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活社会化融资“大动脉”

草根众筹引爆民间资本集聚热潮

本报记者 张洁

24小时，100万元！ 近期，一个名为“字里行间” 的传统书店在众筹网站上演了一幕众筹“奇迹” ，募集金额超

出筹集目标1倍。

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随着阿里巴巴、京东、百度的相继介入，金融“种子” 在互联网“沃土” 上萌生的网

络众筹这个新业态，正以火速蔓延。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众筹领域发生融资事件1423起，募集资金总额达

到1.88亿元，参与人数高达10.92万人。

不同于传统VC的投融资对象，众筹交易是直接面向消费者，在“聚光灯” 下把产品由小众推向大众市场。

“相比其他互联网金融形态， 众筹的出现显得更务实。 ” 启明创投董事长邝子平对新生的网络众筹模式十分推

崇，“它可以给整个创投业带来良性补充。 ”

然而，机遇的身后永远隐藏着不可忽视风险，多数众筹机构资质欠缺、交易监管体系尚未构建、交易对手权利

职能分配不均、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缺乏等等，都是众筹模式在国内摸索成长过程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

就算如此，草根众筹依然被外界寄予厚望。正如每一个萌生的新事物出现，都需要时间去犯错和成长，终究要

经历狂欢与悲伤，不断自我完善并与社会融合。 那么，我们所期待的成熟，它还会远吗？

草根众筹“萌萌哒”

不得不说，在互联网一统天下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近乎平等的机会实现英雄的梦想。而众筹，或许正是踏着七

彩云朵，为了那些希望实现梦想的人们，身披金甲圣衣而来。

2009年，众筹网站Kickstarter在美国横空出世，网站一上线就迅速受到外界追捧，尤其是催生了智能腕表Peb-

ble等诸多有趣的硬件产品后，Kickstarter和它所创造的众筹模式风靡了全球互联网圈。 2011年，国内第一家众筹

网站“点名时间” 正式上线，此后一大批同类网站先后登场，众筹模式开始在国内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毕竟，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

7月15日，国内众筹网站挂出一个名为“字里行间” 的传统书店众筹项目，“让我们一起开书店，寻找属于字

里行间的人” ———就是这样一个“众里寻他千百度” 的初衷，竟然创造了一个出版众筹行业的“奇迹” ：24小时，

成功众筹100余万元，远超预定50万元的项目筹集目标。

“这是一个奇迹，让我们认识了众筹的力量。” 众筹网高级合伙人路佳瑄激动地表示，是众筹让有共同梦想的

人走到了一起，开启了一条新的沟通渠道。

众筹“造梦” 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放大镜和聚光灯，它为项目带来的不仅是资金的支持 ，还有把产品从小众

推向大众消费市场所需要的原动力。 不论是影视、动漫、出版、科技，甚至是农产品……只要是具有创意的想法，

都开始在众筹网站上招募资金。 往往那些在传统渠道得不到风投或者捐赠的项目，在众筹平台上可以大放异彩。

当然，其中噱头也不少。

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众筹领域发生融资事件1423起，众筹募集资金总额达到1.88亿元，参与人数

为10.92万人。 而根据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众筹发展潜力》报告，到2025年全球众筹市场规模将达到960亿美元，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众筹市场，预计规模将达到460亿-500亿美元。

不过，梦想照进现实时，并不是所有都可以成真。

“不是所有人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 众筹网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众筹网只支持已有产品需要完成生产

或扩张产能步骤的资金筹措，对于投资者给予的回报仅限于实体产品或相关服务，投资者无法兑现股权和利润分

红。

邝子平表示，众筹是针对某些产品给予的融资，这些产品都是直接面对消费者且新颖的产品，通过网络平台，

在产品还没出来以前，找到最先“吃螃蟹” 的客户。 这个形态对微创企业是非常好的帮助 ，对创投业也是一种良

性补充，但本质上与VC做的事情还是大不一样。

“众筹更像是在购买预售产品。无论从专业度、风险控制以及融资体量上，和传统VC都存在较大差距。” 易观

国际互联网金融行业分析师李子川认为，众筹虽可以有效激活投融资市场，但由于目前监管存在空白，众筹机构

还游走在“灰色边缘” ，另外自身准入门槛、具体审核制度还不够清晰，诸多风险隐患也将逐渐暴露。

不过，众筹业在摸索前进中，市场潜力却早已被提前锁定。

众筹玩家“初体验”

众筹，的确看起来很美。

“当生产经营模式需要创新或再上一层楼时，众筹或许能为你插上一对想象的翅膀。 ” 众筹网CEO孙宏生这

样形容众筹交易。

2013年2月，网信金融集团旗下的众筹网正式上线，旨在为项目发起者提供募资、投资、孵化和运营综合众筹

服务。

众筹平台解决项目资金的问题，孙宏生认为功能有四：第一，发现功能。 如果项目有创意和市场前景，会引发

很多人的兴趣和关注。 第二，验证功能。 对初创者来说，可以先放到众筹网上晒一晒，看看有多少人支持你的创

意。第三，推广功能。 通过天然的路演平台发起项目，不仅能充分展现和释放平台的推广价值，也为企业的品牌和

理念宣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募资功能。 在运营过程中，如果遇到了资金问题，想要募集一定的资金渡过

难关，众筹平台也可帮助你更便捷地解决资金问题。

如此接地气的“草根众筹” ，更是引得BAT相继涉足。

2014年3月，阿里巴巴宣布，其数字娱乐事业群将推出新一代“宝” 产品———娱乐宝。 据介绍，网民出资100元

即可投资热门影视作品，预期年化收益率7%的产品被业界视为众筹的先例。

此后，阿里巴巴接连推出两期“娱乐宝” 来投资影视作品。 首期“娱乐宝” 4个投资项目共计78.5万份售罄，募

集总金额7300万元，投向《小时代3》；而预计二期的标的为5部电影。 毋庸置疑 ，阿里巴巴的众筹参与模式也将

“全民娱乐” 推向高潮。

紧跟其后的百度金融，在2014年4月推出了“众筹” 频道，频道以“百度钱包” 为枢纽，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

利用大数据、云平台、大流量和网民需求的精准定位，实现大众筹资，帮助项目发起方或创意方获得项目资金，解

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局。 公开资料显示，百度众筹由百度金融团队负责，属“百度钱包” 旗下业务。

对此，百度百付宝总经理章政华公开表示：“此次推出百度众筹，主打集团作战，要抢占的是国内第一互联网

众筹平台。 ”

近日，垂直电商大赢家京东商城也前来“凑份子” 。 2014年7月，京东产品众筹业务“凑份子” 正式上线。 据了

解，京东“凑份子” 的方式更近似众筹网等网络平台提供的众筹服务，也就是投资人对众筹项目进行出资，从而获

得相应的产品或服务。

“以京东凑份子为例，资金绑定的是京东支付公司，在京东众筹项目中，投资者相中哪个产品，点击确认，资

金就会打入京东账户。 若众筹成功，投资者会在规定期限内获得返还的产品或服务回报；若众筹不成功，那么投

资者的钱会原封不动地还到原来的个人支付账户上。 ” 李子川介绍，现在众筹平台的盈利方式，也是靠众筹成功

后提取佣金的形式。

上述几大众筹网站多为奖励型众筹，国内目前还有股权众筹、捐赠性众筹等不同形式的平台数十家，和海外

众筹搞得风声水起相比，国内众筹业还处在起步阶段。

华宝证券分析师赵恒珩坦言，一方面，社会对这一事物的认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众筹容易与涉嫌

非法集资和《证券法》关于禁止公开发行证券的规定、监管制度缺失所引发的问题相关联。

不过，据报道，目前股权众筹有望纳入证监会的监管，这将有助于其健康发展。

众筹融资“新规则”

赵恒珩认为，众筹融资作为新兴网络融资方式，对传统融资是极好的补充，它可以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对

于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促进资本形成，支持创新创业。

“但是，国内众筹交易环境不够健全，无论融资方还是投资者都应该不断加强预警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

与证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赵锡军提示风险。

京都律师事务所李律师告诉记者，“短时间内众筹在中国还没有出现爆发式增长，主要原因还是在法律的风

险上。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非法集资进行了定义：

（一）未经有关部门已发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刑事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

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

社会不特定对吸收资金。 从国内众筹平台来看，除了捐赠制的众筹外，其他各类众筹平台都以现金、股权、事物等

各种方式对出资者给予回报，且均公开面对社会公众。 从这个角度来看，众筹平台的运营模式与非法集资的构成

要件相符合，具有法律风险。

所以，目前国内一些较大的众筹平台，多为奖励型众筹和股权众筹。对于商品众筹平台来说，由于是向不特定

对象发出，一旦支持者接受并支付了资金，他将获得一份类似于商品预购订单，项目发起人与支持者之间形成商

品购买合同关系，这样也有效规避了法律风险。

而对于争议最多的股权众筹，如天使会，则利用严格的游戏规则避开法律红线。 如对投资者的收入设立高要

求，通过审核后吸纳为会员，通过这一方式，将法律中提及的不特定个人变为特定个人，从而规避法律限制。

“不过，股权众筹行业在国内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对于初创企业意义非凡，但是在具体操作实践上仍面

临诸多挑战。 ” 李子川说，截至目前，股权众筹行业成熟案例较少，行业阵营亦未形成规模。

另外，赵恒珩还提到，众筹的信用风险较高，目前成立一个众筹平台只需进行工商登记和网站备案，对于众筹

项目的审核由众筹平台全权负责。 所以平台本身并没有规范性，其信用风险可想而知。 而资金汇集在一起后的资

金池管理也是一大问题，谁来监管和制定资金用途，这都是在缺乏监管和法规下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地方。

“不要小看区区千元的小额投资，如果投融资双方都用非常小心和谨慎的态度，重视风险，每个人都对投资

项目和操作过程很关注，众筹的交易过程就会越来越规范。 每个人都规范了，那么交易环境就规范了。 ” 赵锡军

中肯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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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众筹引爆民间资本集聚热潮

我们一起来追梦

□本报记者 张洁

24

小时，

100

万元！近期，一个名为“字里行间”的传

统书店在众筹网站上演了一幕众筹“奇迹”，募集金额

超出筹集目标

1

倍。

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随着阿里巴巴、京东、百

度的相继介入，金融“种子”在互联网“沃土”上萌生的

网络众筹这个新业态，正以火速蔓延。 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国内众筹领域发生融资事件

1423

起， 募集资金

总额达到

1.88

亿元，参与人数高达

10.92

万人。

不同于传统

VC

的投融资对象，众筹交易是直接面

向消费者，在“聚光灯”下把产品由小众推向大众市场。

“相比其他互联网金融形态，众筹的出现显得更务实。 ”

启明创投董事长邝子平对新生的网络众筹模式十分推

崇，“它可以给整个创投业带来良性补充。 ”

然而，机遇的身后永远隐藏着不可忽视的风险，多

数众筹机构资质欠缺、交易监管体系尚未构建、交易对

手权利职能分配不均、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责任追究

机制缺乏等等， 都是众筹模式在国内摸索成长过程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算如此，草根众筹依然被外界寄予厚望。 正如每

一个萌生的新事物出现，都需要时间去犯错和成长，终

究要经历狂欢与悲伤，不断自我完善并与社会融合。那

么，我们所期待的成熟，它还会远吗？

草根众筹“萌萌哒”

不得不说， 在互联网一统

天下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近乎

平等的机会实现英雄的梦想。

而众筹， 或许正是踏着七彩云

朵， 为了那些希望实现梦想的

人们，身披金甲圣衣而来。

2009年， 众筹网站Kick-

starter在美国横空出世， 网站

一上线就迅速受到外界追捧，

尤其是催生了智能腕表Pebble

等诸多有趣的硬件产品后，

Kickstarter和它所创造的众筹

模式风靡了全球互联网圈 。

2011年， 国内第一家众筹网站

“点名时间” 正式上线，此后一

大批同类网站先后登场， 众筹

模式开始在国内落地生根，开

枝散叶。

毕竟，一人拾柴火不旺，众

人拾柴火焰高。

7月15日，国内众筹网站挂

出一个名为“字里行间” 的传

统书店众筹项目，“让我们一起

开书店， 寻找属于字里行间的

人” ———就是这样一个 “众里

寻他千百度” 的初衷，竟然创造

了一个出版众筹行业的 “奇

迹” ：24小时， 成功众筹100余

万元， 远超预定50万元的项目

筹集目标。

“这是一个奇迹，让我们认

识了众筹的力量。” 众筹网高级

合伙人路佳瑄激动地表示，是

众筹让有共同梦想的人走到了

一起， 开启了一条新的沟通渠

道。

众筹“造梦” 价值就在于

它是一个放大镜和聚光灯，它

为项目带来的不仅是资金的支

持， 还有把产品从小众推向大

众消费市场所需要的原动力。

不论是影视、动漫、出版、科技，

甚至是农产品……只要是具有

创意的想法， 都开始在众筹网

站上招募资金。 往往那些在传

统渠道得不到风投或者捐赠的

项目， 在众筹平台上可以大放

异彩。 当然，其中噱头也不少。

研究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

年国内众筹领域发生融资事件

1423起， 众筹募集资金总额达

到1.88亿元， 参与人数为10.92

万人。而根据世界银行《发展中

国家众筹发展潜力》 报告，到

2025年全球众筹市场规模将达

到960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全球

最大的众筹市场， 预计规模将

达到460亿-500亿美元。

不过，梦想照进现实时，并

不是所有都可以成真。

“不是所有人的梦想都可

以实现。” 众筹网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目前众筹网只支持已

有产品需要完成生产或扩张产

能步骤的资金筹措， 对于投资

者给予的回报仅限于实体产品

或相关服务， 投资者无法兑现

股权和利润分红。

邝子平表示， 众筹是针对

某些产品给予的融资， 这些产

品都是直接面对消费者且新颖

的产品，通过网络平台，在产品

还没出来以前，找到最先“吃

螃蟹” 的客户。 这个形态对微

创企业是非常好的帮助， 对创

投业也是一种良性补充， 但本

质上与VC做的事情还是大不

一样。

“众筹更像是在购买预售

产品。 无论从专业度、风险控制

以及融资体量上，和传统VC都

存在较大差距。” 易观国际互联

网金融行业分析师李子川认

为， 众筹虽可以有效激活投融

资市场， 但由于目前监管存在

空白，众筹机构还游走在“灰色

边缘” ， 另外自身准入门槛、具

体审核制度还不够清晰， 诸多

风险隐患也将逐渐暴露。

不过， 众筹业在摸索前进

中， 市场潜力却早已被提前锁

定。

众筹玩家“初体验”

众筹，的确看起来很美。

“当生产经营模式需要创新或再上

一层楼时， 众筹或许能为你插上一对想

象的翅膀。 ” 众筹网CEO孙宏生这样形

容众筹交易。

2013年2月，网信金融集团旗下的众

筹网正式上线， 旨在为项目发起者提供

募资、投资、孵化和运营综合众筹服务。

众筹平台解决项目资金的问题，孙

宏生认为功能有四：第一，发现功能。 如

果项目有创意和市场前景， 会引发很多

人的兴趣和关注。 第二，验证功能。 对初

创者来说，可以先放到众筹网上晒一晒，

看看有多少人支持你的创意。 第三，推广

功能。 通过天然的路演平台发起项目，不

仅能充分展现和释放平台的推广价值，

也为企业的品牌和理念宣传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第四，募资功能。 在运营过程

中，如果遇到了资金问题，想要募集一定

的资金渡过难关， 众筹平台也可帮助你

更便捷地解决资金问题。

如此接地气的“草根众筹” ，更是引

得BAT相继涉足。

2014年3月，阿里巴巴宣布，其数字

娱乐事业群将推出新一代 “宝 ” 产

品———娱乐宝。 据介绍，网民出资100元

即可投资热门影视作品， 预期年化收益

率7%的产品被业界视为众筹的先例。

此后，阿里巴巴接连推出两期“娱乐

宝” 来投资影视作品。 首期“娱乐宝” 4

个投资项目共计78.5万份售罄， 募集总

金额7300万元，投向《小时代3》；而预计

二期的标的为5部电影。 毋庸置疑，阿里

巴巴的众筹参与模式也将 “全民娱乐”

推向高潮。

紧跟其后的百度金融，在2014年4月

推出了“众筹” 频道，频道以“百度钱

包” 为枢纽，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利用

大数据、云平台、大流量和网民需求的精

准定位，实现大众筹资，帮助项目发起方

或创意方获得项目资金， 解决中小企业

融资难困局。 公开资料显示，百度众筹由

百度金融团队负责，属“百度钱包” 旗下

业务。

对此， 百度百付宝总经理章政华公

开表示：“此次推出百度众筹， 主打集团

作战， 要抢占的是国内第一互联网众筹

平台。 ”

近日， 垂直电商大赢家京东商城也

前来“凑份子” 。2014年7月，京东产品众

筹业务“凑份子” 正式上线。 据了解，京

东“凑份子” 的方式更近似众筹网等网

络平台提供的众筹服务， 也就是投资人

对众筹项目进行出资， 从而获得相应的

产品或服务。

“以京东凑份子为例，资金绑定的是

京东支付公司，在京东众筹项目中，投资

者相中哪个产品，点击确认，资金就会打

入京东账户。 若众筹成功，投资者会在规

定期限内获得返还的产品或服务回报；

若众筹不成功， 那么投资者的钱会原封

不动地还到原来的个人支付账户上。” 李

子川介绍，现在众筹平台的盈利方式，也

是靠众筹成功后提取佣金的形式。

上述几大众筹网站多为奖励型众

筹，国内目前还有股权众筹、捐赠性众筹

等不同形式的平台数十家， 和海外众筹

搞得风声水起相比， 国内众筹业还处在

起步阶段。

华宝证券分析师赵恒珩坦言， 一方

面， 社会对这一事物的认识仍然处于初

级阶段；另一方面，众筹容易与涉嫌非法

集资和《证券法》关于禁止公开发行证

券的规定、 监管制度缺失所引发的问题

相关联。

不过，据报道，目前股权众筹有望纳

入证监会的监管， 这将有助于其健康发

展。

众筹融资“新规则”

赵恒珩认为， 众筹融资作为新兴网

络融资方式，对传统融资是极好的补充，

它可以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 对于拓

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促进资本形成，

支持创新创业。

“但是， 国内众筹交易环境不够健

全， 无论融资方还是投资者都应该不断

加强预警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

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赵锡军提示风险。

京都律师事务所李律师告诉记

者，“短时间内众筹在中国还没有出现

爆发式增长， 主要原因还是在法律的

风险上。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一条对非法集资进行了定义：

（一）未经有关部门已发批准或者借用

合法经营的刑事吸收资金；（二） 通过

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

社会公开宣传；（三） 承诺在一定期限

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

或者给付回报；（四） 向社会公众即社

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从国内众筹平

台来看，除了捐赠制的众筹外，其他各

类众筹平台都以现金、股权、实物等各

种方式对出资者给予回报，且均公开面

对社会公众。 从这个角度来看，众筹平

台的运营模式与非法集资的构成要件

相符合，具有法律风险。

所以， 目前国内一些较大的众筹平

台，多为奖励型众筹和股权众筹。 对于商

品众筹平台来说， 由于是向不特定对象

发出，一旦支持者接受并支付了资金，他

将获得一份类似于商品预购订单， 项目

发起人与支持者之间形成商品购买合同

关系，这样也有效规避了法律风险。

而对于争议最多的股权众筹， 如天

使会， 则利用严格的游戏规则避开法律

红线。 如对投资者的收入设立高要求，通

过审核后吸纳为会员，通过这一方式，将

法律中提及的不特定个人变为特定个

人，从而规避法律限制。

“不过，股权众筹行业在国内的发展

尚处于早期阶段， 对于初创企业意义非

凡， 但是在具体操作实践上仍面临诸多

挑战。” 李子川说，截至目前，股权众筹行

业成熟案例较少， 行业阵营亦未形成规

模。

另外，赵恒珩还提到，众筹的信用风

险较高， 目前成立一个众筹平台只需进

行工商登记和网站备案， 对于众筹项目

的审核由众筹平台全权负责。 所以平台

本身并没有规范性， 其信用风险可想而

知。 而资金汇集在一起后的资金池管理

也是一大问题， 谁来监管和制定资金用

途， 这都是在缺乏监管和法规下可能会

出现问题的地方。

“不要小看区区千元的小额投资，如

果投融资双方都用非常小心和谨慎的态

度，重视风险，每个人都对投资项目和操

作过程很关注， 众筹的交易过程就会越

来越规范。 每个人都规范了，那么交易环

境就规范了。 ” 赵锡军中肯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