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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8

月13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8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28、2014-29）。

8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4-36）。

9月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2014年9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37）。

9月3日、9月11日、9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38、2014-39、2014-41）。

9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暨延

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42）。

10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4-43）。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有关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抓紧对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2芭田债，债券代码：112149）在公司停牌期间正常

交易，不停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的有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

况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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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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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9月30日

2.� 2014年8月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2014年1-9月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80%至130%， 变动区间在1256万元-�

1605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20__% - _60_%

盈利

：698.03

万元

盈利

：_837.64_

万元

-1116.85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辉乾坤（北京）数字电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辉华尚（北京）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的经营业绩未达到预计收入。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为公司财务部测算后做出，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数据以

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

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百度阿里众筹电影冷场众筹唱衰论火上浇油

股权“众筹”汹涌游走灰色地带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梅俊彦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股权众筹两年来从无到有，而在称为发展元年的2014年，众筹更是赚足公众眼球。 不过传统创投业界人士对此评价甚低，认为众筹发展困难重重，而目前的模式不过是游走灰色地带，甚至是用互联网包装的非法集资。 而国庆期间，百度、阿里众筹电影票房惨淡，似乎也在印证唱衰众筹的论调。

不过，对于外界的质疑，一些敏锐的传统风险投资人仍从股权众筹的发展中嗅出商机。 而一些众筹机构人士更是乐观预言，未来股权众筹将会颠覆传统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

互联网巨头试水电影众筹遇票房“滑铁卢”

过去的黄金周，电影票房超过10亿元，不过在火爆的票房背后，却仍有票房惨淡的失意者。 如汤唯的《黄金时代》首日票房仅1060万元，最终以3000多万元的成绩黯淡收场。 此前百度、中信信托、中影集团三巨头曾打造影视文化产业金融众筹平台“百发有戏” ，而《黄金时代》正是该平台的首批产品。

仰仗百度等互联网巨头，片方对《黄金时代》票房预测一度颇为乐观，作为“百发有戏”首期影视理财产品，《黄金时代》募集资金超过1800万元，最高1万元。 根据票房“低于2亿元、3亿元、4亿元、5亿元、6亿元、高于6亿元”六档，该众筹理财产品分别对应预期权益回报为8%、9%、10%、11%、12%、16%。

无独有偶，同样作为众筹产物的《魁拔Ⅲ》表现同样令各方大失所望。 该片是阿里 “娱乐宝”今年第二期推出的众筹式理财项目，三天内完成1000万元的资金募集。 投资门槛为最低100元，最多2000元，预期年化收益7%。 不过阿里粉丝的追捧同样未能拯救《魁拔Ⅲ》的票房。 艺恩票房智库的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魁拔Ⅲ》不超过2000万元。

根据可查询的数据，《黄金时代》宣称总投资7000万元，而《魁拔Ⅲ》总投资也超过3000万元。 前者国庆黄金档期3000多万元的票房，后者则不超过2000万元，也就是说尽管在众筹平台备受追捧，但惨淡的票房仍让投资方遍体鳞伤。

遭知名天使投资人“白眼”

“他们都不看好众筹。 ”谈起众筹，天使投资人、云筹创始人谢宏中想起采访当天中午与数位知名投资人的午餐谈话。

“他们说众筹不能突破法律边界，有这些东西约束，一个项目股东太多了不好，一个项目股东太多了就不能投，你们要搞就放在有限合伙企业里面来投它。 ”不过谢宏中仍然认为，众筹应该是天使投资最好的实践，最佳的实践方式。

类似对众筹的质疑，在VC/PE业内并不罕见，如澳银资本（中国）创始合伙人、执行总裁熊钢此前在一公开场合即表示，众筹就是一个舶来品，在美国没有成功，在中国也成功不了，因为其违反了风险投资的根本属性。 早期投资的风险非常高，如果拿它跟股市相比，那么股市的风险都低多了。 因此这样高风险的投资，一般必须要承受能力强、专业的出资人才能承受得了。

即使是在与众筹同属互联网金融范畴的P2P圈，看好的人也并不多。 此前上海嘉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你我贷)副总裁刘谣称，众筹虽然是互联网金融的一种，但是按照目前的监管规定，众筹的运行是有很多问题的。 再则互联网金融讲究开放和速度，而众筹则相反，所以这个一定会玩死的。 即使是偏公益的众筹，在兴奋度过后，也会心态疲惫，难以持续。

不少人认为股权众筹玩的其实都是其他机构玩剩下的。 对此众筹机构大家投创始人李群林提出反驳，“说专业投资人看不上项目众筹来接，专业投资人不要的项目都是垃圾项目，这个逻辑太扯了。 当年腾讯、阿里巴巴被拒绝多少次，也找不到天使投资。 ”

对于各方的质疑，李群林坦言，“作为中国刚发展的行业，那些专业的投资者瞧不起众筹平台很正常。 ”

虽然目前众筹发展潜力备受各方质疑，但从实际运行看，各大众筹机构业务仍在平稳增长。

根据一些专业机构的分类，目前众筹主要有四类，一是债权众筹，投资者对项目或公司进行投资，获得其一定比例的债权，未来获取利息收益并收回本金。 二是股权众筹，即投资者对项目或公司进行投资，获得其一定比例的股权；三是回报众筹，即投资者对项目或公司进行投资，获得产品或服务；四是捐赠众筹，投资者对项目或公司进行无偿捐赠。

据私募通数据，2014年上半年，中国众筹领域共发生融资事件1423起，募集总金额18791.07万元。 其中，股权类众筹事件430起，募集金额15563万元，此类项目以初创期企业为主，所以投资阶段主要为种子期和初创期。 奖励类众筹事件993起，募集金额3228.07万元；综合类众筹平台实际供给事件为708起，垂直类众筹平台供给事件为285起，综合类平台发生的实际供给事件数量约为垂直类众筹平台供给事件数量的2.5倍。

“今年我们有29个项目，总的规模接近3000万元。 每个季度业务量增长大概在20%到30%左右。 ”李群林说。

谢宏中透露，“从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大家关注度也很高，每个月会比上个月增长50%以上，当然早期基数小，偶然性也有。 ”

对今后两年的发展，业内人士普遍持谨慎态度，李群林表示，“现在我们业务增长还没有出现爆发，还是平缓增长，还有很多事情制约着众筹的发展，如果要爆发可能得等到明年。 ”

游离“非法集资”边缘

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众筹行业内仍面临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平台数量多，发展呈“两极化” 。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目前我国股权众筹平台有15家，随着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的企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稳中有升，股权众筹平台数量将增加。 虽然平台数量不断增多，但通过股权众筹成功的项目数量却并没有随之快速增加。 目前募资成功率较高的是原始会、天使汇及大家投三个平台，其他的平台项目募资时间长、成功率低，部分平台上半年甚至未出现募资成功的项目，平台发展两极化态势明显。

对比传统的融资方式，格上理财认为，众筹的优势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运用范围广，不限于企业融资，比如可以是一部电影，一本书等；而天使 /VC则主要针对企业进行投资；二是由于募集金额较小，所以通过众筹融资操作灵活，可由资金需求方自主决定融资时间，方式和金额等；而若通过天使/VC融资，则融资过程中的事项基本要由天使/VC决定，不利于资金需求方自主掌握融资节奏。

不过,对于初创企业而言，目前众筹仍存在诸多局限。 格上理财认为，使/VC可提供的资金额度一般较大；而受股东人数限制，众筹募集资金额度有限；此外，知名天使或VC机构有较丰富的投资经验，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能够降低投资风险；而通过众筹投资，纵使众筹平台会对项目进行筛选，但普通个人投资者投资风险意识及风险承受能力不足，导致投资风险增加；众筹平台的“机构领投+个人跟投”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风险，但是这种模式与第一条存在逻辑矛盾，因为机构的介入，个人投资者的话语权被进一步消弱。

制约众筹在国内发展的因素还在于制度环境尚处于模糊阶段。 比如监管规定中，“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人数不能超过200人” ，尽管只是寥寥数语，却使得股权众筹几乎游离于“非法集资”边缘。

同时，目前各大众筹平台的商业模式仍相当稚嫩。 谢宏中认为，“从商业模式来说，没有更新的东西，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也有很多一起来投资的。 用众筹的方式，只是把这个热气喊出来而已，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 我觉得本身的模式创新也是有限的，如果很多细节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个行业才能真正走向成型。 ”

大家投创始人李群林坦言，相对于成熟的创投机构，股权众筹可能还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来锻炼平台里面负责项目的团队的经验，包括看项目、审项目、投后管理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不过，一些敏锐的传统风险投资人仍从股权众筹的发展中嗅出商机。 红杉资本的风险投资人Alfred� Lin表示，股权众筹的出现，使得传统风险投资人必须比现在做得更好。 股权众筹能够为风险投资人提供一个信号，是现有的各种众筹平台的补充。 这些平台提供的信息对风险投资人很有用。 而风险投资人需要思考的是：到底如何正确分辨信息中哪些是噪音，哪些是有用的信号。

■ 责编：侯志红 美编：苏振 电话：

010－63070410 E-mail:zbs@z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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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激辩众筹动了谁的“奶酪”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梅俊彦

尽管众筹在国内刚刚步入发展阶段，但

是一出现即被外界寄予厚望。 对于行业前

景，大家投创始人李群林认为，大多数股权

众筹是天使投资的平民化，在走向规范成熟

和阳光化后市场会非常大。 云筹创始人谢

宏中则表示，众筹起到中介的作用，在很多

领域都有生命力。

中国证券报：众筹会不会让天使投资、

创业投资机构“下岗”？

李群林：众筹不会完全取代天使投资，

一种是专业的众筹平台和专业的天使投资

在各自市场的份额比例，现在不存在抢生意

的状况。 天使投资在未来不会完全转化为

众筹的模式，专业投资人投项目的时候有自

己固定的项目渠道。

谢宏中：这个命题不成立。 传统的天使

投资的投资人，他们会借助股权众筹把天使

投资做得更好。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可以带

杠杆，以前50万元可能只能投资一个项目，

现在能投资很多项目，他们的领头人扩大基

金管理规模。 而且，他们有投资经验和看项

目的水平，可以引领更多有投资能力的人做

投资。 项目做得好，早期就可以用很少的钱

参与。 这不是竞争关系，是给了传统的天使

投资人更多机会。

中国证券报：对比传统的融资方式，有

机构认为，股权众筹投的都是天使投资、创

业投资机构挑剩的项目？

李群林：传统的天使投资人、创投机构，

他们可能在看项目上专业性非常强，经验非

常丰富，他们在这方面有优势，股权众筹可

能还依赖于平台通过时间的积累来锻炼平

台里面负责项目的团队的经验，积累经验，

看项目、审项目、投后管理，这个需要时间来

积累。

什么样的早期项目才是好项目，这是没

有任何客观标准的，是投资人非常感性的判

断，大量创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说好项目、差项目是不太合理的。 如果说专

业投资人看不上的项目众筹来接，专业投资

人不要的项目都是垃圾项目，这个逻辑也很

扯。当年腾讯、阿里巴巴被拒绝多少次，也找

不到天使投资。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如果有

股权众筹帮忙实现过渡，这期间会有很多好

项目冒出来。

中国证券报：有观点认为，与传统的天使

投资、创业投资机构相比，小众投资者专业能

力差，很难再给予初创企业实质上的帮助？

谢宏中：有些机构认为众筹都是跟风的

财务性投资人，这不对。 有三个关键点他们

没想到，一是这些项目的领投人都是像他们

一样的专业人士。 二是众筹可以更加有效

率。 比如本来项目需要投资100万元，但是

通过众筹的方式投资20万元就可以做到专

业投资管理者的事情。三是用小众投资人虽

然专业性较差，但是这么多的小众投资人手

头拥有的资源， 可以给项目提供的帮助，对

项目传播的效用，也不能忽视。

中国证券报：对众筹行业未来的发展有

哪些判断？

李群林：大多数股权众筹是天使投资的

平民化， 会慢慢走向规范成熟和阳光化的，

有些会退出，慢慢也会有些项目成长，如果

能够做好投后管理，私募、新三板这些都对

接上的话，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

谢宏中：众筹可以说动了传统风投的奶

酪，创业本身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具

备很多的条件和资源。现在由于众筹时代的

到来，有核心的东西和具备一部分资源和条

件就可以出发； 草根创业放在以前很难启

动，现在可能可以用领头人来管理。 以前投

资都是有钱人的事情，富人才能投资，现在

大众投资的时代已经到来。

创业的很多资源要从社会上获取，资源

到使用者之间很多环节都有中介环节和延

伸的环节，包括我们现在找销售渠道，很多

事情找不到房子都要经过中介，众筹也在帮

忙去中介，很多地方众筹都有生命力。

■ 记者手记

“凑份子” 炒房的风险叠加

□本报记者 梅俊彦

随着近两年来国内的互联网众筹平台

“走红”，房地产行业也想搭上众筹的“顺风

车”。 特别是在国庆节市场盛传房地产“松

绑” 之后， 一些房地产众筹项目更是打出

“预期年化收益

40%

”的口号。

10

月

10

日，一

个由房地产门户网站和开发商共同发起的

房地产众筹项目在常州的项目启动。 该项

目在其广告中表示，投资者

1000

元起投，众

筹指定房源即有机会获得一定收益， 预期

年化收益

40%

。

9

月下旬， 类似的房地产众筹在重庆也

有所尝试。重庆的项目单套房源众筹的目标

金额为

54

万元，一旦金额筹齐，项目以

6

折价

起拍，最终的溢价部分即为投资收益分配给

投资人。该众筹活动上线

2

小时内有

140

名网

友参与，筹到

14

万元。

据记者观察，除了房地产门户网站与开

发商合作做房地产众筹以外，一些

P2P

网贷

平台和地产电商也有所涉足。

东莞一家

P2P

网站推出众筹买房的“房

宝宝”产品。“房宝宝”投资门槛为

1000

元，目

前已推出多期，第一期用

20

个小时完成

1491

万元的众筹， 第二期在

9

小时内完成

1000

多

万元的筹资额

,

第三期甚至出现“秒杀”的局

面，

11

分钟内筹齐

1510

万元。据报道，其操作

模式是，该网站以一定的折扣预订一批房源

后，从互联网募集购房资金购买，委托关联

公司对该房产进行代持和管理，待找到合适

的买家后再交易给买家。 房源转手出售之

后，众筹者按照投资份额分配售房所得。 简

而言之，就是网民“凑钱”买房，待房子升值

后出售，从而获得投资回报。

另外，一家传统金融机构旗下的房产电

商也在

8

月份推出海外房产众筹， 不满一个

月时间筹满

100

万美元。该平台

CEO

曾透露，

“

100

美元众筹美国房产”只是试水众筹的第

一步，未来引入欧洲、澳洲等地的优质房产

众筹项目指日可待。 而国内、国外的养老地

产项目，也有望进入该平台的众筹系统。

据了解，房地产众筹业务或成为地产电

商的“标配”业务，目前多家地产电商在筹划

做房地产众筹，开发商参与度也非常高。

虽然热度很高，但是房地产众筹所面临

的不确定性和合规性是不容忽视的

,

如节后

门户网站的众筹项目喊出 “预期年化收益

40%

” 就有虚假宣传和承诺收益的嫌疑，同

时由于相关监管尚待完善，此类众筹无法靠

法律来约束，很多时候只能靠经营者自己的

道德和自律，其风险可想而知。

除了众筹本身是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等问题仍未有定论以外，分析人士还认

为，房地产众筹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房屋产权

等问题。 有法律人士表示，房地产众筹模式

不可能出现单份房屋产权和全产权一样合

法有效的法律效果。 我国共有制度就两种：

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前者主要是夫妻共同

共有房屋， 后者是按照份额享有房屋所有

权。 一些房地产众筹项目走的就是按份共

有，但是按份共有人只能按照自己享有的份

额享有特定部分的权益，远不是全部产权所

享有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

除此以外， 房地产众筹更大的风险还

在于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 最近半年来，

我国房价持续下跌， 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

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8

月中国

70

个大中城市中， 房地产价格环比下降的城

市达到

68

个， 其中跌幅最大的达到环比下

跌

2.1%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近期发

布的有关亚太地区经济展望的更新报告

中， 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行风险表示了

担忧。 虽然节后房地产信贷政策有所 “松

绑”，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有助于稳定房地产

市场，但是也有不少市场人士担心“松绑”

之后会增加房地产泡沫。

记者认为，房地产众筹业务叠加了来自

房地产市场和众筹业务的风险，在目前的市

场环境下难以对收益有比较确定的预期，投

资者选择自己熟知的领域进行投资。

游离“非法集资”边缘

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 众筹行业内仍面临

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如平台数量多， 发展呈

“两极化” 。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目前我国

股权众筹平台有15家，随着下半年我国宏观经

济的企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稳中有升，股权

众筹平台数量将增加。虽然平台数量不断增多，

但通过股权众筹成功的项目数量却并没有随之

快速增加。目前募资成功率较高的是原始会、天

使汇及大家投三个平台， 其他的平台项目募资

时间长、成功率低，部分平台上半年甚至未出现

募资成功的项目，平台发展两极化态势明显。

对比传统的融资方式，格上理财认为，众筹

的优势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运用范围广，不限于

企业融资，比如可以是一部电影，一本书等；而

天使/VC则主要针对企业进行投资； 二是由于

募集金额较小，所以通过众筹融资操作灵活，可

由资金需求方自主决定融资时间， 方式和金额

等；而若通过天使/VC融资，则融资过程中的事

项基本要由天使/VC决定， 不利于资金需求方

自主掌握融资节奏。

不过,对于初创企业而言，目前众筹仍存在

诸多局限。格上理财认为，天使/VC可提供的资

金额度一般较大；而受股东人数限制，众筹募集

资金额度有限；此外，知名天使或VC机构有较

丰富的投资经验，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能够降

低投资风险；而通过众筹投资，纵使众筹平台会

对项目进行筛选， 但普通个人投资者投资风险

意识及风险承受能力不足，导致投资风险增加；

众筹平台的“机构领投+个人跟投” 模式会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风险， 但是这种模式与第

一条存在逻辑矛盾，因为机构的介入，个人投资

者的话语权被进一步削弱。

制约众筹在国内发展的因素还在于制度环

境尚处于模糊阶段。比如监管规定中，“非上市

公司的股东人数不能超过200人” ，尽管只是寥

寥数语，却使得股权众筹几乎游离于“非法集

资” 边缘。

同时， 目前各大众筹平台的商业模式仍相

当稚嫩。 谢宏中认为，“从商业模式来说，没有

更新的东西， 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也有很多一

起来投资的。用众筹的方式，只是把这个热气喊

出来而已，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我觉得本

身的模式创新也是有限的， 如果很多细节的问

题得到解决，这个行业才能真正走向成型。 ”

大家投创始人李群林坦言，相对于成熟的创

投机构，股权众筹可能还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来

锻炼平台里面负责项目的团队的经验，包括看项

目、审项目、投后管理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不过， 一些敏锐的传统风险投资人仍从股

权众筹的发展中嗅出商机。 红杉资本的风险投

资人Alfred� Lin表示，股权众筹的出现，使得传

统风险投资人必须比现在做得更好。 股权众筹

能够为风险投资人提供一个信号， 是现有的各

种众筹平台的补充。 这些平台提供的信息对风

险投资人很有用。而风险投资人需要思考的是：

到底如何正确分辨信息中哪些是噪音， 哪些是

有用的信号。

百度阿里众筹电影冷场 众筹唱衰论火上浇油

股权“众筹”汹涌游走灰色地带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梅俊彦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股权众

筹两年来从无到有， 而在称为

发展元年的2014年， 众筹更是

赚足公众眼球。 不过传统创投

业界人士对此评价甚低， 认为

众筹发展困难重重， 而目前的

模式不过是游走灰色地带，甚

至是用互联网包装的非法集

资。 而国庆期间，百度、阿里众

筹电影票房惨淡， 似乎也在印

证唱衰众筹的论调。

不过， 对于外界的质疑，一

些敏锐的传统风险投资人仍从

股权众筹的发展中嗅出商机。而

一些众筹机构人士更是乐观预

言，未来股权众筹将会颠覆传统

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

互联网巨头试水电影众筹遇票房“滑铁卢”

过去的黄金周， 电影票房超过10亿元，不

过在火爆的票房背后，却仍有票房惨淡的失意

者。 如汤唯的《黄金时代》首日票房仅1060万

元，最终以3000多万元的成绩黯淡收场。 此前

百度、中信信托、中影集团三巨头曾打造影视

文化产业金融众筹平台“百发有戏” ，而《黄金

时代》正是该平台的首批产品。

仰仗百度等互联网巨头，片方对《黄金时

代》票房预测一度颇为乐观，作为“百发有戏”

首期影视理财产品，《黄金时代》募集资金超过

1800万元。 根据票房“低于2亿元、3亿元、4亿

元、5亿元、6亿元、高于6亿元” 六档，该众筹理

财产品分别对应预期权益回报为8%、9%、

10%、11%、12%、16%。

无独有偶，同样作为众筹产物的《魁拔Ⅲ》

表现同样令各方大失所望。 该片是阿里“娱乐

宝” 今年第二期推出的众筹式理财项目，三天

内完成1000万元的资金募集。 投资门槛为最低

100元，最多2000元，预期年化收益7%。 不过阿

里粉丝的追捧同样未能拯救《魁拔Ⅲ》的票房。

艺恩票房智库的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魁

拔Ⅲ》不超过2000万元。

根据可查询的数据，《黄金时代》宣称总投

资7000万元，而《魁拔Ⅲ》总投资也超过3000万

元。前者国庆黄金档期3000多万元的票房，后者

则不超过2000万元， 也就是说尽管在众筹平台

备受追捧，但惨淡的票房仍让投资方遍体鳞伤。

遭知名天使投资人“白眼”

“他们都不看好众筹。 ”谈起众筹，天使投

资人、 云筹创始人谢宏中想起采访当天中午与

数位知名投资人的午餐谈话。

“他们说众筹不能突破法律边界， 有这些

东西约束，一个项目股东太多了不好，一个项

目股东太多了就不能投，你们要搞就放在有限

合伙企业里面来投它。” 不过谢宏中仍然认为，

众筹应该是天使投资最好的实践，最佳的实践

方式。

类似对众筹的质疑，在VC/PE业内并不罕

见，如澳银资本（中国）创始合伙人、执行总裁

熊钢此前在一公开场合即表示，众筹就是一个

舶来品，在美国没有成功，在中国也成功不了，

因为其违反了风险投资的根本属性。 早期投资

的风险非常高，如果拿它跟股市相比，那么股

市的风险都低多了。 因此这样高风险的投资，

一般必须要承受能力强、专业的出资人才能承

受得了。

即使是在与众筹同属互联网金融范畴的

P2P圈，看好的人也并不多。 此前上海嘉银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你我贷)副总裁刘谣称，众筹虽

然是互联网金融的一种， 但是按照目前的监管

规定，众筹的运行是有很多问题的。再则互联网

金融讲究开放和速度，而众筹则相反，所以这个

一定会玩死的。即使是偏公益的众筹，在兴奋度

过后，也会心态疲惫，难以持续。

不少人认为股权众筹玩的其实都是其他机

构玩剩下的。 对此众筹机构大家投创始人李群

林提出反驳，“说专业投资人看不上的项目众

筹来接，专业投资人不要的项目都是垃圾项目，

这个逻辑太扯了。当年腾讯、阿里巴巴被拒绝多

少次，也找不到天使投资。 ”

对于各方的质疑，李群林坦言，“作为中国

刚发展的行业， 那些专业的投资者瞧不起众筹

平台很正常。 ”

虽然目前众筹发展潜力备受各方质疑，

但从实际运行看， 各大众筹机构业务仍在平

稳增长。

根据一些专业机构的分类， 目前众筹主要

有四类，一是债权众筹，投资者对项目或公司进

行投资，获得其一定比例的债权，未来获取利息

收益并收回本金。二是股权众筹，即投资者对项

目或公司进行投资，获得其一定比例的股权；三

是回报众筹，即投资者对项目或公司进行投资，

获得产品或服务；四是捐赠众筹，投资者对项目

或公司进行无偿捐赠。

据私募通数据，2014年上半年， 中国众筹

领域共发生融资事件1423起， 募集总金额

18791.07万元。 其中，股权类众筹事件430起，

募集金额15563万元， 此类项目以初创期企业

为主，所以投资阶段主要为种子期和初创期。奖

励类众筹事件993起，募集金额3228.07万元；综

合类众筹平台实际供给事件为708起， 垂直类

众筹平台供给事件为285起， 综合类平台发生

的实际供给事件数量约为垂直类众筹平台供给

事件数量的2.5倍。

“今年我们有29个项目， 总的规模接近

3000万元。 每个季度业务量增长大概在20%到

30%左右。 ” 李群林说。

谢宏中透露，“从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大

家关注度也很高， 每个月会比上个月增长50%

以上，当然早期基数小，偶然性也有。 ”

对今后两年的发展， 业内人士普遍持谨慎

态度，李群林表示，“现在我们业务增长还没有

出现爆发，还是平缓增长，还有很多事情制约着

众筹的发展，如果要爆发可能得等到明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