY的投资看成“造车” ，那么团

队要做的事就是以“整车厂商” 思维，管

理和研究AICITY领域内的多条分支产

业链和场景，从中找到技术最优、解决方

案最佳、 能够显著提升效率和颠覆传统

的项目。 比如，每个AICITY应用场景都

要开发软件，会涉及软件平台的产业链；

海量数据的获取接收离不开各种各样的

感知系统， 也会涉及物联网相关产业链

等等。 作为站在整个生态顶端的“整车

厂商” ， 将挖掘上下游各个环节中具备

技术优势的企业， 并将整个产业链整合

起来， 最终把城市这个产品升级成

AICITY。

今年4月，基金的第一个AICITY项

目“光大人工智能产业基地” 已在重庆

破土动工。 以AICITY为平台， 智慧停

车、无人驾驶机器人、智能管廊、智慧办

公、智慧垃圾分类等超过30种智慧场景

解决方案将在此落地 。 艾渝透露 ，

AICITY因踩准新基建风口， 未来也会

有地方产业引导基金参与其中。

挟先发优势引领行业发展

艾渝认为， 光智基金的独有优势在于

横跨产业参与者和投资人双重身份。 作为

产业深度参与者，2016年，艾渝创立了特斯

联， 对特斯联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进行了全

方位的规划，最终聚焦于AIoT领域。 目前，

特斯联已成长为国内AIoT领域 “独角

兽” ，由其主导的智慧城市项目AICITY已

在包括重庆、沈阳等多城落地。今年7月，特

斯联成为迪拜世博会官方首席合作伙伴。

这是继西门子、思科、埃森哲、SAP之后迪

拜世博会选中的第四家科技类官方首席合

作伙伴，也是唯一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

作为投资人，团队既能从基金的财务

投资和金融背景角度为企业提供切实的

资金支持和财务管理建议，又能从行业角

度为企业提供“点对点” 的业务把脉和趋

势预判， 并在AICITY的一系列布局中帮

助很多企业对接地方政府，帮助智能经济

企业实现全国落地发展。

得益于对产业的深度参与，光大控股

智能新经济基金在募资和投资两端都具

备了相当的优势，并挟这股先发优势引领

行业发展。

艾渝说：“我们对AICITY的布局在

战略层面与近年来地方的新基建需求不

谋而合，地方政府从产业规划到基金融资

都给予了相当力度的支持，认为我们是一

支能够激发地方经济活力，促进城市智能

新基建发展，引领他们进入智能经济深水

区的有生力量。 在企业端，出于对我们产

融结合背景的认可， 以及看到了AICITY

对其业务拓展带来的实际助力，很多企业

都将我们看作战略投资人， 从投资额度、

时间、条款都给予了相当的优待。 ”

产业的深度参与者身份也进一步增

强了智能新经济基金对产业的深度理解

和信心。 艾渝表示，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看，一开始催生的是偏硬件的公司，到后

来陆续出现亚马逊、阿里巴巴这类帮助传

统行业升级的平台型公司巨头。就智能经

济而言， 下一步会出现很多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5G为核心，同时又切入

应用层面的超级平台型公司。

“今日头条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它以

技术为切入点， 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平

台，并走向全球化。 为什么智能技术的大

型应用会首先在信息流这一领域落地？这

是因为相比其他传统领域，互联网信息是

首先完成数据化过程的领域，因此落地速

度最快。 ” 艾渝举例说。

艾渝认为，放眼未来，中国还有众多

诸如医疗、零售、城市这样的行业和场景

有望通过技术的提升和数据的增加，发生

颠覆性的变化，并涌现出很多平台级的巨

头，催生超级“独角兽” ，甚至是“稀缺恐

龙” 。 “我们的智能新经济基金也希望在

这个过程中，投资并培育出一批新的千亿

美元级的企业， 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

们已经从战略层面做好了一切准备。 ” 艾

渝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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