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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咨询及投行业务数据需求的痛点

行业梳理及交易标的快速搜寻产业精准招商、区域行业动态分析

商业和投资银行 风险投资咨询机构政府部门

企业多维度深度数据＋行业/产业链细分情况

缺乏完整的产业链视角、公司信息碎片化、多维交叉分析难＝决策效率低、时间和人力成本高、科学性差

咨询报告

静态、宏观
没有企业级数据跟踪能力

投融资信息平台及工商网站

数据维度少，交叉分析能力差
信息碎片化，缺乏知识图谱管理

园区地产 行业协会 并购买方 公司合作



智道 基于大数据+机器学习 产业链图谱+企业快速多维检索

3000万 企业

200+ 维度信息

多维筛选

智能搜索排序

可视化分析

社交+智能推送

企业多维度信息采集＋UGC
公司重要数据指标

人工智能算法
产业图谱画像和智能归集

智能关联
碎片数据整合

按需呈现
针对用户定制化服务



【SaaS产品】产业链大数据智能分析

产业链管理

支持 区域、行业、营收等条件下的产业链分析

产业链可视化统计 细分行业企业

7行业4级产业细分2000热点

产业链布局可视化统计分析

个性化自定义产业链／供应链

企业综合能力评估模型



【SaaS产品】产业链大数据智能分析

关联“左右”和供需“上下游”

的产业链条关系

详细的企业经营信息

快速交叉比对

智能化竞品分析



帮助用户更加直观、全景了解细分行业
布局的同时，提供产业到企业不同层级
数据，为科学规划和招商做决策支撑。

SaaS服务用户价值及市场空间

咨询机构政府部门 园区地产 行业协会

潜在大客户2000家 市场规模 20亿元

商业和投资银行 风险投资 并购买方 公司合作

帮助用户基于细分领域、收⼊、利润、融资、增

速、竞争对手等维度信息，快速发现交易或合作标
的，结合智能排名，减少交易时间及决策成本。

相比传统招商、咨询、数据服务，智道基于产业链分析、核心价值数据和模型，帮助用户建立
起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决策能力。



客户及合作伙伴



【2C免费搜索】企业智能搜索服务

汽车
大数据

基因医疗
机器人

材料

智能设备

新能源

垂直电商
环保

移动云
AR/VR

人工智能

基于自然语言的企业智能搜索

企业综合指数排名

多维交叉检索

专注科技行业、热点细分领域



【2C免费搜索】企业智能搜索服务

｜工商信息
｜财务信息
｜行业信息
｜社交信息
｜专利信息
｜产品文档
｜供需信息
｜新闻数据
｜其他

多维搜索 详情报告 社交联络 智能挖掘（新版）

区域 ｜领域标签｜上市｜高新｜企业规模 ｜营业收入
等

智道企业价值指数

综合企业地区、年限、收入、影响力、上
市、技术水品、用户关注度等，量化计算
出一个企业的综合价值，影响力以及在行
业中的位置。



企业数据融合与智能化分析

商业模式

企业智能搜索

Saas+咨询 付费

产业链分析平台

面向大型客户 面向开放用户

主动精准获客

商务社交需求推送

企业排名、广告、UGC

免费 服务

企业用户智能化挖
掘、推送及管理

企业搜索排名、企业增
值功能模块、企业广告

基于企业画像的商业
需求推送服务

企业智能供应链管理

基于企业供应链信息
的智能化管理平台

延伸延伸
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合作

基于产业链信息精准把握
的产业基金或并购基金

商务局间服务

面向特定投行并购、
产品代理合作开展局

间服务合作



运营计划 开放平台合作+ 2B驱动2C

发布产业图谱及价值指数以提高影响力

更加公开、公正的信息搜索服务

开放平台提升用户流量＋UGC内容完善

金融机构及智慧城市的渠道方合作

开放垂直领域合作，如物联网产业链开放平台，独立品牌

基于大数据的政府产业智囊，巩固数据源优势

地方国投或公司 参股设立本地数据应用服务子公司

智能企业搜索平台产业链分析平台SaaS产品

用户转化

数据互补



核心竞争力：优质数据资源，技术率先布局，行业理解深刻

行业资源深厚，智道已跟神州数码、航天数据达成战略合作，成为京东万象供应商，行业图谱分析及数据服务地
，跟中关村云联盟、大数据联盟等十余家行业组织有良好的合作背景，为未来推广奠定资源和合作基础。

智道是国内大数据商务智能服务公司中率先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企业图谱画像和商务b2b智能挖掘的公司之一，
在精准画像提取、企业智能归集上已完成了相关技术和应用布局。

智道企业数据资源处于行业第一梯队，在智能大数据商务服务领域公司中，占据绝对的数据优势，建立了较强的
数据壁垒，与公安、高法、工商、税务等数据渠道直接合作。

3000万企业数据库｜200＋维度｜5万优质行业细分标签｜企业经营数据｜企业商务名片数据｜全国高法数据等

余弦相似度模型｜SVM企业智能归集算法｜卷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NLP智能标签提取技术｜TF / IDF  |  词袋模型

通过数据加工和渠道积累，在数据资源层面通过战略合作加强壁垒优势

团队在大客户销售、行业咨询分析领域有多年的积累和业务理解。更重要的是，创始团队有发自内心服务企业和
产业的使命，从一开始智道就定位做中国商业智能领域的全球化公司，希望利用大数据，让人们能够更简单，更
快捷，更透明得通过数据来提升自己的商业决策水平。



6年以上产业咨询经验，3年互联网产品经验，中关村、海淀区

大数据等行业多个产业研究及规划课题负责人，曾任海淀新兴

产业联席会秘书长，2013年联合创立中关村数据交易平台；

赵江河 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系

赛尔网络CERNET  项目总监、科技园副总经理

中关村大数据交易平台 联合创始人 产品副总裁

中国数据共享公约组织 副理事长

Ming 合伙人

北京邮电大学 硕士

天地互连信息技术公司 技术总监

数海大数据交易平台联合创始人 CTO

国政通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国家863项目负责人，10年技术研发和团队经验，参与数据

交易、数据管理、区块链等多个项目的创立，连续创业者；

冉 彤 联合创始人 运营副总裁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硕士

国家机关信息中心 系统设计工程师

九州华兴集成电路公司 联合创始人

• 北京数宇科技有限公司 / 2015年4月启动 2017年2月项目转型 / 团队情况：8人，50%以上硕士，70%以上211、985高校

• 背景：百度、英特尔、运营商、政府、协会多行业背景，大数据产品研发、产业咨询、销售管理的丰富工作经验

主要成员

技术副总裁 Renly 算法工程师

浙江大学计算机系

中国科学院 硕士

百度-百度知道 高级研发工程师

前百度高级研发工程师，擅长数据挖掘、深度

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有文本数据挖掘、推荐

系统丰富的项目经验



产业机构和专家合作 54家联盟协会

闪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下一代互联网产业联盟
TD产业联盟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中关村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
中关村电子商务产业联盟
北京新一代通信产业联盟
中关村智能交通产业联盟
海淀智慧城市产业联盟

中关村云计算产业联盟
中国云计算技术产业联盟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
中关村大数据交易产业联盟

中国生物技术创新服务联盟
中关村核心区生物工程和新医药产业联盟
中关村医疗器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中关村生物农业联盟

中关村空间信息产业联盟
小卫星遥感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电子商会北斗民用推广联盟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中关村国家环境服务业发展联盟
中关村智慧能源产业联盟
中关村建筑能效运营管理技术创新联盟

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
中关村国际超导技术研究开发联盟

中关村电子产品循环经济与逆向物流产业联盟
中关村膜生物反应器（MBR）产业联盟
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创新科技联盟

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关村数字内容产业联盟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创意产业协会
中关村数字电视产业联盟

北京海淀区信息服务业协会
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协会
中关村不动产商会

移动互联网与下一代互联网 9 家

云计算与大数据 4 家

医药与生物工程 4 家

卫星与空间信息 3 家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4 家

新材料 2 家

环境保护 3 家

集成电路设计 1 家

文化与科技融合 3 家

非专业领域协会 3 家



融资金额：300-500 万人民币

融资阶段：天使 （平台基础框架及核心数据已完成搭建）

出让股份：10%－15% （三千万估值）

资金期限：1 年

资金用途：主要为研发人员薪酬（预计融资后团队15人）

数据采集系统开发 50万

智能数据清洗及图谱构建 100万

应用模型开发＋移动开发 100万

软硬件升级 100万

市场推广及营销 50万

融资后

财务预测：2017年 营收目标500万，利润60%，视情况启动下一轮融资

年均增速：5倍（到2018年）

融资计划



公司愿景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引擎，成为全球企业商务合作和客户发现的标配

成为开放、智能、互联的全球商业公司信息平台。

让每一个机构都能够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洞察产业链

和供应链信息，实现精准招商、投资、决策。

让每一个企业都能更加快捷、智能、精准发现并连接客户

和合作伙伴，实现智慧化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