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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投资回报率能吃

到嘴里吗？

媒体从业者崔强最近投资了山
东凯瑞餐饮集团的合火餐饮众筹平
台的项目，这是他关注、参与的多个
众筹项目中，感觉最靠谱的一个。

首先投资门槛较高。合伙众筹5
万元起，不是以前很多项目出个三
五千元就能参与进来。“在法律保障

上，我会有明确
的股权确认。不
像以前，我的钱
投进去了，没有
任何凭证。”崔
强说。

凯瑞餐饮
旗下拥有高第
街、城南往事等
多个餐饮品牌，
此次专门成立
了合火餐饮投
资俱乐部作为
众筹平台。“在
我们平台上众
筹项目时，我们
会借助凯瑞集
团专业的餐饮
管理知识，对项
目各个环节进
行研判。众筹成
功后，我们会将
项目全权委托
给凯瑞来运营，
股东坐等收益
就好了。”合火
餐饮投资俱乐
部市场总监陈
磊告诉记者。

崔强众筹
的项目是城南
往事济南边庄
店，股权分割总
数1 0 0股，每股
认筹4 . 4万元，
投资人可认筹
总额占总股本
比例的80%。款
项用于店面扩
展和升级，餐厅
由凯瑞集团运

营，预期投资回报率在20%。
投资房地产不吃香了，股市不

敢进了，P2P平台经常有跑路的，崔
强对这个20%的预期投资回报率很
是期待。但他忽略的一点是，公司法
并未规定公司有税后可分配利润就
必须分红。如果股东大会没有表决
通过，即使有大笔税后利润，众筹股
东也只能眼馋拿不到。

所以，专业人士提醒崔强这样
的普通投资者，最好在公司章程中
约定强制分红条款，即如果有税后
可分配利润，每年必须在规定日期
向众筹股东分红。

能安心当甩手掌柜吗？

陈磊告诉记者，之前很多人玩

众筹，商铺、出书、旅游，之所以不成
功，一方面在于没有寻找到合适的
商业模式，另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不是专业的人来干这些事情。”

在陈磊看来，委托凯瑞餐饮运营
这些众筹项目，正是把专业的事交给
专业的人来做。认筹股东可以做甩手
掌柜，还可拥有餐厅股份和专属股东
卡，账目监督权以及每年一次的分红。

当甩手掌柜真就这么惬意吗？
事实上，很多众筹公司正是因为没
有完善的信息披露、法律和审计等
第三方监督机制，股东当了甩手掌
柜，自己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证。

2013年，姜涵玮的一个朋友通过
微信朋友众筹了50万元做茶馆。开始
茶馆促成了不少生意，但后来再也没
有进行B轮融资，人气越来越不旺。

“现在来看，这个项目是失败
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财务不公
开，项目失败后最应该做的是把账
目列清楚，让大家知道自己的钱到
底花在哪里了。”姜涵玮说，可惜这
个朋友并没有这么做。

在陈磊看来，这种事会严重地
透支个人信用。“这也是我主张众筹
还是要交给平台来做，不要个人来
运作这个事情的原因。”陈磊说，“运
作好了还好说，失败了的话，对个人
的从业经历来说也是一大败笔。”

为避免这个问题，合火聘请了第
三方来管财务和法务。“聘请第三方
的好处是能够体现公开、公正，从而
提高平台公信力。”陈磊说，在众筹项
目前期，平台会委托这些中介机构对
项目进行全面风险评估，“就像是做
新三板或者IPO业务一样，对项目进
行全方位审计，尽职调查。项目执行
过程中，会跟踪各项财务指标，并对
出现的风险进行及时防控，按月度、
季度、年度定时披露运营数据。”

不赚钱，众筹干吗？

2011年，众筹刚传到中国时，迅
速掀起了一场开咖啡馆的风潮，形
形色色、不同主题的咖啡馆被众筹
出来。“现在很多人众筹咖啡馆，只
是觉得这种方式最简单，但却没有
想好如何运营，再加上如果没有专
业的、懂咖啡的团队来运营的话，几
乎难以存活。”好投网创始人户才和
表示，几乎所有的众筹咖啡馆都未
实现盈利。

这一现实，让一直有着开一家
咖啡馆梦想的姜涵玮最终放弃了这
个想法。

姜涵玮是齐鲁众创板首批挂牌企
业特壕私的主要发起人，她曾经想众
筹一个咖啡馆，后来发现咖啡馆赢利
能力并不好，而“作为生意人，赚钱是
首要目的”。

2012年，顶着“济南第一家创业
咖啡店”光环的新咖啡店在泉城开
业，两年后这家咖啡店关门，创始人
总结教训时说，“没有项目资源，也
没有投资资源,亏损得厉害。”

户才和总结说，许多众筹项目
的发起人一再强调不是为了盈利，
他们搭建台子就是为混人脉圈子。

“可是在实践中，许多人发现参加众
筹的股东最后不满意，或者散伙，往
往就是因为生意不赚钱，而不是那
个台子没搭起来。”

要说明的一点，类似众筹咖啡
馆、茶馆、小餐吧这样的项目，多是
在熟人圈子里进行，更多是一种自
筹行为。而股权众筹是创业者将项
目情况、融资需求及出让股份公布
在网上，由投资人认购股份。股权众
筹的创始人是在运营项目，继而吸
引投资人做股东，两者截然不同。

人人皆可众筹吗？

今年6月，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
永健在公开场合表示，不是全民都
可以进入众筹，“一定要有一定的风
险识别能力。”而股权众筹导致了投
资人普通化，比起专业的风险投资
人或天使投资人，普通人没有足够
的能力从坏公司中筛选出好公司。

拿齐鲁股权交易中心齐鲁众
筹平台运作的24个项目来说，这些
项目主要以股权众筹为主，投资者
喜欢的项目主要集中在教育和生
活消费这两个领域。

“传统产业项目由于前景不明朗，
搞众筹的也少，而且也不容易获得投
资人认可。”齐鲁股交中心的蒋伟说。

金牌车服是齐鲁股交中心齐鲁
众筹平台吸引到资金最多的众筹项
目，借助APP、微信等移动互联终
端，面对私家车群体提供汽车养修
服务。“这个项目计划筹资200万元，
1万元起投；实际冻结资金374万元，
85人，由融资人选择其中247万元，
最终确定股东75人。”蒋伟告诉记
者，这个项目之所以超募原因就在
于项目本身贴近生活，投资者容易
理解商业运作模式。

事实上，美国证监会前首席审
计师Lynn Turner在评价股权众筹
时强调，投资初创企业是有很大的
经营风险，因为大部分的初创企业
都会以倒闭告终。

蒋伟则特别提醒众筹在法律方
面的风险，比如股东人数累计不得超
过200人；不得向投资人承诺投资本
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等。

蒋伟说，目前活跃在市场上的
主要是一些私募性质的股权众筹
平台，这些众筹平台默认自己是资
本市场的“五板”，通过各种活动展
示项目，造成“人人皆可做众筹”的
错觉。

据相关从业人士透露，目前股
权众筹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对项
目和风险披露不足，大量平台甚至
没有任何成交量；二是为了突破公
司法对股东人数的限制，有机构采
用代持股或使用持股平台或者构建
有限合伙公司结构，游走在法律边
缘；三是部分平台对投资人群不设
门槛，将缺乏投资经历及宽裕财力
的草根投资群体吸纳进场。

“从我本人的角度看，很多众筹
项目不靠谱，股东回报更不靠谱。”
陈磊说，其实众筹门槛很高，不适合
所有人来做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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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笑

2012年，济南一商贸公司的
白领高峰到北京出差，第一次接
触到众筹概念。

“在中关村转了一圈，海淀图
书城步行街上有了3W咖啡等众
筹项目。当时觉得这种模式十分
新颖。”高峰说。

很快，北京的新鲜玩法传到
山东。半年后，济南出现了众筹项
目，一个是新咖啡，主打创业孵
化；还有一个茶馆，是私人会所，
但这两个项目在撑了一年半载后
都关门了。

高峰关注这些项目，一来他手
上有闲置资金，但缺少投资渠道；
二来他也有创业打算，想看看别人
怎么做项目，为自己积累经验值。

去年，高峰见证、参与了小龙
团茶红茶礼盒、靠上酒等众筹项
目，对感兴趣的进行了投资。但投
入的项目中，仅有靠上酒这个项
目在三个月中获得了7%收益。

上面提到的两个项目，在济
南众多的众筹项目中算有点噱头
的，搞的是时下最流行的互联网
营销，即网上卖茶卖酒。小龙团茶
红茶礼盒，众筹最低门槛200元，
因为门槛低参与人多，高峰感觉
整个项目乱糟糟的，更多是把众
筹当做一种噱头来做营销，因为
筹资速度快，能拿到便宜的钱。

这两个项目之后，出现了一
大堆同样玩法的产品。山寨横行
的结果是，这些看似酷炫的互联
网概念的产品和项目非常短命，
做过一次后就再也做不下去了。
像某款酒类众筹项目，产品最大
亮点是酒瓶外形类似旗袍。这款
外形风骚的“旗袍酒”，最终股东
们也是颗粒无收。

小龙团茶红茶礼盒和靠上酒
这两个项目都是在熟人圈子里众
筹的，老板大家都认识，分红多少
都是口头承诺，反正也不懂，投的
也不多，亏了也不心疼。最后小龙
团茶红茶礼盒这个项目退给高峰
一点钱和产品，就不了了之了。

在高峰眼里，众筹的产品应该
是那种让人眼睛一亮的、很酷的革
命性产品，比如Fitbit的智能手环，
你看好这款产品，众筹了，我一心
把产品做好，失败了退钱。但充满
西方契约精神的众筹到了中国就
变样了，中国的众筹只认熟人圈
子，不熟的话，谁敢把钱筹给你。

众筹咖啡馆最容易落地，也
最被一些有情怀的创业者念念不
忘，但遇到咖啡馆这类的众筹项
目，高峰会坚决绕着走，因为咖啡
店想实现盈利实在太难。

除了咖啡馆，国内众多众筹
项目中，多是餐饮、酒水等传统项
目。“中国的众筹圈，没有让人眼
前一亮的革命性的产品。”高峰说，
很多人玩众筹是为了混圈子拓展
人脉的，但获得利润是企业开展生
产经营的最终目的，也是股东的目
的，“否则再美好的理想、再高尚
的情怀都是无源之水，那些关门
的咖啡馆就是最好的例子。”

一位普通投资者

的众筹体验跨跨越越众众筹筹陷陷阱阱

众筹一本书、
众筹一部电影、众
筹一个农产品、众
筹一家餐厅……
玩社交、玩心情、
玩创意。

虽然它们都
叫众筹，但把农业
众筹说成是农产
品预购或许更为
恰当；而当众筹门
槛低到二三百元
就能当股东时，自
然是泥沙俱下。事
实上，大部分股权
众筹项目活不过
明天。那么，究竟
什么是真正的众
筹？众筹时又要避
开哪些陷阱？

本报记者 刘相华

想当甩手掌柜
只坐等分钱？有这样的好事？

你不是来凑份子的

这心态请闪开

做生意就要赚钱
不赚钱众筹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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