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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已冷，众筹蛰伏式生
存已现。

“经过了两三年的市场酝
酿，2015年，众筹迎来了大爆
发，不过，进入到2016年迎来
了调整，确切地说，进入到了一
个蛰伏期。”3月29日，众众投
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孔令锋语气
中增添了几分凝重。

微信朋友圈已然可见众筹
商业模式成为众多企业进军互
联网金融领域的营销主战场。

“众筹联系我”、“我公司开
展众筹新模式”、“众筹培训课，
来听吗？”……众筹成为线上金
融产品经营中，最为大众化的
筹资方式，成为朋友圈最火的
营销热点。

线下，众筹热潮燃烧到全
国各地。八融岛创始人赵正军
介绍，他们去年分别在贵阳、广
州、宁波、泉州、济南、武汉等地
参加当地众筹论坛活动，亲眼
看到了众筹热席卷全国。

郑州全国性众筹平台有人
人投、众众投、天使街、人人天
使、生意筹等，河南本土众筹平
台有众筹中原、众志成筹等。

事实上，2015年，记者本人
也被企业众筹的热情感染，参
与了企业的众筹活动。不管是
企业，还是参股人，热情拥抱众
筹商业新模式的实践与投资成
为市场新常态。

“2015年，众筹平台如同以
往的团购网一样迅速崛起，也
如同团购网一样迅速遭遇成长
烦恼。风险投资机构看好这一

新兴互联网融资模式，纷纷大
把投资众筹。一家知名众筹平
台，一年内烧了一两亿元，在全
国跑马圈地，一年过去了，为企
业融资额度仅仅有六七亿元，
按5%的平均收益率，投入与产
出出现了很大的剪刀差，减员
已成为必然。”一行业内人士直
言。

对此，孔令锋并不讳言：
“我们公司也减员了一半。原
来一百来号人，现在仅保留50
人左右，这是整个众筹行业遭
遇相似的问题。”事实上，一些
众筹平台，一百人、二百人，甚
至三百人地大规模减员。

“我认为，众筹行业发展投
资人有些急功近利，认为众筹
的股权投资很快就会获得收
益，其实，一般众筹投资项目都
有一段时间经营期，才有可能
获利，这影响到了投资人的预
期，致使众筹行业投资遇冷，这
样，众筹平台没有钱烧，也必然
减员。”

人人投工作人员葛先生也
表示：“人人投虽然有15万注册
会员，不过，会员的活跃度不
高，还需要我们创新性服务，激
活广大会员的投资热情。”

蛰伏，是为了更好地起飞。
在孔令锋看来，各大众筹

平台正在寻找新的成长增长
点，比如他们为企业撰写众筹
方案、帮助企业筛选优质投资
人等投资更具竞争力的服务项
目，获得更多的利润增长点。

众筹虽然获得了政府的
支持，赢得了长足的发展，但
是，这在赵正军看来，“众筹
还是站在悬崖边上的新业
态，它的成长遭遇了非同一
般的曲折”。

众筹从美国引进，在中
国发育从 2012 年开始，不
过，随着众筹进入中国，并获
得关注之时，作为普惠金融
产品P2P获得了市场的热情
追捧，不久便因个别P2P平
台公司跑路，给整个行业蒙
上了发展的阴影，政府强化
了监管，“连众筹也被无情地
监管起来了”。

“目前缺乏大力发展
P2P的土壤，包括征信体系、
大数据体系，等等，导致成本
太高，甚至在去年出现大规

模跑路倒闭的事件，扰乱了
整个市场。”

实质上，众筹与非法集
资存在着相似的问题，让政
府犯难。

“不过，众筹肯定不是非
法集资，从目的上看，非法集
资承诺一定期限内还本付
息，且往往高于银行正常法
定利息，而股权众筹则是筹
到有着相似价值观的人一起
投资创业，没有承诺固定的
回报，而且股东还要承担股
东风险。”

现在，在“双创四众”工
作中，众筹是居于核心位次
的新业态，因为众筹最具有
资源黏性，是驱动“双创”工
作的重要推手。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政

府很支持搞众筹，但是，赵正
军认为，发展众筹，他最大的
担心还是“政策环境”。

据了解，为了筹建河南众
筹交易中心，他不得不向监管
众筹工作的五大政府部门提
交申请报告，这些部门分别是
证监局、中小企业局、工商局、
科技局、金融办，“按照目前的
监管制度，这五个部门分管众
筹业务的一部分业务。”

事实上，“九龙治水”的
监管问题，不仅在众筹新业
态上，就是在传统的担保业
发展上，同样存在着部门之
间相互掣肘的问题，这已成
为管而不理的难题。事实
上，也是市场风险难以平衡
的机制性原因。上述业内人
士分析。

众筹这一普惠金融的新
业态正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
关注。

赵正军表示，河南成立
众筹交易中心获得了郑州经
开区很大的重视。“你来采访
前，经开区的主要负责人刚
来公司指导工作呢。”据了
解，如何支持众筹交易中心
发展，成为经开区负责人调
研的主题。

地方政府的重视与国家
政策的指导有着密切关系。

“今年众筹第一次写入
两会报告，某种意义上比互
联网金融更有价值。双创四
众（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工作
最主要的抓手就是众筹。众
创是孵化器，众包是业务协
作，众扶是政府支持，众筹是
真正关键所在，因为所有创
业都需要资金和金融支持，
众筹可以解决传统金融机构
无法解决的资金问题。”赵正
军认为。

众筹的商业实践，也证

实了市场的认知。
孔令锋介绍，目前市场

上的众筹项目偏向于“吃喝
玩乐”项目，包括餐饮业、酒
店服务业、教育培训行业，以
及休闲娱乐行业。也有互联
网项目，但是，在河南市场
上，不多见。在他们成功操
作的项目上，一般融资额度
在30万至500万元之间，成
功率较高。而这些融资的项
目一般是初创企业项目、新
上项目居多。“这些项目传统
银行融资较难，民间融资的
成本又太高。众筹就体现了
它的优势与竞争力。”

人人投的葛先生认同孔
的观点：“我们所众筹的项目
也集中在民生领域内，大品
牌的项目不多，小品牌的项
目偏多。”

不过，对于众筹的功能
认知，市场还是存在着不同
的观点。

赵正军认为：“只融资的
众筹就是耍流氓。”在他看

来，众筹不应该有保本收益，
是一个规则透明、规定了责
权利的融资方式。“它是一个
资源整合的过程，是一个资
源再分配的过程。”因此，他
认为，众筹就是筹资源，包括
信息、投资人、技术、渠道、融
资，等等。“融资仅是众筹的
一部分，不是全部。”

当然，众筹就是筹资源
之说只是一个观点，而众筹
就是筹钱的观点还是占据大
多数。其中，拥有“中国众筹
第一人之称”的杨勇就认为，
众筹主要就是融资筹钱，它
是创业者社会融资的便利方
式。

但是，市场对众筹的功
能价值认知是相似的。整体
看，众筹的规模小、风险小，
相对互联网金融来说更适应
当下的市场。众筹不仅可以
增加直接融资比例，打破以
往传统模式融资弊端，符合
金融体制改革的意义，更是
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推手。

众筹平台战略调整已成必
然，机制化创新已经上路。

“现在众众投决定走聚集
发展之路，专注于开发细分领
域内连锁运营股权众筹模式的
众筹产品。”孔令锋表示。事
实上，各大众筹平台基本都是
思考“转型问题”。

而在蛰伏期内，众筹商业
模式的机制化创新，也成为众
筹新模式发展的最新景观。3
月22日，由创世金融、八融岛、
同泰资本等投资人共同打造的
河南众筹交易中心正式成立。

“这是全国第二家众筹交
易中心（第一家去年在贵阳成
立），目的是打造一个围绕企业
创立、发展、成熟与壮大整个过
程的生态体系，成为一个更高
效的资源整合平台。”赵正军介
绍。

在赵正军看来，河南众筹
交易中心要“打造中国新五板
市场，成为一个非标准化众筹
金融资产和各类互联网金融资
产的交易市场。”

据介绍，河南众筹交易中
心由投资与风险委员会、战略
投资委员会、专业服务机构、资
质审核中心、挂牌服务中心以
及众筹交易服务中心六大组织
体系构建。“在运营实施中，企
业提交申请，由保荐机构推荐，
经过资质审核组委会审核把关

之后，交挂牌审核中心再审核，
通过者实现挂牌。”在整个运营
过程中，“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
的力量，确保项目的质量，是交
易中心的底线，哪怕是融到的
资金，我们也要交给第三方管
理。”

在交易所的交易板块中，
有六大交易板块，分别是股权
众筹、债权众筹、经营权众筹、
知识产权众筹、产品众筹与公
益性众筹六大板块，涵盖了众
筹产品的所有领域。

在众筹交易中心成立大会
上，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金融办主任魏喜赢认
为：“河南众筹交易中心的成
立，是河南众筹领域拓展迈出
的重要一步，河南将构建完善
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众筹体系与
众筹模式。”

魏喜赢表示，交易中心一方
面将为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和初
创型项目提供一个融资通道，另
一方面借助众筹这一工具，能够
吸引更多的投资人、投资机构以
及希望在河南成立的高科技、高
成长、高附加值、创新商业模式
的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医药、
新农业、新服务等众多类型的公
司入驻河南，使众筹交易中心可
以更快、更高效地整合资源，提
供从资金到相关资源匹配的全
方位服务。

河南众筹蛰伏谋求新路
互联网金融模式众筹发展遭遇成长困惑，机制化创新模式开启，尚需政策呵护跟进

机制创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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