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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动互联网将迎来全民皆网民时代

未来2年还有5亿用户要上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普及速度比PC互联网普及快3倍；

市场空间扩充数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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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联网之未来

智能手机——成为人体的体外器官，虚拟与现实的连接载体；

全民皆网民开启人类虚拟、现实社会平行并存的新时代；

传统社会自上而下的诱导消费模行为式将被自下而上的消费者主权取代；

传统经营模式遇到巨大挑战，经验成包袱：不转型等死，转型怕转死（不得不转）

互联网属性：

工具——思维——思想（一切从用户端出发考虑的思想）

虚拟世界与真实社会将连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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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银行之由来

个人 银行

个人

企业

借出方 借入方中间方

C2C模式（民间借贷） C2B2C模式（银行主导）

传统C2C模式局限：地域限制、熟人圈、风险集中 …… （结果：高利贷）

银行：经营信用和风险（严格监管：法定准备金、资本充足率，杠杆25倍以下）

传统银行业牌照制度、寡头垄断导致交易成本高昂！

个人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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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互联网金融 OR  金融互联网

传统金融（服务高富帅）；

互联网金融（得屌丝者得天下）—金融民主化浪潮。

传统金融+互联网 = 互联网金融、金融互联网

互联网精髓：开放、平等、协作、分享；世界是平的。

互联网金融 OR 金融互联网 谁会赢？

金融互联网：把互联网当做工具，提升效率与客户体验、客户服务前移；

互联网金融：金融业与互联网思想相结合，创新商业模式，降低交易成本。

互联网金融有巨大的创新空间

需要拥有互联网思想的跨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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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互联网金融之众筹模式

互联网众筹

crowdfunding，即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是指通过互联网方式发布筹款项目

并募集资金。

P2P网贷（多点对多点）、众筹（点对多）、余额宝（点对多）等等本质上都是

众筹模式

P2P网贷三模式

P2P网贷

C2C      (互联网平台模式） ——淘宝模式

C2B2C  (本质上是互联网银行） ——类天猫模式

C2B      (庞氏骗局）

P2P网贷迅速发展的根源：

取代传统庞大的民间借贷、利率没有市场化

C2B2C模式杠杆无上限

（小额贷款公司杠杆1.5倍，担保公司杠杆3倍）

P2P网贷发展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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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众筹 — 新发明？

众筹不是新发明

传统金融筹资阶段（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本质上讲都是通过众筹募集资金；

证券交易所本身就是最大的众筹市场；

互联网金融的众筹模式体现在：

低门槛

突破传统的地理局限

减少对中介环节的依赖

提高效率

节省了交易成本

互联网股权众筹使大众进入了曾被富人长久把持的股权投资领域，引

领着金融领域的革命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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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资本市场之演进

股票市场由散户市走向基金主导市场（国内占20-30%左右，欧美70-80%，香港90%）

专家理财的重要性！

交易所 企业

个人

个人

企业交易所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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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迎来财富时代

证券市场总市值：27万亿，流通市值19万亿

GDP（2013年）： 56.9万亿

M2（2014年1月末）： 112万亿

信托资产（2013年12月）：12万亿元

银行理财产品余额（2013年11月）：10万亿

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规模：5万亿元

保险公司可投资的资产规模：8万亿

居民储蓄余额（2013年12月）：46万亿

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9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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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互联网金融众筹模式之“民主集中制？”

金融专制化：黑箱作业、道德风险高、交易成本高昂、高门槛、服务高富帅；

金融民主化：不够专业、跟风、抗风险能力弱、决策效率低、众口难调

传统社会的金融专制化造成金融业寡头垄断！

互联网金融民主化的潮流又存在很多民主的天然缺陷！

两者的有机结合是互联网金融众筹模式未来的演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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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互联网股权众筹优劣势

众筹模式(优势) 众筹模式（劣势）

开放、门槛低 缺乏专业优势

交易成本极低 缺乏科学的投资理念

道德风险低 挑项目拍脑袋、跟风

资金无闲置期，投资效率高 没有严密规范科学的投资流程

实际可投资金大（本钱大） 缺乏完善的尽职调查

项目自主选择 很难参与项目方重大决策

投资压力无 把控投资风险能力非常弱

募资压力无 对项目方的影响力小

募资成本低 无法提供创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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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主跟投众筹模式

国富投融网(http://www.richervc.com/)充分结合创业投资专家级理财与众

筹的优势，首创创业投资主跟投（主投+跟投）众筹模式，大幅度降低参与

各方的成本及风险，增加公众参与创业投资的机会，大幅提升参与各方的回

报率。

注：截至2013年11月底，我国股权投资市场LP数量增至8363家，其中披露投资金额的
LP共计6826家，可投资本量为8195.93亿美元。富有家族及个人LP在数量上仍占据优
势，共有4185家（个人金融性资产超过1千万的人群已经达到70万，预计2013年底将
增加至84万），占比约50%。另外，企业类LP有1415家，占比为16.9%，VC/PE机构、
投资公司以及上市公司LP数量紧随其后，分别为527家、511家和356家，占比分别为
6.3%、6.1%以及4.3%。

创业投资基金+众筹=主跟投（主投+跟投）众筹模式

跟投方与创业投资家利益的全面捆绑是赢得高回报的关键！

http://www.richerv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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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创业投资基金与主跟投众筹模式对比(一)

比较项目 创业投资基金
主跟投众筹模式

主投基金 跟投方

委托代理成本 高 同前 低

管理费 2-3%∕年（合计12-20%） 同前 跟投总额1-3%

实际可投资金 80-88% 同前 97-99%

收益分红
GP：20%
LP：80%

同前
GP：10-17%；网络平台：

3%；LP：80-87%

资金闲置 平均1.5年， 同前 无闲置，投入时间缩短20%

投资效率 低 中 高

道德风险 高 同前 低

投资压力 大 中 无（自由出资）

决策权 出资方让渡给创投公司 同前 自主决策

决策风险 大 小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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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创业投资基金与主跟投众筹模式对比(二)

注：中国过往十年创业投资平均回报20%／年（来自清科统计）

比较项目 创业投资基金
主跟投众筹模式

主投基金 主跟投众筹模式

项目选择 黑箱作业 完全透明
完全透明，可选择熟悉、喜

欢的行业

投资门槛
大基金（很高）

小基金（较高）
中 低（大众参与）

投资风险 创投公司把控
主投方把控+跟投方反馈进一

步降低决策风险

主投方把控+自主决策降低风

险

投资机会
集中于热门的新兴

行业，僧多粥少

行业选择面宽

机会众多

行业选择面宽

机会众多

投资回报
平均20%／年

（7年2.58倍）

40-45%／年

（7年11-14倍）

平均30-34%／年

（7年5.3-6.7倍）

募资压力 大 中 小

基金回报 一般
很高(主投基金)最高可获

4.25倍无风险杠杆收益
高

投资后的

增值服务

手段缺乏

投资经理博而不专

吸引懂行业的跟投方，带来

战略资源、更利于项目成长

吸引懂行业的跟投方，带来

战略资源、更利于项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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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基金作为主投方的好处

– 省去募集基金的时间和精力，放大已有资金的作用，基金投资能力可以放

大5-10倍；

– 用单笔更少的钱投资更多有价值企业，分散风险；

– 主投基金最高可获4.25倍无风险杠杆收益，主投基金客户年化收益率平均

可达40-45%／年（即7年11-14倍的回报），足以超越30家知名大基金；

– 通过设计结构化的主跟投众筹产品进一步提高收益；

– 通过市场测试跟投人群对众筹项目的接受度，降低投资风险；

– 主投方的主动曝光，免费的广告效应，跟投粉丝群，为未来基金募集建立

客户基础；

– 高收益、高知名度、无风险收益杠杆使得募集资金的难度及成本大幅度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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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项目方参与众筹的 好处

– 融资时间确定，减少来回沟通的流程，快速达成融资目标；

– 根据市场参与情况，更准确地反映项目估值；

– 免费做了一次广告；

– 吸引潜在的长期投资者及懂行业的投资者；

– 轻松开启融资渠道；

– 节省融资综合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

– 获得资金以外的战略资源，找到真正能帮助项目成长的投资人，提供

更多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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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主跟投模式未来演进方向

– 由创业投资A轮逐步进入B轮、C轮融资

– 众筹产品向结构化方向发展，适合不同需求的人群；

– 专家理财+低成本众筹的创业投资模式逐步改变传统的创投基金业模式；

– 主投基金模式大发展；

– 引导创业投资向普通财富人群推进，成为理财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新三板公司一旦放开股东数200人的限制，主跟投的众筹将迅速向大众普及；

– 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

– 逐步进入PE投资领域，向私募股权（PE）主跟投众筹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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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国富投融网众筹平台提供造富机会

– 新三板项目股权随北交所做市商制度的推出，流动将大大增强，解决了

创业投资流动性低的短板；

– 国富投融网聚焦(拟上或已上)新三板项目；

– 从新三板项目池，新三板融资对接会路演企业精心挑选项目；

– 只有确定主投机构的项目并经严格审核评估后才能上线众筹；

– 各路基金参与主投的项目经网站严格审核评估后，才可以上线众筹；

– 追求项目质量，选择国富投融网上看得懂、感兴趣、高成长的众筹项目

进行分散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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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财富管理的重要性（复利的威力）

不同回报率对收益的影响

注：中国过往十年创业投资平均回报20%／年（来自清科统计）

财富管理之三性：安全性、流动性、收益率

年回报率 理财方式 风险 3年 5年 7年 10年 15年 20年

5% 银行理财、货币基金 低 1.16 1.28 1.41 1.63 2.08 2.65

10% 信托产品 中低 1.33 1.61 1.95 2.59 4.18 6.73

15% 小额贷款公司、P2P网贷 高 1.52 2.01 2.66 4.05 8.14 16.37

20% PE、VC基金 中高 1.73 2.60 3.58 6.19 15.41 38.34

30% 国富投融平台跟投方 中 2.20 3.71 4.83 13.79 51.19 190.05

40% 国富投融平台主投基金 中高 2.74 5.38 10.54 28.93 155.57 8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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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何参与？

国富投融网创业投资主跟投众筹模式的推出，精挑细选项目，大幅降低了

参与创业投资的门槛及项目风险，提高参与客户的投资效率，通过组合投

资、与创业投资家利益捆绑获得稳定的高额回报：

– 做好理财规划，确定参与创业投资的财富比例；

– 将准备参与创业投资的资金视规模状况分成约5-20等份，分时间、分阶

段、分行业参与5-20个项目的投资，形成投资组合与期限组合，在降低

风险的同时，形成稳定的回报现金流。

– 选择国富投融网上看得懂、感兴趣、高成长的众筹项目进行分散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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