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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20亿

浙江省创新引领基金正式启动

浙商创投参与签署合作协议

浙商创投科创板迎来开门红 

虹软科技首批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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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9日，浙江省创新引领基金启动仪式暨2019浙江基金创新峰会在杭州隆重举行。

会上，总规模达20亿元的浙江省创新引领基金正式启动。

       浙江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省创投协会有关领导以及多家金融

创投机构负责人出席峰会。浙商创投行政总裁华晔宇作为省内投资机构代表，受邀出席了

启动仪式，并代表浙商创投签署合作协议。

       会上，省科技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宋志恒介绍，省创新引领基金是在原省科技成果

转化引导基金基础上升级而来，是浙江省转型升级产业基金中第一个公开征集投资机构的

主题基金，更加凸显基金在引导社会力量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撑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浙江省创新引领基金作为浙江打造政府产业基金2.0版的五大主题基金之一，是省委省

政府重点打造的创新驱动引擎，是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

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重要举措。

       据悉，本次成立的省创新引领基金将重点投向数字经济、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

航天、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绿色石化、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以及基于5G的移

动互联、大数据行业应用、特色产业智能制造、环境治理、新兴农业集成创新应用、农业

新品种新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等。

         7月22日上午9时30分，伴随开市锣声的响起，首批25只科创板股票开始在上交所交

易，科创板正式开市，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又迈出重要一步。在首批科创板上市企业中，

3家浙企榜上有名，分别是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容

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虹软是我们长期看好的企业。”浙商创投是虹软的投资机构之一，2018年初，浙商创

投完成了对虹软科技的投资。浙商创投联合创始人华晔宇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人工智能

都是浙商创投的重点布局领域，而虹软科技是视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领军企业，对虹软

科技的成功投资也意味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打下了关键一环。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浙商创投已投3家获科创板受理的企业，除虹软科技外，还

有已过会的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正处于问询阶段的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华晔宇表示，公司投资的科创板后备军还有若干，今明两年可以申报的就有三四

家。同时，由公司发起的浙江省首个科创基金也正在积极筹备中，首期规模将达到5亿元，

用于助推浙江省优秀企业进军科创板。

    “即使没利润的高科技公司也可以上市，这极大地鼓励了投资机构将高科技领域企业的

投资阶段进行前移，关注更为早期的投资机会。” 华晔宇表示，除了投资渠道得到拓宽外，

科创板为创投机构指明了重点投资方向，接下来，浙商创投将继续积极对接科创板，抓住

2019年这个资本市场的红利。

　　据悉，虹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计算摄影技术开拓者和解决方案供应商，同时也是

视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领军企业。无论是三星、LG等国外品牌，还是小米、华为、OPPO、

VIVO等国内厂商，他们使用的诸多视觉人工智能技术都来自虹软科技。

　　为了推动浙江企业上市，自2017年开始，浙江省推出了“凤凰计划”，主要目标是经

过4年（2017~2020年）努力，到2020年，浙江每年将新增股份公司800家，上市公司和重

点拟上市企业总数达到1000家，进一步巩固提升浙江省在资本市场上的全国领先地位，建

设金融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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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研究院发布

独角兽和潜力独角兽榜单 

浙商创投多个投资项目上榜

        5月7日，著名财经研究机构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一季度胡润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

&《2019一季度胡润中国潜力独角兽》，中国今年一季度新发现21家独角兽企业，比去年

第四季度多一倍，总数首次突破200家。这是胡润研究院第六次发布“独角兽指数”及第

一次发布“潜力独角兽”。浙商创投所投企业每日优鲜、曹操专车、惠民网、盘石股份上

榜独角兽企业，太美医疗入选潜力独角兽榜单。

       本次在大中华范围内收录共计202家独角兽企业以及在中国大陆地区筛选出70家高成

长性潜力独角兽企业，上榜独角兽企业较去年年底增加16家，其中新上榜独角兽企业21家，

完成IPO退出榜单5家。

       胡润表示：“科创板对于独角兽和潜力独角兽企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些独角兽企

业的掌门人和高管应该是中国目前最受欢迎的企业家群体。希望我们这个‘独角兽指数’

能帮助新的创业者提升创业信心，也帮助投资者更准确地找到好的投资项目。”

    “这些独角兽企业中，我认为20%都有可能失败，其他大多数会成功上市，另外，因为

价格不低，应该不超过10%会被收购。”

    “下一个字节跳动、陆金所、商汤科技会从这些潜力独角兽企业中冒出。有人将‘潜力

独角兽’称为‘瞪羚’，这些瞪羚企业对很多人来说还很陌生，但我们认为它们是中国目

前最有可能在两三年内突破十亿美金估值的企业，其中大多数目前估值已经超过5亿美金。”

       大中华区独角兽企业地域分布

       此次上榜的202家独角兽企业整体估值总计超5万亿人民币，北京依旧是占据大中华区

独角兽企业最多的城市，合计有82家企业上榜，占上榜企业总数的40.6%；上海和杭州分

列二三，独角兽企业数量分别达到45家和19家；深圳和南京以16家和10家位列四五位。

       北京仍以超2万亿人民币的总估值成为大中华区独角兽企业总体规模最大的城市，总

估值规模占整个大中华区近四成。

       大中华区独角兽企业行业分布

       从行业维度看，来自于互联网服务行业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仍最多，有42家企业上榜，

占本次独角兽企业总数的20.7%；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行业独角兽企业分别有22家和20

家，医疗健康和文化娱乐行业各16家，人工智能和物流服务行业分别有15家。胡润表示：

“人工智能已经连续三个季度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市场对该行业关注度极高，未来价值

可期。”

省民建副主委陈越孟

赴嘉兴南湖区调研并作专题授课

        4月18日下午，民建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会长、浙商创投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越孟专程赴嘉兴南湖区，为省民建财经金融委员会委员、南湖区党派

企业工商联企业作了以《股权融资与中小企业资本化》为主题的授课讲座。

       讲座结束后，陈越孟在嘉兴市民建主委、政协副主席戴铭，区委常委、南湖区委统战部

部长吴佳，南湖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建青、南湖区民建主委申灏等陪同下走访调研了南

湖区民建会员企业。

       在讲座上，陈越孟倾情分享了自己在创投领域深耕十余年的丰富实战经验，结合具体案

例，对股权融资与中小企业资本化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剖析，并通过自己对2019年经济形

势的预判，对小企业提出了“广积粮”、“练内功”、“搭资源”、“并轨走”、“早规范”

的建议。讲座结束后，陈越孟在嘉兴市民建主委、政协副主席戴铭，南湖区委常委、统战部

长吴佳，南湖区委统战部常委副部长朱建青、南湖区民建主委申灏的陪同下，走访调研了南

湖区的民建会员企业。

       陈越孟首先参观了民建企业嘉兴第九区，详细了解了其发展特色，肯定了其作为嘉兴人

首选的生活消费互动的新媒体平台的巨大发展潜力，鼓励其继续发挥现有优势，不断做大做

强。最后，陈越孟与各位领导们一起，共同为嘉兴市新媒体服务基地——同心服务基地揭牌。

       随后，陈越孟赴民建企业浙江荣泰电工器材有限公司参与了会员座谈，并走访参观了其

生产车间。陈越孟表示，荣泰电工作为全球云母制品市场的领导者之一，具备了完备的产销

能力，期待荣泰电工早日实现“做最专业的云母制造商”目标，实现更好、更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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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湖区委统战部部长吴佳（左一）、

    陈越孟（左二）、嘉兴市民建主委

    戴铭（右二）等为同心服务基地揭牌

2  陈越孟调研嘉兴第九区

3  座谈会现场

4  陈越孟正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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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V系统所能提供的功率极限在3kw-4kw；

通过不断降低已有电气装备的功率需求，可以满足一定量的新电器装备集成；

加入功率需求较大的电气装备（如启停系统）后，12V系统承载能力达到极限，需要新电

气平台的构建。

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促进48V系统的应用

       电车人联合会副会长贡俊表示，根据新修订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

值》（乘用车燃料消耗量第四阶段标准）和《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从2016

年起直到2020年，国产乘用车平均油耗将降至5.0L/100km。同时，以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

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为考核标准的“双积分政策”的推出，更让很多整车企业倍

感压力。

汽车48V系统技术应用浅析

文/深圳分公司高级投资经理 刘明浩

       随着国家对车辆油耗和排放标准的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成为个汽车企业需要共同面

对的课题。48V系统具有投入低、节能减排明显的特点，能够明显提高车载电源功率，成

为近期汽车行业研究的热点。

      （一）48V系统的发展和背景

        1）1970前--1970s ：6V系统--12V系统

        推动1：电气化部件大量集成

        推动2：6V系统不能满足车用电器功率要求

        结果：车用电气平台升级

        2）1990s：42V系统构思

        目的：应对未来汽车电气化趋势（寻求3倍以上的电压）

        主要参与者：美国

        标准：SAE会议进行了一定讨论

        结果：失败，但某些部件保留42V电压

        3）2000s：12V系统

        回归12V系统

        启停技术出现

        4）2010s：48V系统提出

        推动1：欧洲2020年95g/km法规压力

        推动2：启停技术将12V系统承载能力推到极限

        主要参与者：德国

        标准：48V系统标准LV148

        5）2010后：48V系统整合完善

        通过DC/DC转换器，将48V系统集成在原有12V系统上，避免了革命性的变更

        48V/12V双总成电压技术的积累

        锂电池和超级电容的出现是48V技术发展的契机

        节油效果明显（NEDC工况10%-15%）

        严格的节能法规推动48V系统发展

        到2020年，各国CO2排放法规都限定在100g/km左右。欧洲在节能控制方面一直走在

前面，美国、中国逐渐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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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8V系统未来发展趋势

       未来10年，启停技术和混合动力技术将急速发展，这些技术正是48V系统的最佳应用

区间。

       48V系统可以带来系统部件的优化、更多附件和作动器的电气化以及诸如后轮转向系

统的新功能的加入，而且可以带来较好的节能减排效果。但48V系统并不会带来特别大的

成本压力，主要压力仍是各种功能性电气部件的集成成本。

       整车厂的48VDC/DC布局

1）奥迪A8L48V轻混系统

       2017推出的全新大改款奥迪A8L全系从3.0L V6、4.0L V8到6.0L W12发动机版都配备上

了48V轻度混动MHEV驱动系统，此

外还有插电混动PHEVe-tron版本。

本次奥迪A8L搭载功能强大的48V轻

混系统，在此基础上不仅开发出诸多

功能，降低油耗，还通过电子主动悬

挂系统带来了独特的驾乘舒适体验，

向江湖老帮主奔驰S发起全面挑战。

48V系统在混合动力汽车上的应用

       在混合动力汽车上搭载48V系统，通过两个DC/DC转换器，形成12V-48V-HEV电气

系统架构；

       普通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气架构是12V-HEV模式，通过DC/DC转换器直接联通12V系统

和HEV高压系统。

       随着48V系统不断推广，汽车电气系统将逐渐由12V/48V双电压系统过渡到48V单电压

系统，以满足车用电器的功率需求和电气系统架构简单化需求。从某种层面上讲，48V系

统是过渡系统，随着EV和FCV的发展，高电压电气系统会不断投入应用。

       48V系统可以为更多先进节能技术提供集成平台的基础，从而达到节能效果。而48V承

载功率提升到15kw左右，可提供更多减排技术的集成。

       在目前的12V系统下，启停技术的应用已经达到极限（功率为3kw），无法集成其他高

功率消耗的节能技术。而在48V系统下，随着各种先进节能技术的应用，可达到10%-15%

的节油效果。

    “虽然新能源积分和油耗积分可以互相冲抵，但是囿于新能源汽车的开发难度和市场接

受度，单纯依靠纯电动和插电作为节能技术路线，对于很多车企来说难度比较大。”贡俊

直言，从国四升级到国六的过程中，车企为达标对发动机改进的投入已经非常大，因此各

车企都在寻找能够满足油耗法规的最低成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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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AES上海联电（合资）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简称UAES）成立于1995年，是中联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和德

国罗伯特 博世有限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公司主要从事汽油发动机管理系统、变速箱

控制系统、车身电子、混合动力和电力驱动控制系统的开发、生产和销售。2018年，公司

实现销售收入232亿元，员工人数约9300人。

       潜在的国内DCDC供应商：

       上海奉天

       上海奉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专业从事汽车电子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主营产品包括自动空调控制器、DC-AC逆变器、DC-DC转换器、水加热器以及车

联网USB（含MFI）模块等，是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一汽大众、东风日产、神龙汽车、

上海汽车、北京汽车、东风汽车、法国标致雪铁龙PSA、长城汽车、广汽集团等国内外主

流汽车厂商的一级供应商。

       深圳天邦达

       深圳天邦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锂电池保护模组 ，锂动力电池保护模组，电

动汽车&储能电池管理系统(BMS) , 以及锂电池终端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

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其BMS在3C数码、通信储能、小动力、汽车动力方面都有良

好的客户基础，48VDC/DC系统解决方案核心团队来自法雷奥，目前已投入研发近千万人

民币，产品与2018年底推出，与长城汽车、吉利汽车等建立了合作关系。

各48VDC/DC供应商横向对比

法雷奥         UAES上海联电         天邦达       上海奉天         博世            大陆           海拉

企业
性质

竞争
力

中国
市场
份额

外企

技术领先，
第一个量
产产品
2017年
上市。

60%左右

产品成熟
价格比较
高，服务
一般。

中外合资企业（中
联汽车电子有限公
司和德国罗伯特
博世有限公司）

合资企业，产品
2018年底上市。

35%左右

产品成熟，价格
比较高，服务一
般。

民企

2018年底
开始进入
产品研发。

价格中等，
产品研发比
较成熟，服
务好

民企

17年开始，
在国内企业
中比较早一
批开始产品
研发。

价格有竞争
力，产品研
发成熟度低，
服务好。

外企

产品
2018年
上市，
未进入
国内。

未进入
国内。

外企

产品18年
上市，
16年在国
内拿到项目，
进展缓慢。

产品成熟，
价格高，
服务差。

外企

产品18年
上市，在
进入国内
开始本地
化研发。

产品成熟，
价格偏高，
本地化研
发还未成
熟。

       另外国际上的供应商主要还有Bosch博世、Conti 大陆、Hella海拉等，但还未在中国

获得订单。

《浙商创投》一线视点

       奥迪A8L通过其更胜一筹的48V轻混动系统，在市场逐渐获得认可，其9月份国内最新

销量接近1500台，与奔驰S的销量差距逐渐拉近，证明其在技术和科技配置上面的后发优

势正加快得到市场认可。

        2）大众公司

    于11月推出的2017款搭载48V系统的高尔夫GTI

       该车将搭载大陆公司的48V/12V电气系统，具有智能能量回收系统、加速辅助系统、

进阶启停系统和不同行驶状态的驱动策略。

       未来大众与大陆也会继续探索48V系统在重混HEV和插电式PHEV上的应用。

        3）吉利汽车

        2018年5月28号，吉利在宁波杭州湾新区发布了新能源战略和博瑞GE,其中博瑞GE全

系标配48V BSG，作为吉利汽车首款新能源战略旗舰产品销售，目前在市场上属于供不应

求的良好态势。

        博瑞GE采用的是48V+1.5TD+7DCT这么一个动力总成的组合，在博瑞GE中，通过48V 

BSG电机，DCDC，电池包的集成及混动系统的功能开发，实现了舒适启动，BSG助力，

停机辅助，滑行，改变意图，能量回收，扩展停机等相关功能，实测的NEDC循环油耗下

降约15%，低速的加速性能提升10%，尤其是在NVH方面，通过BSG电机的助力和辅助，

在发动机启起动和熄火的时候，明显的改善了动力系统的NVH。

       吉利汽车研究院资深总工程师张容波表示：基于48V给整车性能和油耗上带来的巨大

收益，以及市场高度的正面反馈。吉利在未来五年的计划中，是会以最大的力度来推广48V

系统，并且逐步提高48V系统在所有车型中的比例，包括目前的P0和后续的二代48V系统。

       国内主要48VDC/DC供应商

       Valeo法雷奥（外资）

       法雷奥集团（Valeo）是一家总部位于法国的专业致力于汽车零部件、系统、模块的设

计、开发、生产及销售的工业集团。公司业务涉及原配套业务及售后业务，是世界领先的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为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汽车厂提供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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