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麼是天使投資 

天使投資（Angel Investment），是權益資本投資的一種形式，是指富有的個人出資協助

具有專門技術或獨特概念的原創專案或小型初創企業，進行一次性的前期投資。它是風險投

資的一種形式，在根據天使投資人的投資數量以及對被投資企業可能提供的綜合資源進行投

資。 

 

天使投資平臺，是天使投資人與創業者聚合交流的一種形式，大量的天使投資人和創

業項目同時在平臺出現，使得交流物件眾多，是專案快速成交的好方式。 

天使投資平臺分為線上、線下以及兩者結合的幾種形式。 

線上天使投資平臺可以提供線上諮詢、談判、視訊會議答辯，並著力開發天使投資的

線上交易模式，其特點是範圍廣，數量大，創業者可以同一天跟數十名甚至百名天使投資人

交流，缺點是線上交流模擬度有待提高，一些創業者線上上跟線下表現不一致，使得投資人

很難通過線上交流判斷創業者真實能力。 

線下天使投資平臺實體場所，提供休閒辦公的投資交流環境，使得投資人可以近距離

瞭解創業者，也可以在同一天中多項目多投資人溝通。缺點是時間和地域限制，使得有些項

目和投資人不能恰好趕上交流時間地點。 

現階段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比較多，隨著天使投資平臺的逐漸繁榮，中國的天使投資

行為也必將越來越廣泛，創業者和天使投資人可以選擇各種合適的天使投資平臺尋找自己的

理想目標。 

投資平臺投融界：天使投資一般是個體且偏好初級種子階段的創業公司，投資金額較

低。風險投資則關注成長期企業，投資手筆大，是一種正規化、專業化、系統化的大商業行

為。 

根據美國資本主義的情況，一般規定了天使投資人的總資產一般在 100 萬美金以上，

或者其年收入在 20－30 萬美金，依據你的項目的投資量的大小可以供參考選些天使投資的

種類，其種類包括： 

1.支票天使——他們相對缺乏企業經驗，僅僅是出資，而且投資額較小，每個投資案約

1-2.5 萬美元； 

2.另一種是增值天使——他們較有經驗並參與被投資企業的運作，投資額也較大，約

5-25 萬美元； 

3.再一種是超級天使——他們往往是具有成功經驗的企業家，對新企業提供獨到的支持，

每個案的投資額相對較大，在 10 萬美元以上。根據具體的所有的拿到的專案資金選擇合理

的物件，這是很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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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意義 

1.中國存在天使投資者，但缺乏專業性 

在中國，隨著經濟的發展，一部分富人在希望自己越來越富有的同時也在尋求挑戰。

有人選擇股市，也有人選擇充當天使投資者，即使他們並不熟悉這個名詞。 

總的來說，中國的天使投資仍沒有太大的起色。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傳統的儲蓄觀念支

配著人們的行為，不管有多少錢，總是認為將它存入銀行是最保險的增值方法，即使它的實

際利率為負。 

而經濟不景氣，銀行貸款困難導致中國中小企業紛紛倒閉。如果在企業流動資金不足

時，天使投資者給他們注入一筆資金，也許會給他們帶來轉機。 

現階段，中國缺少專業的天使投資家。專業的天使投資家需要擁有豐富的管理經驗，

強大的人脈，一筆閒置資金，當然數額越大越好。中國哪些人符合這些條件呢？筆者認為是：

退休的企業主管、高管、行政管理人員（公務員）。在當前經濟不景氣，就業壓力空前強大

的形勢下，離開工作崗位的退休人員，可以用“天使投資家”這個身份，有效利用自身多年

積累的經驗和資源，尋找新的挑戰，做出更大的成績。 

 

2.天使嶄露頭角——地下資本轉為地上資本 

在中國，地下錢莊不在少數，這或許也是有錢人的另一獨特的投資手段。暫且不論它

存在的合法性，但它畢竟在某一時點上將某些瀕臨破產的中小企業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很

多時候，中小企業在無法實現融資的情況下，會向地下錢莊借較高利息的貸款，暫度難關。 

而經過過去幾年中小企業的紛紛倒閉，向地下錢莊貸款的“秘密”也浮出了水面。2008

年 5 月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聯合發佈《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後，浙江省成

為第一個開展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省份。繼而，浙江省和溫州市分別出臺了《浙江省小額貸

款公司試點暫行管理辦法》和《溫州市小額貸款公司業務經營指導意見》（暫行），開展小額

貸款公司試點。 

2008 年 10 月 18 日，溫州首批小額貸款公司的永嘉縣瑞豐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獲批

成立，這是溫州繼蒼南聯信後獲批的第二家小額貸款公司，成立當天就有意將授信兩千九百

萬款項貸出，三家“三農”企業、一家中小企業和兩個待舊村改造的基層村獲得貸款信用額

度。事實上，素有“中國民營企業風向標”之稱的溫州民間信用良好，而民間融資則占了民

營企業融資的 30%～40%。而小額貸款公司的合法成立則標誌著民間融資的合法化和規範化，

即將“地下資本“轉向了地上。 

這種通過小額貸款公司的融資方式與天使投資可謂有異曲同工之效，都是給中小企業，

尤其是初創企業、早中期企業提供發展所需的資金。不知道它們能否成為中小企業的天使呢？

我們拭目以待。 

在國際經濟形勢不容樂觀的今天，中小企業生存尤為艱難。而融資管道少、融資要求

高則造成了融資難，也導致不少企業陷入困境。天使投資作為一種在中國還很少見的投融資

方式，恰恰可以在此時此刻進入經濟市場，從而獲得不斷完善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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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使投資（Angel Investment）3.0 

相對于天使投資 1.0 與 2.0 的概念。天使投資 1.0 是個人投資，依靠個人判斷；天使投

資 2.0 是機構投資，依靠團隊來尋找和判斷專案；天使投資 3.0 是指產業化平臺+機構天使+

開放式創新，解決了初創企業需求精准和快速行銷的難題，將為中國的中小企業發展提供社

會融資管道。 

產業化平臺加開放式創新，有多個業界領袖企業都已經看到了這一點，如微軟等都有

這方面的嘗試。在這個領域，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本土投資湧現出來，如聚焦於 TMT

（Technology，Media，Telecom）領域的邁普創投，其借助自身的行業產業化背景，致力於

創業初期投資和提供全方位創業培育服務，旨在説明中國青年、初創企業創新並加速發展，

提供資金、市場等全方位服務，現階段已有 E3G 等不少成果產出。 

 

天使投資人 

天使投資人又被稱為投資天使（ Business Angel ）天使投資是權益資本投資的一種形

式，指具有一定淨財富的個人或者機構，對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初創企業進行早期的直接投

資，屬於一種自發而又分散的民間投資方式。 

 

天使投資一詞源於紐約百老匯，特指富人出資資助一些具有 

社會意義演出的公益行為.對於那些充滿理想的演員來說，這些贊助者就像天使一樣從

天而降，使他們的美好理想變為現實.後來，天使投資被引申為一種對高風險，高收益的新

興企業的早期投資.相應地，這些進行投資的富人就被稱為投資天使，商業天使，天使投資

者或天使投資家.那些用於投資的資本就叫天使資本。 

 

天使資本主要有三個來源： 

1.曾經的創業者； 

2.傳統意義上的富翁； 

3.大型高科技公司或跨國公司的高級管理者。在部分經濟發展良好的國家中，政府也扮

演了天使投資人的角色。 

天使投資人可以分為如下幾種類型：富有的個體投資者、家族型投資者、天使投資聯

合體、合夥人投資者。從天使投資人的背景來劃分，天使投資人可以分為如下幾類：管理型

投資者、輔助型投資者、獲利型投資者。 

所謂的天使投資是一種概念，所有有閒錢願意做主業外投資的公司或個人都可以叫天

使投資者，他們更多參與早期容易參與的項目，也有天使敢於投資大項目，不過一般受資力

和個人能力範圍限制或各種因素干預而不能如願，即私募股權資本 PE 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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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已經有投資案例的國內著名天使有這些：格西、王雲達、蔡文勝、朱敏、鄧鋒、

龐小偉、張醒生，李淩，劉曉松，錢永強，李鎮樟，劉曉人，雷軍、楊甯、沈南鵬、張向寧、

周鴻禕、蔣錫培、薛蠻子、龔善斌、梁武、鄭曉軍、麥剛、唐俊華、李開複、張保國、陳磊、

任熙、鄭林等等，以及活躍在上海的一批南方幾省的所謂的“富二代”投資人，也就是用父

輩的財富積累直接從事各種投資或投機活動的年輕一代，一般為 80 後，代表性的有中國創

業投資協會秘書長：張培英、釋羽然、戴寅、陳豪、朱舜、張燁等等。 

還有一部分有著獨特投資理念的 80 後天使投資，比如青山 資本張野，夢工廠創投總

經理楊軒、青陽天使投資的蘇禹烈、元素天使投資的任熙。 

這些天使的聯繫方式不能隨意貼出，但他們的公司並不難找，找到他們的公司（如上

的天使投資）就等於找到了他們。 

 

創業者應避免的 8 種天使投資人 

有不少天使投資人也會摔跟頭，所以創業者必須非常小心地驗證每一位潛在投資人的

性格和聲譽。創業者急於獲得資金的做法往往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成為這些不夠嚴謹的投

資者手中的玩物。 

很多創業者都認為錢天生就是平等的。只要有人認可他們的創意值 100 萬美元，給他

們開支票，錢的來源真的並不重要。事實上，大多數天使投資人都很單純，但也有一些例外，

你如果遇上的話可能會讓你付出的比投入的更多。 

 

1、鯊魚型天使投資人 

這種人是最壞的傢伙。他們參與早期投資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利用創業者在融資和交易

經驗方面的缺乏。如果長期負債過程變成了一個純粹的折磨，那到時候你就得向投資人卑躬

屈膝了。 

 

2、官司型天使投資人 

官司型天使投資人會找各種各樣的藉口把你告上法庭。這種天使投資人從來都不關心

你公司可以提供的回報，而是試圖通過恐嚇、威脅和訴訟來賺錢。他們知道你沒有資源跟他

們鬥，所以算定了你會投降。遇到這樣的天使投資人，你就得跟你的律師保持緊密聯繫。 

 

3、高人一等型天使投資人 

有很多成功的商業人士出身的天使投資人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有著明顯的優越性。這些

人通常是些霸道、消極的人，對你所做的每一個決策都會歇斯底里的挑剔。攤上這樣的天使

投資人，你千萬別被嚇著，做出錯誤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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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狂型天使投資人 

這種天使投資人一開始像是你最好的新朋友。一旦你得到融資後，他就等著。只要你

一犯錯誤，他就會拿出協議，要求將賦予他更多的控制權的條款升級成他必須進入你的公司

的條款，由他親自掌控你的公司。這時，唯一能救你的就是你的董事會了。 

 

5、教程式天使投資人 

教程式天使投資人不是控制你，而是想在每一件事上都手把手地教你。這在投資之前

提供輔導聽起來不錯。但他們給你開了支票後，就想一天 24 小時幫你。這就是最大的煩擾。

最初，你對他們的投資表示感謝，也可能會對他們表示寬容，但是最終這種重擔會把你壓垮。

跟他們保持距離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6、過氣天使 

這樣的天使投資人往往出現在每一次的經濟擾動期。他們通常都是有資金流動問題的

“空中飛人”。他們每天會參加一些俱樂部，但卻背著債務。他們會跟你見面，而且會問你

很多個問題，但是從來都不會跟你成交。跟他們打交道，你要學會結束談話。 

 

7、啞巴天使投資人 

財富不是商業精英的代名詞。你可以通過他們問的問題來判斷他們是不是啞巴天使投

資人。如果他們問一些膚淺的問題或者根本不懂業務，那就不可能跟他們形成成功的長期合

作關係。但是不要忘記，有錢人通常會有些精明的朋友。 

 

8、經紀人假扮天使投資人 

這種人到處都有，通常會扮成律師和會計師。他們根本沒意向投資你的公司，而是會

誘使你簽署向你介紹真正投資人的收費協定。經紀人的工作往往是值得付費的，但是要認清

誰是天使，千萬別被誤導。 

如何避免以上這些天使投資人呢？只要有可能，只接受可信的個人投資或專業的天使

投資機構的投資，不要接受故意引誘你的人。即使這樣，你也要在業內做一些盡職調查。問

問他們投資過的其他公司，問問這些公司的老闆，看看他們的投資人是什麼樣的人。 

還有，要讓律師來寫最初的投資檔或長期負債表，而不是讓投資人寫。這樣的檔應該

是給你所有的投資人的標準文檔，而不是可以用來一對一談判的。要注意補充條款可能會回

咬你一口。並不是所有的天使都想賺一雙自己的翅膀。 

 

 

 

 

 

 

 



天使投資的五大疑問 

財富能增值嗎? 

以前接觸相當多數量的私營企業家或個體老闆，苦於沒有投資管道，聽說天使很火，

動輒在幾年內賺十幾倍，幾十倍以上的，就問：把錢拿去做天使，能確保多少收益率和回報

啊。 

這事真難說，我覺得做天使的，大部分有理想主義情結，而有理想主義的人或許能創

造奇跡，可是創造奇跡的概率我是回答不出來的，可能全在於運氣。所以用基金的方式去做

天使，第一個受限的是募資不容易;第二個是資金盤子大不了，大了，那些錢你很難在一個

合理期限內投完。 

 

投什麼靠譜，怎麼投? 

投熟人是加分的，投熟悉的領域是加分的。其他的我真說不清楚，我記得剛從事這個

行業的時候，自己還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我覺得都不容易，乾脆就不說了。 

如果你背後有大量 VC 關係網絡，我覺得你可以選擇一個好的專案，不必強調創始人

一定有退出管道關係資源。如果你自己是剛入行不深的天使投資人，我建議你要投資背後有

VC 關係網絡的創業者。 

 

我能賣的出去嗎，誰是我的下家? 

賣是一種能力，行銷的能力。往往你需要和潛在接盤的 VC 有良好的互動，或形成一

個圈子，他對你的人品，專業能力，專業判斷產生信任。所以我感覺好的天使機構，除了團

隊有很強的專業判斷能力外，也是善於關係建設和維護的。 

 

天使投資是否應該增加退出管道? 

目前有個大的方向，就是人民幣會逐漸邁向國際化，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世界

的影響力逐漸加強;另一方面，國內畸高的通貨膨脹率，估計唯有通過人民幣國際化輸出到

國外，才有可能得以緩解。 

那麼以後國內企業到國外上市，會變得更加簡單，雖然普遍來看，在國外的一些國家

上市的收益率不高，中概念企業在海外市場飽受質疑，但是至少也是一條融資通路。以後退

出管道不僅僅有 A 股 IPO，H 股 IPO，新三板，還有在澳洲的，法國的，新加坡等國家的資

本市場退出管道。 

 

天使投資是否應引入政府資本? 

天使階段尤其集中在孵化和初創期的，這麼高的投資風險，我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

有些類似公益性質，這個時候，政府應該出面了，可以採取設立早期投資引導基金，引導社

會資本參與，加大力度扶持初創企業的發展。在這方面，我瞭解到寧波市的政策是比較好的。 

 



機構現狀 

現階段，國內專業的天使投資機構並不多，但其中也不乏優秀的投資團隊。如天使灣

創投、泰山天使，亞洲搭檔種子基金，賽伯樂天使投資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天使灣創投（Tisiwi），專注於互聯網的天使投資基金，它只投資仍然處在早期用戶積

累，業務/商業模式的探索階段的初創公司。天使灣提供兩種類型的投資服務： 

第一類，天使投資——投資金額在 50 萬至 500 萬人民幣，標準是產品已經上線運營中，

有一定使用者規模，產品價值得到小規模目標使用者的初步驗證，或者產品開發中，尚未得

到初期市場/用戶的驗證，但有非常優秀的團隊支撐。 

第二類，聚變計畫——投資金額 20 萬，換取 8%股份，聚變計畫借鑒了美國矽谷著名

孵化器 Y Combinator，天使灣從 2011 年起 8 月開始開放聚變計畫申請，天使灣聚變計畫目前

已進行到第 4 季。 

 

泰山天使（Taishan invest）是一個為中國高速發展中的處於“天使階段”和“初創階段”

的企業提供投資的機構化的天使投資基金，2008 年由著名的歐洲山友集團和中國成功企業

家聯合創立。泰山天使把在歐美經過驗證的天使投資模式，充足的資本，先進的管理經驗，

多元的退出管道引進到了中國，並結合中國市場的現狀，創建中國天使投資領先性機構。其

與亞洲搭檔種子基金（DaD Asia）共同投資的佳品網已經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亞洲搭檔種子基金（DaD-Asia）是一家來自西班牙的專注於投資互聯網領域的天使投

資機構，有著光輝的背景和歷史。其母公司 DaD 集團在歐美共投資了 40 多個互聯網相關項

目，在業內有著領頭羊地位。亞洲搭檔種子基金於 2008 年進入中國，現階段已經成功投資

了 12 個項目，包括球迷網，佳品網，風向標等。賽伯樂投資基金（Cybernaut）有著名投資

人，美國網訊公司創始人朱敏先生發起成立。作為中國投資基金的領導者之一，賽伯樂（中

國）投資重點關注早中期具有強大整合平臺價值的企業。其與創業者建立真正的事業夥伴關

係，助其開拓全球化的發展視野，一起創建中國市場的領導者和國際化的大企業。其投資專

案包括連連科技，聚光科技等。 

青山 資本 （cyanhiil capital），中國天使投資機構，專注互聯網天使投資，通過攢項

目、LP 導師制、360 度投後服務極大提高投資的成功率。 

 

歷史 

起源 

天使投資（Angel Investment）最早起源於 19 世紀的美國，通常指自由投資者或非正式

風險投資機構對原創專案或小型初創企業進行的一次性的前期投資， 他們和機構風險投資

一起構成了美國的風險投資產業。自 2000 年以來，中國的風險投資快速發展，但絕大多數

投資公司喜歡選擇短、頻、快的項目，因此比較成熟的大型項目（如接近上市的公司）融資

相對容易。但風險係數相對高， 更需要全方位的扶持的創業型企業，較難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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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險體系 

其實在美國矽谷這個創業者的搖籃，已經形成了從天使投資到中、後期風險投資的完

整的、流水線式的體系。因此，創新企業無論處於種子期、導入期，還是成長期、成熟期，

只要有潛力，都能獲得相應的幫助。如果創業者只有一個好的創意，他可以找到 5 萬美元左

右、專注於啟動資金投資的天使俱樂部或天使投資人的幫助；如果他有了一個早期版本的產

品和啟動團隊，他就可能從天使俱樂部或天使投資人得到 10-50 萬美元的種子基金；如果企

業開始商業運營並有了正式客戶，它可能從早、中期風險投資基金獲得 200 萬-500 萬美元左

右的融資；再接下來就是中晚期風險投資。 

以現階段市值已達 1450 億美元的 Google（穀歌）為例，11 年前，當謝爾蓋布林和拉裡

佩奇僅有企業創意，公司還沒有成立的時候，就得到了天使投資人 Andy Bechtolsheim 提供的

10 萬美元的支票。 

財務投資體系之外，在美國矽谷，一些投資人還給不同階段的創始企業提供附加價值。

早期的天使投資人往往是成功的創業者或前大公司高管、行業資深人士，他們往往能給創始

人帶來經驗、判斷、業界關係和後繼投資者。在企業成長期，高附加值的風險投資還會幫助

引領創業企業進入更正規的運營架構和管理模式，甚至説明企業配備後續發展所需的專業團

隊。企業發展到上市或購並階段，風險投資又會提供相應的助力。 

因此，創業公司在不同階段，其投資人就像跑接力一樣，通過傳承、培養，使一個概

念生根、發芽、開花、成長。 

 

邁克 馬庫拉 

（Mike Markkula）就是一位天使伯樂。蘋果創立之初，馬庫拉不僅自己投入 92000 美元，

還籌集到 69 萬美元，外加由他擔保從銀行得到的 25 萬美元貸款，總額 100 萬美元。1977

年，蘋果公司創立，馬庫拉以平等合夥人的身份，正式加盟蘋果公司，並出任副董事長，約

伯斯擔任董事長。馬庫拉更推薦了邁克爾·斯科特出任蘋果公司首任首席執行官。馬庫拉在

蘋果公司任董事長，直到 1997 年離開。 

由於具備比較完整的創新體系，許多矽谷的人才也非常願意在創始企業工作。不同類

型的人才，根據其技能、喜好、風險承擔預期的不同，可以參與創業企業不同階段的工作。 

有專注于創建企業的連環創業者，也有喜歡在企業從幾十人發展到幾百人過程中工作

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才，也有擅長於將公司從幾百人擴大到更大規模的管理人員。創業公司

在不同階段，很容易匹配到不同類型的人才，甚至更換管理層。 

 

創業和創新參考 

可以說，天使投資是美國早期創業的和創新主要支柱。在美國，現階段的天使投資能

夠占風險投資總體盤子的 40%至 50%.美國新罕布夏大學下屬的創業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表

明，2008 年，美國共有 26 萬多個活躍的天使投資人，除此之外，還有多個天使投資組織。 

他們為55480個創業企業提供了總額為192億美元的投資。而根據普華永道的統計報告，

2008 年，美國的後期風險投資共投入了 280 多億美元資助了 3700 個投資項目。可以說，假

如沒有天使投資，後期風險投資將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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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投資界 

中國投資界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風險投資是看一盤菜，這盤菜好買單拿下，

不好就不要了。而成熟的天使投資人會說，這個菜不錯，但是缺了兩個辣椒，配兩塊豆腐。

這個菜誰來配呢？天使來配。天使會說，這盤菜不錯，但是大廚不好，我們找一個大廚，或

者說大廚不錯，菜不是那樣的，我們再燒一燒。 

相比之下，雖然風險投資在中國已經做得風生水起，但天使投資卻身影寥寥。 

據清科集團提供的資料，由於看好中國市場，風險投資大規模湧入中國，2008 年上半

年，中、後期風險投資共募集資金 493.02 億美元，比 2007 年同期增長 190%，有 348 家企業

獲得了中、後期風險投資，投資總額達 73.83 億美元，比 2007 年同期增長 50%.可與此同時，

天使投資卻難覓身影。從 2006 年資料來看，國內天使投資的規模大約僅在 5 億-10 億人民幣

之間。 

難怪在 2008 年的一次風險投資會議上，中國風險投資界人士斷言，國內天使投資要想

真正達到一定的規模，估計至少需要十年時間。業界人士說，與美國的情況相對應的是，在

中國，天使投資作為一個產業鏈還沒有形成。 

 

瓶頸 

當前，中國的民間資本中僅居民儲蓄存款一項就超過了 1 萬億元，表明中國存在大量

潛在的天使投資人。然而，這些資金中，真正進入天使投資領域的卻微乎其微，那究竟是什

麼因素制約了天使投資的發展呢?以下四點值得思考。 

 

創業者誠信的缺失 

在中國，民間信用機制還不夠完善企業不守信用的事件時有發生。如一些創業者在獲

得資金後不合理使用，或者是盈利後隱瞞利潤，不給天使投資者分紅，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

了天使投資人的投資積極性。 

 

投資環境 

這主要表現為天使投資退出管道的缺乏和天使投資相關法規的缺位。中國現有的證券

市場效率有限，不能為天使資本退出提供有效的管道。同時，儘管 2010 年 3 月 1 日開始施

行《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但它並沒有把個體投資者和非專業投資機構包括在內，

而這些主體構成了天使投資人的主要來源。所以，有關天使投資的立法仍然處於空白。 

 

模式 

模式 1：天使投資人 

天使投資人多指富裕的、擁有一定的資本金、投資于創業企業的專業投資家。在美國，

《證券交易委員會 501 號條例》和《1993 證券法》D 條例中明確了可以成為天使投資家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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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定合格投資者”的標準：投資者必須有 100 萬美元的淨資產，至少 20 萬美元的年收入，

或者在交易中至少投入 15 萬美元，且這項投資在投資者的財產占比不得超過 20%。 

目前我國天使投資人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以成功企業家、成功創業者、VC 等為主的

個人天使投資人，他們瞭解企業的難處，並能給予創業企業幫助，往往積極為公司提供一些

增值服務，比如戰略規劃、人才引進、公關、人脈資源、後續融資等，在帶來資金的同時也

帶來聯繫網路，是早期創業和創新的重要支柱。另一類是專業人士，比如律師、會計師、大

型企業的高管以及一些行業專家，他們雖然沒有太多創業經驗和投資經驗，但擁有閒置可投

資金，以及相關行業資源。 

隨著我國天使投資的發展，朱敏、薛蠻子、李開複、雷軍、周鴻禕、王雲達等現階段

耳熟能詳的天使投資人逐漸增多，在新東方徐小平、騰訊曾李青等的帶動下，目前國內成功

的民營企業家正逐漸成為天使投資的主力軍，一批活躍在南方幾省的 “富二代”投資人也

構成了我國天使投資人群體。 

 

模式 2：天使投資團隊 

對於個體天使投資人來說，由於很多人除投資人的身份外還有自己本職工作，他們會

遇到以下幾個問題：項目來源管道少，項目數量有限;個人資金實力有限，難以分散投資;時

間有限，難以承擔盡職調查等繁瑣的工作;投資經驗和知識缺乏，投資失敗率高。 

於是，一些天使投資人組織起來，組成 Cye 天使俱樂部、天使聯盟或天使投資協會，

每家有幾十位天使投資人，可以彙集項目來源，定期交流和評估，會員之間可以分享行業經

驗和投資經驗。對於合適的專案，有興趣會員可以按照各自的時間和經驗，分配盡職調查工

作，並可以多人聯合投資，以提高投資額度和承擔風險。 

美國的天使團隊非常發達，有超過 300 家天使團隊(Angel Group)遍佈各州，其中有半數

以上的天使團體聯合起來，成立了天使投資協會，來促進相互之間的資訊交換，也促進天使

投資相關政策的發展。中國也有不少類似的天使投資俱樂部和天使聯盟，比較典型的是上海

天使投資俱樂部、深圳天使投資人俱樂部、亞傑商會天使團、K4 論壇北京分會、中關村企

業家天使投資聯盟等。 

 

模式 3：天使投資基金 

以個人為投資主體的天使投資模式，無論是對初創企業的幫助還是自身的投資能力，

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於天使投資人各具自己的優勢，如專業知識、人際關係等，大家聯

合起來以團隊或者基金的形式投資，能夠優勢互補，發揮更大的作用。於是，隨著天使投資

的更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天使基金和平臺基金等形式的機構化天使。 

機構化天使投資發展大約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鬆散式的會員管理式的天使投資，這種天使投資機構採用由會員自願參

與、分工負責的管理辦法，如會員分工進行專案初步篩選、盡職調查等。 

第二個階段是密切合作式的經理人管理式的天使投資機構，這種天使投資機構利用天

使投資家的會員費或其他資源雇用專門的職業經理人進行管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3181.htm


第三個階段是管理天使投資基金的天使投資機構，同投資于早期的創業投資基金相似，

是正規的、有組織的、有基金管理人的非公開權益資本基金，天使投資基金作為一個獨立的

合法實體，負責管理整個投資的機會尋找、專案估值、盡職調查和投資的全過程。 

天使投資基金的出現使得天使投資從根本上改變了它原有的分散、零星、個體、非正

規的性質，是天使投資趨於正規化的關鍵一步。投資基金形式的天使投資能夠讓更多沒有時

間和經驗選擇公司或管理投資的被動投資者參與到天使投資中來，這種形式將會是天使投資

發展的趨勢。 

在美國和歐洲，天使投資基金已得到比較充分發展，其財力、資源、團隊能將一個初

創階段的公司帶到很高的發展階段，投資成功率要比個人天使投資高很多。在現階段，中國

個人天使投資還未得到充分發展，給了天使投資基金更多的發展機會，擁有更多的資金、更

專業化的團隊、更廣泛資源的有組織的機構化天使將會成為發展潮流。 

隨著我國天使投資的發展，投資基金形式的天使投資在我國逐漸出現並變得活躍。一

些投資活躍、資金量充足的天使投資人，設立了天使投資基金，進行更為 Cye 專業化運作。 

比如張野設立的青山 資本，龐小偉發起設立的天使灣基金，新東方董事徐小平設立的

真格基金、樂百氏董事長何伯全的廣東今日投資、騰訊聯合創始人曾李青的德訊投資等。此

外，還有一些資金從外部機構、企業、個人募集而來的天使投資基金，他們跟 VC 形式類似、

但基金規模和單筆投資規模更小，比如創業邦天使基金、青陽天使投資、泰山投資等。 

 

模式 4：孵化器形式的天使投資 

孵化器，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孵化器主要指有大量高科技企業集聚的科技園區，

如深圳南山高科技創業園區、陝西楊陵高科技農業園區、深圳鹽田生物高科技園區等。狹義

的孵化器是指，一個機構圍繞著一個或幾個項目對其孵化以使其能產品化。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孵化器起源於美國，伴隨著新技術產業革命興起而發展起來。企

業孵化器在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孵化和培育中小科技型企業，以及振興區域經濟、培

養新的經濟增長點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引起了世界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孵化器也因此

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在歐洲，企業孵化器也被稱為“創新中心”。 

在我國，根據科技部辦公廳 2010 年印發的《科技企業孵化器認定和管理辦法》，孵化

器的主要功能是以科技型創業企業為服務物件，通過開展創業培訓、輔導、諮詢，提供研發、

試製、經營的場地和共用設施，以及政策、法律、財務、投融資、企業管理、人力資源、市

場推廣和加速成長等方面的服務，以降低創業風險和創業成本，提高企業的成活率和成長性，

培養成功的科技企業和創業家。 

創業孵化器多設立在各地的科技園區，為初創的科技企業提供最基本的啟動資金、便

利的配套措施、廉價的辦公場地、甚至人力資源服務等，同時在企業經營層面，給予被投資

的公司各種幫助。 

全世界最為知名的孵化器為美國矽谷的 Y Combinator，它不僅吸引了很多知名的天使投

資人加入，其中孵化出的初創公司基本被超級天使或 VC 大力追捧和爭相投資。Y Combinator 

一個專案只投 2-3 萬美元，占 5%左右股份，會安排教練給每個創業者，並且有創業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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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輔助，但是不提供創業場地。除此之外，還有紐約市的高科技孵化器 Betaworks, 橫跨歐美

的 Seed Camp 等。 

國內的孵化器在現階段有一定的發展，但並不充分，典型代表是天使灣創投的 20 萬 8%

聚變計畫、李開複成立的創新工廠、北京中關村國際孵化器有限公司、中國加速

(CHINACCELERATOR)、聯想之星孵化器等。 

我國孵化器可分為高新區系列、科技系統系列、大學科技園系列、民營孵化器系列、

留學生創業園系列。截至 2010 年底，全國各類科技企業孵化器近 800 家，其中國家級科技

孵化器 346 家。孵化總面積超過 3000 萬平方米、畢業企業超過 4.8 萬家，畢業當年平均收入

為註冊資金的 5.2 倍，其中超過 1000 萬元企業達 30%以上，畢業後上市企業超過 80 家。現

階段，我國孵化器在孵企業超過 5.1 萬家，從業人數超過 105 萬人。 

現階段孵化器與天使投資融合發展主要有兩種模式： 

 

1. 政府主導的孵化器與天使投資融合發展模式 

政府主導的孵化器是非營利性的社會公益組織，組織形式大多為政府科技管理部門或

高新技術開發區管轄下的一個事業單位，孵化器的管理人員由政府派遣，運作經費由政府全

部或 Cye 部分撥款。在這種模式下，孵化器以優惠價格吸引天使投資機構入場，充當天使投

資與創業企業之間的媒介。 

 

2. 企業型孵化器與天使投資融合發展模式 

企業型孵化器為市場化方式運作孵化器，以保值增值為經營目標，自負盈虧。這種類

型的孵化器，多採用自己做天使投資的運作模式，使得孵化、投資、管理實現一體化，減少

投資成本的同時也減少了投資風險，其運作過程充分的利用了資源配置，提高了資本效率。 

 

模式 5：投資平臺形式的天使投資 

隨著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應用終端和平臺開始對外部開放介面，

使得很多創業團隊和創業公司可以基於這些應用平臺進行創業。比如圍繞蘋果 App Store 的

平臺，就有產生了很多應用、遊戲等，讓許多創業團隊趨之若鶩。 

很多平臺為了吸引更多的創業者在其平臺上開發產品，提升其平臺的價值，設立了平

臺型投資基金，給在其平臺上有潛力的創業公司進行投資。這些平臺基金不但可以給予創業

公司資金上的支持，而且可以給他們帶去平臺上豐富的資源。 

 

適合人群 

不能缺少的東西 

1、沒有實現財務自由：也許你投進去的錢是孩子的奶粉錢，也就很難用穩定的心態去

面對被投資的項目。 

2、沒有創業經歷：這包括發起創業與參與創業，這個過程能讓你瞭解市場與創業團隊

的需求，更客觀去評估自己與專案的匹配度。 



3、沒有業內資源：如果你只是有錢，建議把錢交給更有能力、能更快推動創新的其他

天使投資人。 

4、沒有管理經驗：對於大多數創業團隊而言，團隊管理都是必須要面對的難題，如果

你沒有相關經驗則無法幫助別人。 

投資要避免的心態 

國內的投資者，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都有下面類似的一些心態，一喜歡控股，二喜

歡干預和管理。 

 

1、喜歡控股 

投資人愛控股，感覺自己的話受到重視，心理上感覺這事能掌控，其實不靠譜。尤其

對於實體企業出身的老闆心態更是如此，為何呢?實體企業的老闆在打拼的過程中，取得的

成功許多靠磨練和更加艱苦的努力還有時間積累換來的，在這裡富二代官二代除外。他們覺

得做企業是一件漫長的事情，所以對年輕人是不大放心的。 

第二個，實體企業的老闆對互聯網的神奇瞭解的不盡徹底。 

第三個，實體企業的老闆在投資實體企業時，往往喜歡大股東身份，有話語權，覺得

沒這個權利可能根本不受重視，他要這樣的一種感覺。第四個，實體企業老闆賺的錢許多是

辛苦錢，血汗錢，甚至是用尊嚴和妥協換來的，很難以不在乎資金的心態去投資。 

可我為什麼說他們做天使投資控股，不靠譜呢? 

第一個原因，每一類型的企業都有一個靈魂，實體企業比如製造業吧，它的靈魂更多

的是承載在標準化生產流程以及流水線機械化的過程，人的主觀能動因素會弱一些。那麼互

聯網企業呢，互聯網企業拼的是持續不斷的創新能力，拼的是速度和佈局，從這點上看，更

多的是人的因素。一個是標準生產流程和機械化，另外一個是人的靈魂，自然有了很大的差

異。 

區別在哪兒呢，控股一個工廠，標準流程和機械化都有了，人不行，我換個廠長，我

換個車間組長;互聯網企業，你換個 CEO，換個 COO，你試試看，可能立馬變味，原有的系

統或許得推倒重來。如果投資方控股的程度讓創業者感覺這公司就不再是他的了，你想想，

這個靈魂人物還會神多久呢，還談什麼持續創新嗎? 

 

2、喜歡投後干預和管理，而不是服務 

這個因素和上一個本質是相同的，就是投資人控股了或參股了，要體現自我價值，最

根本的是我說話你要聽，而且要聽得進去。好了，問題又出來了，你不斷地干預，剛開始創

業者還能接受，再一久矛盾就來了，矛盾來了，大家各自心裡都不舒服，投資人覺得創業者

不靠譜，創業者覺得投資人怎麼能這樣呢，我有自己的實際情況啊，我也在賣命啊。再一久，

投資人可能派個人過去創業團隊，而此時創業者的激情和源動力逐漸褪去，慢慢地相互推諉，

扯皮，最後很可能不歡而散，創業者覺得做的好累，搞關係比搞事複雜的多。 

 

 

 



在美國 

美國的天使投資已經有很長的歷史，天使投資總量絕對不亞於風險投資。統計資料顯

示， 

天使投資資金總量與風險投資的資金總量幾乎相等，但是天使投資的創業公司數量則

是風險投資的創業公司數量的 10 倍以上。 

例如：2007 年全美國天使投資總額為 260 億美元，風險投資為 300 億美元；同年天使

投資的創業公司總數為 57000 家，風險投資的創業公司總數為 3928 家。如果按平均每筆資

金量來算，顯然，天使投資應該是大部分創業公司的啟動資金提供者，而風險投資則是接力

者。 

雖然美國有十分發達的風險投資市場,但絕大部分投資於種子期的資金,並非來自風險

投資,而是來自被稱為“創業天使”的天使投資者。當今很多商業巨頭，如貝爾電話公司、

福特汽車等，也都曾從天使投資那裡獲得啟動的資金。 

1874 年貝爾作為天使投資者投資並創建了貝爾科技，造就了如今龐大的電信帝國；1903

年，5 個天使投資者給亨利·福特投資了 4 萬美元，後來便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汽車王國。 

 

五大趨勢 

在已經召開的首屆中國天使投資人大會上，創新工廠創始人李開複介紹了美國天使投

資的五大趨勢。[4]
  

天使+孵化器 

天使加孵化器的模式就是指通過聚攏一批創業者，然後聘請非常懂行業的人給他們提

供 3 到 4 個月的戰略指導，讓這一批人在一塊創業，不一定在一個場地，但是會讓他們常常

在一起，這樣有一種畢業生的情結和友情。 

這種模式以 Y Combinator 最為有代表性。他們占非常少股份，只投第一輪，投完絕對

不再投第二輪，給的錢更低，5000 元錢一個人，4 個人就 2 萬元錢。 

 

超級天使崛起 

超級天使以連續創業者和職業經理人為代表。他們的回報率遠遠高於其他的天使，因

為他們有產品經驗、人脈，還有足夠的時間幫助創業者。所以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寧願在早期

拿他們的錢，而不是風險投資的錢。 

 

天使年輕化 

以前的天使投資人都是 45 歲到 70 歲，退休後或成功後，從前一代的領域（例如半導

體）跨越領域來幫助新創業者（例如互聯網）。而現階段因為有 Google、Youtube、Facebook

等公司成功孕育了一批年輕的富人，他們就自然地成為了新一代天使。 

 

 



天使機構化 

近兩年來，伴隨著獨立天使投資群體的日趨龐大，以及每年迅速增長的投資額，這個

群體開始嘗試更大限度地聚攏資源，從過去的個人行為逐漸向規模化、機構化轉型。發展迅

速的美國天使投資組織一般擁有 10—150 位“認證投資人”，他們必須具有不低於 100 萬美

元的個人資產，年收入在 20 萬美元以上（夫妻合在一起為 30 萬）。1996 年美國大約只有

10 個這樣的天使投資組織，到 2007 年，全美有至少 300 家以上的這樣的天使投資組織，這

些組織僅僅代表了大約 1.2 萬名天使投資人，天使投資組織的數量 10 年增加了 30 倍。現階

段這裡活躍的“天使”已經超過 30 萬人。 

 

天使組成聯盟 

如果提供價值較小、資金量較小，還能做天使嗎？可以的！每個地區的天使可以組成

聯盟，每次活動組織者帶進一些新的團隊，介紹各自的項目，天使投資人聚集在一起對專案

進行評審和討論，並發表意見，決定是否跟投以及跟投的比例。團隊最好能夠互補，有律師、

有會計，有互聯網的專家，有醫療專家，這樣什麼專案都可以去評估，至少比一個人單打獨

鬥，成功的概率要大一些。 

 

投資矽谷 

“創業者是這個時代最牛的人，而天使投資人是這個時代最牛的人後面最牛的人。”

著名天使投資人徐小平說。提及天使投資，就不能不提及其發源地美國，現階段這裡活躍的

“天使”已經超過 30 萬人。 

離不開“天使投資” 

矽谷之所以成為美國高科技創新創業最活躍的地方，在相當大程度上得益於本地“無

處不在”的天使投資。在矽谷，許多人在餐桌上就開出了一張幾萬美元的支票給另一個剛剛

認識的人，獲得了他所創辦的一家連辦公室都還沒有的公司的幾百萬股“股票”，甚至就連

這些“股票”本身也要等到一個禮拜後才能在律師的幫助下完成過戶手續。 

天使投資已經成為矽谷創業中最為密不可分的一個環節。一方面每一位創業者的背後

都離不開幾個天使投資人的身影；另一方面，這些創業者創業成功之後往往親自擔當天使投

資人的角色，給其他創業者以支持。 

 

能力 

隨著電腦網路的發展，天使投資者網路開始走向互聯網。現階段，世界上大部分的天

使投資者網路已實現網路化，天使投資網路業已在實現資訊共用、在小企業與潛在投資者之

間架構橋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的天使投資網路已發展至成熟階段，相當多創業企業

與天使投資者借用網路服務尋求配對；瑞典國家工業科技發展局通過介紹精英企業的經營理

念和計畫給天使投資者、創業資本家和機構投資者，使企業獲得創業資本；在韓國，通過稅

收優惠等新措施的實施，激勵天使投資者有組織地發起投資機構為小企業融資。 



由此可見，互聯網已賦予傳統的天使投資方式以新的活力，推動著天使投資業的快速

發展。 

 

發展瓶頸探析 

當前,我國的民間資本中僅居民儲蓄存款一項就超過了 1 萬億元,表明我國存在大量潛在

的天使投資人。然而,這些資金中,真正進入天使投資領域的卻微乎其微,那究竟是什麼因素制

約了天使投資的發展呢?以下四點值得思考  。 

 

1.天使投資文化氛圍的缺失 

天使投資在我國還是一個很新鮮的字眼,即使是金融專業人士也有很多對天使投資的特

徵和運作模式較為陌生。民間許多富有的潛在天使投資人也缺乏天使投資的常識和冒險創新

精神,這大大阻礙了天使投資活動的拓展。 

 

2.創業者誠信的缺失 

在我國,民間信用機制還不夠完善企業不守信用的事件時有發生。如一些創業者在獲得

資金後不合理使用,或者是盈利後隱瞞利潤,不給天使投資者分紅,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天

使投資人的投資積極性。 

 

3.天使投資人與企業專案之間的資訊不暢通 

近些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已經有一些資金專案專業網站為天使投資人和企

業專案之間提供了一個資訊交流平臺。但由於天使投資人的分散性,和能上網專案的有限性,

使天使投資與專案之間的資訊傳播管道不是很充分,降低了天使投資的選擇效率。 

 

4.天使投資環境的不完善 

這主要表現為天使投資退出管道的缺乏和天使投資相關法規的缺位。我國現有的證券

市場效率有限,不能為天使資本退出提供有效的管道。同時,儘管 2010 年 3 月 1 日開始施行《創

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但它並沒有把個體投資者和非專業投資機構包括在內,而這些主

體構成了天使投資人的主要來源。所以,有關天使投資的立法仍然處於空白。 

 

創業者應避免的天使投資人 

有不少天使投資人也會摔跟頭，所以創業者必須非常小心地驗證每一位潛在投資人的

性格和聲譽。創業者急於獲得資金的做法往往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成為這些不夠嚴謹的投

資者手中的玩物 

很多創業者都認為錢天生就是平等的。只要有人認可他們的創意值 100 萬美元，給他

們開支票，錢的來源真的並不重要。事實上，大多數天使投資人都很單純，但也有一些例外，

你如果遇上的話可能會讓你付出的比投入的更多。 



1、鯊魚型天使投資人 

這種人是最壞的傢伙。他們參與早期投資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利用創業者在融資和交易

經驗方面的缺乏。如果長期負債過程變成了一個純粹的折磨，那到時候你就得向投資人卑躬

屈膝了。 

 

2、官司型天使投資人 

官司型天使投資人會找各種各樣的藉口把你告上法庭。這種天使投資人從來都不關心

你公司可以提供的回報，而是試圖通過恐嚇、威脅和訴訟來賺錢。他們知道你沒有資源跟他

們鬥，所以算定了你會投降。遇到這樣的天使投資人，你就得跟你的律師保持緊密聯繫。 

 

3、高人一等型天使投資人 

有很多成功的商業人士出身的天使投資人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有著明顯的優越性。這些

人通常是些霸道、消極的人，對你所做的每一個決策都會歇斯底里的挑剔。攤上這樣的天使

投資人，你千萬別被嚇著，做出錯誤的決策。 

 

4、控制狂型天使投資人 

這種天使投資人一開始像是你最好的新朋友。一旦你得到融資後，他就等著。只要你

一犯錯誤，他就會拿出協議，要求將賦予他更多的控制權的條款升級成他必須進入你的公司

的條款，由他親自掌控你的公司。這時，唯一能救你的就是你的董事會了。 

 

5、教程式天使投資人 

教程式天使投資人不是控制你，而是想在每一件事上都手把手地教你。這在投資之前

提供輔導聽起來不錯。但他們給你開了支票後，就想一天 24 小時幫你。這就是最大的煩擾。

最初，你對他們的投資表示感謝，也可能會對他們表示寬容，但是最終這種重擔會把你壓垮。

跟他們保持距離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6、過氣天使 

這樣的天使投資人往往出現在每一次的經濟擾動期。他們通常都是有資金流動問題的

“空中飛人”。他們每天會參加一些俱樂部，但卻背著債務。他們會跟你見面，而且會問你

很多個問題，但是從來都不會跟你成交。跟他們打交道，你要學會結束談話。 

 

7、啞巴天使投資人 

財富不是商業精英的代名詞。你可以通過他們問的問題來判斷他們是不是啞巴天使投

資人。如果他們問一些膚淺的問題或者根本不懂業務，那就不可能跟他們形成成功的長期合

作關係。但是不要忘記，有錢人通常會有些精明的朋友。 

 

 

 



8、經紀人假扮天使投資人 

這種人到處都有，通常會扮成律師和會計師。他們根本沒意向投資你的公司，而是會

誘使你簽署向你介紹真正投資人的收費協定。經紀人的工作往往是值得付費的，但是要認清

誰是天使，千萬別被誤導。 

如何避免以上這些天使投資人呢?只要有可能，只接受可信的個人投資或專業的天使投

資機構的投資，不要接受故意引誘你的人。即使這樣，你也要在業內做一些盡職調查。問問

他們投資過的其他公司，問問這些公司的老闆，看看他們的投資人是什麼樣的人。 

 

什麼是天使投資者 

天使投資者（Angel Investor，在歐洲被稱為“Business Angle”，或者簡稱為“Angle”），是

具有豐厚收入並為初創企業提供啟動資本的個人。天使投資者的投資通常會要求獲得被投資

企業的權益資本。 

天使投資者（Angel Investor，在歐洲被稱為“BusinessAngle”，或者簡稱為“Angle”），

是具有豐厚收入並為初創企業提供啟動資本的個人。天使投資者的投資通常會要求獲得被投

資企業的權益資本。與風險投資者不同，天使投資者一般不會通過由職業經理人管理基金的

方式來投放自己的天使資本，天使投資者們會通過自我組織成天使投資者網路或者天使投資

者團體，然後向這個網路投放天使資本並彼此分享投資調研成果 

風險投資承擔著很高的風險，因此它要求的回報會非常之高。由於大多數天使投資會

因為初創企業破產而喪失掉所有的資金，職業的天使投資者一般都會要求 5 年內至少相當於

本金 10 倍以上的投資收益，並且要有一個明確的退出機制，或者通過被投資企業的公開募

股發行（IPO），或者通過被投資企業被收購。在綜合考慮了以成功的投資來彌補不成功的

投資的資金損失後和等待成功投資項目最終成功的時間成本後，一個典型的成功的天使投資

投資組合的投資回報率應該在 20%-30%。 

雖然天使投資的高回報需求使得天使投資成為一種非常昂貴的資本來源，但是那些便

宜的融資方式比如銀行貸款對處於初創期的企業來說通常不可能得到。 

天使投資者很多是退休的企業主或者經理，他們對提供天使投資感興趣的原因可能不

僅僅限於單純的資金回報上。其它的原因可能包括對跟上時代發展的渴望，為新一代的企業

家提供指導，或者“退而不休”，即雖然不再全職投入某個企業，但仍然想利用自己的經驗

和關係網來發展自己所投資的企業。因此，天使投資者可以向初創企業提供寶貴的管理建議

和重要的人際關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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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規模 

據新罕布夏大學創業研究中心的統計，2005 年美國共有 225,000 名活躍的天使投資者。

從 1980 年代晚期開始，天使投資者開始自我合併成非正式的團體，目的在於分享投資專案、

對投資項目的調研結果和將個人的資金融合到一起成為更大型的投資資金。天使投資者團體

一 

“矽谷教父”的天使投資者榮·康威  

般是地區性的組織，由 10-150 個日經過認證的、對投資於初創企業感興趣的投資者組

成。1996 年，美國由大約 10 個天使投資團體，2005 年，已經發展到了 200 個以上。2004 年

1 月，非盈利性質的天使投資協會和後來的天使投資教育基金會在 Ewing Marion Kauffman 基

金會的贊助下相繼成立，這使得 100 個以上美國最為活躍的天使投資者團體會聚到了一起。

天使投資協會和天使投資教育基金會每年在不同的城市舉辦一次峰會，眾多天使投資者團體

的領導人會走到一起來交流經驗。 

2004 年，18.5%的通過早期篩選的投資專案得到了天使投資團體的投資，高於 2003 年

10%的比率，基本上處於歷史平均水準。考慮早期篩選過程後，得到天使投資的企業只占所

有申請天使投資的企業的 0.5%-1%（但這仍高於風險投資 0.2%-0.25%的比率）。2004 年大約

45,000 家美國企業得到了天使投資，平均融資額為 469,000 美元。多數天使投資投向了高科

技企業，其中最大的類別是軟體業。 

 

投資特點 

具體而言，作為天使投資，一般具有以下一些特點： 

1．投資對象多為處於種子期和初創期的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天使投資是以“冒高風

險為代價來追求高回報”的投資形式，傳統產業無論是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還是資金密集

型的重工業，由於其技術、工藝的成熟性和其產品、市場的相對穩定性，風險相對較小，是

常規資本大量聚集的領域，其回報也就相對穩定和平衡。這顯然不符合天使投資的投資原則。

而高新技術產業由於其風險大，產品的附加值高而回報也甚為豐厚，自然也就成為了天使投

資的主要投資對象。發達國家的投資實踐表明，天使資本投資主要集中在電子資訊領域、生

物技術領域等高新技術領域，特別是那些受到傳統金融機構冷遇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 

當然，天使投資也不僅僅局限在高科技領域，天使投資的投資目的不是高新技術專案

的本身，而是高新技術背後所潛在的巨額利潤。所以，凡是能為投資者帶來巨額利潤的項目， 

http://baike.baidu.com/view/770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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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投資人李鎮樟  

都會是天使投資的物件。 

 

2．投資期限一般較長。天使投資是一種長期性的股權投資，國外的資料顯示：從投入

到蛻資一般要經過 3－7 年，所以也被稱為“耐心的資本”。天使投資進行投資後，在短期

內不能獲取現金，沒有紅利，也沒有利息，只有在公司成功後才能獲取利潤。真正長期性投

資的項目可能獲得一筆可觀的利潤，也可能因為運作的失敗而血本無歸。因此，天使投資者

往往要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他們投入的只是自己資金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即使這部分資金

全部損失了，也不至於影響他們的正常生活。 

 

3．投資目的是追求超額回報。天使投資對初創企業的投資不是以佔有該企業為目的，

而是以追求超額回報為根本目的。所以，在國外許多天使投資者並不直接參與風險企業的經

營管理，但是由於天使投資者是最早的投資者，一般對風險企業都有一定的控制權。另外也

有一種情況，就是天使投資在投資後，積極參與風險企業的各項經營管理，幫助企業使其資

本迅速增值，從而達到投資的目的。 

 

4．投資方式一般為股權投資。天使投資一般在風險企業初創階段直接向風險企業投資

入股，不需要任何抵押和擔保，一般也不要求控股，只取得相應的股權，經過 3－7 年的經

營之後，通過蛻資取得收益，而且在此期間通常還要不斷地對有成功希望的項目進行追加投

資，如果風險企業獲得成功，天使投資者就通過出售或轉讓股權的方式收回投資，然後再去

尋找新的投資機會，完成“投資－回收－再投資”的迴圈投資機制。正是這種特殊的機制，

促進了高新技術企業的不斷湧現，進而加速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進程，促進了經濟的繁

榮。 

 

5．投資決策較之一般投資要簡單、迅捷，但仍舊是建立在一定的程式化的基礎之上。 

 

6．投資來源多為民間的、個體的、分散的資金。這種資金的來源也決定了投資的規模，

故而根據國外的經驗，在我國天使投資的數額多數應該在 5 萬─50 萬之間。當然這些資金

只是夠起步，企業真正的發展還需要進行後期多次的、多種形式的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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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條件 

天使投資的本質是權益投資，而不是借貸資金，而且天使投資並不是簡單的投資，而

是有其獨特的投資判斷標準、投資合同構造和管理方式，以及獨特的實現增值方式。 

要成為一個天使投資者並不難，說得絕對一點，只要有錢就行，但要真正成為一個成

功的天使投資者，就不那麼簡單了，因為這畢竟是一門學問，天使投資者並不意味著腦袋一

發熱，就盲目拍板投資，其投資的過程也是要經過一系列的程式，而不是隨便看中一個項目，

跟著感覺走，所以要成為一個合格的天使投資者，也還是要具備一些條件的： 

 

首先要有一定的投資能力 

這是作為一個天使投資者首先的也是必要的條件。我們說的投資能力是指投資者對 

天使投資人楊鐳  

所投資金要充分考慮到其風險性，即便是在所投資金全部損失的情況下，也不致于影

響到投資者的正常生活。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投資已成為了一些人個人理財所要關注的一

個問題，有一種“三三制”的說法，就是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於基本生活，三分之一作為儲蓄，

以備各項重大支出，餘下的三分之一用於投資，這個說法應該說比較科學，進行投資，尤其

是做個天使投資者，一定要充分考慮到投資的風險性和對資金損失的承受能力，絕不可有多

少“閒錢”就投多少“閒錢”，不能進行“豪賭”。 

 

要有冒險與奉獻的精神 

天使投資是一種冒險，因為所投的項目其不可控的風險和不確定的因素太多，而這些

都將構成投資失敗的潛在威脅，所以作為一個天使投資者一定要具備這種冒險精神。在投資

前不妨先問問自己，有失敗的心理準備嗎？能輸多少？輸得起嗎？如果這些都有了一個肯定

的回答，那麼才可行事。在風險投資領域裡，成三敗七是個比較科學的統計數字，沒有那麼

多的失敗，就不叫風險投資了，只有高的風險才有高的回報，所以對待投資失敗要有一個良

好的心態，因為你的投資行為，是為了幫助中小企業解決發展中最為頭痛的融資問題，是在

為經濟的繁榮、科技的進步在做貢獻，正所謂“成亦欣然，敗亦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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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有一些行業的經驗 

行業經驗在這裡有兩個方面的作用：其一是所謂“不熟不投”，但“隔行如隔山”，

如果作為天使投資者曾經致力於某個行業，那一定有不少行業的知識和經驗，對這個行業有

個起碼的瞭解，對行業的前景、行業的風險、行業裡一些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有所實質

性地把握，可以判斷出受投項目的價值體系，這對選擇項目是十分有幫助的，這實際上降低

了投資的風險，加大了所投專案的保險係數。其二是對熟悉的行業，作為天使投資者可以對

風險企業在運作過程中，給予一定的指導和幫助，協助其迅速發展，進而達到預期的目的，

出現雙贏的局面。 

 

具備一些必要的投資知識 

這一點對於天使投資者也十分重要，除非是在跟投，否則掌握一些必要的投資知識就

顯得十分重要。比如對項目評估的方法，合同的具體細節設定，退出方式的選擇，財務報表

的審讀，具備了這些知識，對那些別有用心的想借項目圈錢的企業，將會起到一個積極有效

的防範作用。 

 

投資前不要忽略審慎調查和法律細節 

由於在風險投資領域記憶體在著嚴重的資訊不對稱，所以作為天使投資者在投資前一

定要盡可能地做好審慎調查，因為企業在初創期一般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和財務資料，

也沒有可供審查的信譽記錄，況且風險企業的關鍵技術也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上，這些由資

訊不對稱造成的風險，如果天使投資者在投資前不進行認真審慎的調查，就不可能充分認識

企業存在的風險因素，無法對風險企業的價值做出正確的評估。而對合同法律細節的認真研

究，可以堵住一些漏洞，避免被不良創業者人為地投機鑽營。 

 

預先設計好退出的路徑 

退出是天使投資資金得以流動的關鍵所在，因為天使投資資本是隨著初創企業的成長

而獲得增值的，但如果沒有合適的方式退出，這種增值只能是帳面上的，只有完成了有效的

退出，才能實現將帳面上的增值轉換為實際的收益增長，套現的資金才能投向下一個風險項

目。所以，在進行投資的時候，一定要在合約裡注明退出的有關條款，以便在合適的時機退

出，避免退出時由於雙方的意見不一致而難以達成協議，這樣使投資者始終握有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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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各種可能出現的投資陷阱 

作為天使投資者，從投資項目的開始到退出，自始至終會伴隨著許多 

天使投資人鄭曉軍  

風險，這些風險就構成了對天使投資者的陷阱。這種風險有兩大類：一類是人為的，

即所謂道德風險，比如風險企業為了獲得投資而隱瞞了項目及企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在提

供給天使投資者的商業計畫書中沒有充分反映可能出現的風險，同時又片面地誇大市場前景

和可能的效益，更有甚者，一些別有用心的不良企業者為了達到其“圈錢”的目的，從一開

始就在給天使投資者講“故事”，設置了諸多圈套。另一類是風險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所出現

的一系列問題，這倒不是風險企業事先設計好的圈套，而是企業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出現的問

題，包括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努力營造良好的氛圍 

努力營造良好的氛圍，儘量達到雙贏的目的。 

進行天使投資，除了選擇有發展前景的專案，更重要的是選擇投資對象，所以在業界

有一句行話，就是“投資實際就是投人”，投資是互惠互利的，不公平的交易，只能是導致

互相磨擦與猜忌行為的產生，最終使雙方的關係緊張甚至破裂，使雙方都蒙受損失。所以，

雙方都要努力來營造一個良好的合作氛圍，投資人也要學會溝通，找出與投資對象之間的共

識，信任是關鍵，既然選定了投資對象，就應坦誠相見，為著共同的目標和利益，一起努力。 

 

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分散投資風險，永遠是從事投資的鐵的原則，天使投資也不例外。從事天使投資不能

把所有的投資集中在一個項目上，這與風險投資的三七律有著很大的關係，所以要成為一個

天使投資者一定要多選擇幾個項目一起投。 

對天使投資的特點有所瞭解，對天使投資的條件也能夠把握，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總結

和提高，就一定能夠成為的一個有所作為的天使投資者。 

 

http://baike.baidu.com/view/419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81.htm
http://baike.baidu.com/pic/%E5%A4%A9%E4%BD%BF%E6%8A%95%E8%B5%84%E8%80%85/2785664/0/11794d43a25547519213c64d?fr=lemma&ct=single


如何說服 

為一家新企業或正在成長中的企業籌資，通常是一件漫長而艱難的事。然而矛盾的是，

當企業家向投資者推銷提案時，投資者可能在幾分鐘內，就作出關鍵的投資決策。推銷提案

極具冒險性，能否創造一個好印象、吸引投資者的興趣，成敗在此一舉。參加過英國“龍潭”

欄目、或是看過這個電視節目的人都會同意這一點。提案是從商業計畫中提煉出的精華：一

次 10 至 20 分鐘的講演，然後便是問答時間。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向風險投資者推銷

時，問答可能會在提案過程中進行。泛歐洲風險投資基金 Index Ventures 的合夥人丹尼萊莫 

(Danny Rimer)認為：“商業提案完全圍繞一個主題，即為什麼這樁生意是個好機會，提案就

是企業家為此辯護的機會。” 

 

提案 

很久以來，提案是贏得風險資本過程的一部分。斯特斯克萊德大學(Strathclyde University)

企業學教授科林梅森(Colin Mason)認為，隨著投資過程變得越來越正式，你向商業天使、個

人或一小群投資者尋求資金時，提案變得越發重要。商業天使、個人或一小群投資者提供的

財務援助一般要少於風險投資者。 

 

儘管天使投資者會比風險資本投資者更早看到演示文稿，風險資本投資者通常都不會

在提案前去看商業計畫，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提案的目的都是要爭取第二次會議（而非立

即獲得資助保證）。 

 

企業家只有很短時間給人留下印象，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管理學教授金伯利

艾爾斯巴克 (Kimberly Elsbach)認為，“研究顯示，人類能在 150 毫秒內將人歸類；30 分鐘

內，他們就會對你的性格下評判，而且這種判斷是永久的。”這篇發表於《哈佛商業評論》 

(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論文——《如何推銷卓越創意》(How to Pitch a Brilliant Idea)還談到：

“任何對提案者能力的評斷，會迅速並永久地掩蓋對創意本身價值的認知。” 

 

確實，提案的成功機率並不高：例如，一項針對加拿大企業天使的研究顯示，將近四

分之三的提案在其商業提案還未被認真考慮前，就會被拒絕。 

然而，講演技巧是可以學的，著名講演教練傑瑞魏斯曼(Jerry Weissman)認為，任何一種

提案都遵循一般的交流原則。 

 

但要完成成功的提案，最終沒有捷徑。“許多企業家沒有意識到，提案本身只是冰山

一角，”在“龍潭”節目中擔任“投資龍”的資深創業家和企業天使道格理查(Doug Richard)

說，“它是許多努力的結果，事先不做好這些工作，就不可能完成一次良好的提案。” 

以下這些建議將會幫助企業家提高他們的成功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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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至關重要 

提案有一個關鍵的目的：讓投資者對這一商業機會感到興奮，同時對團隊有能力實現

這一機會表示興奮。投資者要尋找對所做工作有激情的企業家，他們要有實現目標的執著精

神。 

“激情至關重要。”萊莫先生說，“激情能使企業家即使面臨困境，也能堅持到底。

激情會象野火般蔓延。”以他的經驗，許多英國企業家顯示出對成功的強烈激情，而相比之

下，他們的美國同行“往往更唯利是圖，受金錢引導”。但講演者必須謹防吹噓過度，給人

留下傲慢的印象。“我們是最好的，我們造了一個最大的捕鼠器，”萊莫先生說。同樣的，

激情過多也能導致講演者失去重點。“儘管我希望看到企業家處處以事業為重，但他不應該

感情過於投入，而忘了給我評估這項商業機會所需的資訊，”另一位元天使投資者喬治阿爾

納特(George Allnutt)說。 

 

簡潔準確 

由於企業家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吸引投資者注意力，提案者需要用簡潔、準 

天使投資人周鴻禕  

確的方式迅速吊起投資者胃口。要用最精練的語言描述商業機會，這使得企業家必須

將重點放在投資者真正需瞭解的關鍵資訊上。“要知道怎樣向潛在的投資者有效地展示商業

機會，企業家需要瞭解的是，不同的投資者想從這一機會中獲得些什麼，他要有能力預計到

投資者關心的問題，並在講演中把這些問題表達出來。”梅森教授說。Garage Venture 的蓋

伊川崎(Guy Kawasaki)將他的方法概括在一條 “10-20-30 規則”中。他建議，企業家在講演

時，演示稿不要超過 10 張，講話不超過 20 分鐘，演示稿的字體選擇 30 號（這限制了你在

一張演示稿上所能放的信息量）。“簡短迫使企業家簡化其提案。如果你需要 10 張以上的演

示稿，20 分鐘以上的講話時間，小於 30 號的字體，那你其實還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

辯稱。 “沒有哪個觀點複雜到不能在 5 分鐘內說清楚的。”理查先生補充說。企業天使網

路“牛津早期投資”(Oxford Early Investments)的經理阿拉斯泰爾卡文納 (Alastair Cavanagh)表

示，“最糟糕的情況是，一個人試圖講解得面面俱到，最後卻落得什麼有用的東西都沒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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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成為產品 

科林梅森教授認為，企業家要像銷售產品那樣銷售自己。他研究了向企業天使所做的

(糟糕)投資提案後發現，一次糟糕的提案推銷，對講演者的能力會造成多壞的影響。“天使

投資者往往會下結論，如果這個企業家不能說服投資者，那他也不可能說服客戶，”他說。 

企業天使網路“大東部投資論壇”(Great Eastern Investment Forum)董事休帕內爾(Hugh 

Parnell)也同意這種說法。 他說：“儘管向一位企業天使賣東西不同于向顧客銷售，但兩者

屬性相似：都是關於怎麼說故事。如果團隊中沒有一個人擅長說故事，這確實會讓人對團隊

的能力和成功機率打上各種問號。”但在籌集風險資本時，沒有有力的提案銷售可能問題並

不大。“每個團隊都需要一個明星，如果他們沒有合適的銷售人才，我們可以通過關係和網

路找到這樣的人。但他們必須坦白承認這一事實，”Amadeus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 的創始

人之一赫爾曼豪瑟 (Hermann Hauser)解釋說。這家風險投資公司專長於英國和歐洲的科技投

資。 

解決問題，細分市場 

產品的存在是要解決某個特定問題。但投資者經常看到那些“解決方案是在尋找一個

問題”，或是一個解決方案試圖表達太多問題。“企業家往往未能解釋，產品會為顧客能做

些什麼。因此，有時會出現 ‘為了創新而創新’的東西，而不是一個真正滿足市場需求、

人們會買的產品，”卡文納先生說。同樣的，企業家會被建議集中於一點，分解市場機遇，

特別是在產品有多種用途的情況下。“企業家需要細分市場，選擇他們真正能有所作為、真

正能使自己與眾不同而勝出的那一塊。如果他們不能區分自己的產品，那他們不太可能成功，”

豪瑟先生說。 

 

精通業務，坦白直率 

回答投資者的提問是提案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企業家需要聰明地做出反應，顯

示他們能理解人，能傾聽，能互動。用豪瑟先生的話說，這是“投資者觀察企業家的時候。” 

在講演過程中，提案者切忌變得自衛、咄咄逼人，他必須以平靜、對話的方式做出反應。人

們期望企業家是該領域的專家，特別是在市場方面。“當一個人說出與人們的期望相反的話

時，大多數優秀的提案者都會如此，特別是當他們在陳述一些全新的創意時，企業家不僅要

言語自信，而且要有支援這些主張的資料，”理查先生說。雖然沒有人期望一個人能回答所

有問題，但講演者要做好準備，會面臨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東西。團隊應列出一連串可能在回

答問題階段會被問到、或需要解釋的疑難之處，他們可以在準備演示文稿時就涉及這些問

題。 

通過這種方法，他們能根據聽眾的需要，“詳述”或“壓縮”講演。切忌欺騙，因為

投資決策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投資者對企業家可信度和性格的評判。 

 



天使投資、VC 以及 PE 的區別是什麼？ 

首先要交待一下，在大眾語境中，angel/VC/PE 三者都可認為是 VC，也就是人們

常說的風險投資，在國內官方又叫創業投資。而從嚴格的概念上說，PE(Private 

Equity)指未在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交易的資產，所以 PE 的涵蓋了 angel/VC 並具

有更廣闊的範疇。 

 

  回歸正題。簡單來說，三者是根據被投專案所處的階段來劃分的，angel 是

種子期，VC 是早期/成長期，PE 是成熟期。 

  儘管如此，三者的區別並不僅僅體現於時間的先後，不同階段的投資往往是

由不同的投資者進行的，投資的金額、來源以及投資者的關注點都有差別。 

  那麼，為什麼不同階段的專案需要不同的投資呢？這主要是由專案在不同階

段的特徵所決定的。 

 

  種子期的項目，往往只有一個 idea 和初始團隊（有些只有一兩個創始人），

idea 能不能轉換為一個 make sense 的 business，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需要通過一

段時間的嘗試，對 idea 背後的各種假設進行驗證，從而探索到真正可行的方向。

在此過程中專案的方向和內容隨時有可能面臨調整，而且項目一沒有歷史，二缺

乏連續性，唯一穩定的、可供投資者參考的因素就是團隊（而且主要是創始人），

因此種子期的投資主要看人。人是極其複雜的，要想對一個人作出判斷就必須深

入瞭解他、和他打交道。由於這個過程依賴大量的經驗和直覺，很難進行理性的

分析，因此履行這個任務、做這個決策的，一般都是個人投資者。這也是“天使”

這個稱號的來歷。此外，由於嘗試和探索所需的資金量一般不是太多，個人投資

者出得起，且專案越早期風險越大，所以天使投資的金額一般也較小，一般都在

500 萬（人民幣）以下。 

 

  成長期則似乎沒有公認的定義，我個人的理解是當一個項目經歷過種子期的

摸索，探索到一條有較大可行性的道路時，便進入到成長期。可以說種子期是紙

上談兵，成長期則經過了實踐，從市場的反應中看到了希望。企業進入成長期以

後，戰略基本成型，準備著手投入資源（其中資金是關鍵資源）去實現這個戰略。

這個時候投進去的，就可以算作是 VC 了。所以 VC 是企業戰略初步成型以後用

以支撐企業去實施戰略的投資。此時企業剛剛在市場上取得一些成績，或者看到

了一些成功的苗頭，但企業自身的資源不足以支撐它，需要引進外部的資源。對

投資者而言，企業戰略所隱含的關鍵性的假設通過市場已經有所驗證，此時可以

對項目進行理性的分析，並能夠對面臨的風險進行相對準確的評估。這就有了機

構化投資的基礎，也即實際的出資人可以委託專業的投資人士進行操作並對投資

人士實施監督，從而在投資領域產生了委託－代理關係；另一方面，這個階段企

業需要的資金量相對比較大，如果由個人投資者投資將很難分散風險，因此投資



的機構化也成為必然。因此，VC 一般都是以基金的方式實行機構化運作的，投

資額一般在千萬量級。 

 

  通常說 PE 是指投成熟期專案的資金。此時企業在市場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程

度的成功，企業通過穩定的經營已經能夠從市場上可持續地獲取經濟資源，並已

經取得了一定的市場地位，短期內不再面臨生存的問題。此時企業融資的需求相

對多元化，有些是為了規範上市，有些是為了實施並購進行產業整合，有些則可

能是延伸業務線，不一而足。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企業進行 PE 融資

的目的都是為了上更高的臺階。對投資者而言，此時企業自身擁有的經濟資源已

經較多，儘管投資的金額一般較大（小了企業靠自身積累或者銀行貸款就能解決），

但通過對賭、回購等契約條款能夠將投資的風險大小鎖定在一定的範圍內，因而

風險較為可控，PE 投資者期望的是在較短時間實現較高收益，圖的是快進快出。

另一方面，此時企業某種意義上並“不差錢”，融資往往是著眼於長期戰略或者

產業資源整合，因此會要求投資者不僅僅出錢，還需要具備一定的產業背景或其

他資源，以協助企業順利完成其目標。如果說天使拼的是眼光，VC 拼的是判斷，

那麼 PE 拼的就是資源。 

  最後補充一點的是，儘管剛才已經就 angel/VC/PE 三者的性質作了區分，但

在實踐當中，三者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尤其是國內的 VC，很多幹的都是 PE

的活。當然這幾年隨著資金的增多與競爭、資本市場的發育，國內早期項目融資

的環境已經在快速得到改善，而各類資金的專業化程度也在不斷增強。 

 

什麼是 GP、LP、PE、VC、FOF？ 

 

首先是 GP，LP： 

普通合夥人（General Partner, GP）：大多數時候，GP, LP 是同時存在的。而且他

們主要存在在一些需要大額度資金投資的公司裡，比如私募基金（PE，Private 

Equity），對沖基金（Hedge Fund），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這些公司。你

可以簡單的理解為 GP 就是公司內部人員。話句話說，GP 是那些進行投資決策

以及公司內部管理的人。舉個例子：現在投資公司 A 共有 GP1, GP2, GP3, GP4 四

個普通合夥人，他們共同擁有投資公司 A 的 100%股份。因此投資公司 A 整體的

盈利，分紅虧損等都和他們直接相關。 

如果還不明白的話，舉個簡單例子，在創新工廠當中，李開複先生則是一個經典

的普通合夥人了。 

 

有限合夥人（Limited Partner, LP）：我們可以簡單的理解為出資人。很多時候，

一個專案需要投資上千萬乃至數個億的資金。（與此同時，大多數投資公司，旗

下都會同時有著很多個不同領域不同行業的專案）。而投資公司的 GP 們並沒有



如此多的金錢——或者他們為了分攤風險，因此不願意將那麼多的公司資金投資

在一個項目上面。而這個世界上總有些人，他們有很多很多的現金，卻沒有好的

投資方法——放在銀行吃利息在金融界可是個純粹的虧錢行為。於是乎，LP 就

此誕生了。LP 會在經過一連串手續以後，把自己的錢交由 GP 去打理，而 GP 們

則會將 LP 的錢拿去投資項目，從中獲取利潤，雙方再對這個利潤進行分成。這

是現實生活中經典的“你（LP）出錢，我（GP）出力”的情況。 

 

 

為了讓大家能有一個更全面的瞭解，我接下來會講述一些關於 LP 在整個過程中

所需要做的事情。 

 

（由於我曾經在美國留學，大多數這方面的知識最早也是來自於美國學習，所以

下面我會拿美國來和中國進行對比，讓各位有個更全面地瞭解。） 

 

在美國，絕大多數情況下，LP 都有一個最低投資額度——這個數字一般是 600

萬美金，中國的話我目前瞭解大多都是 600 萬人民幣。換句話說，如果你沒辦法

一次性投資到 600 萬的資金的話，別人連入場機會都沒有。此外，為了避免一個

LP 注資過多，大多數公司也會有一個最高投資額度——常見的則是由 1000 萬至

2000 萬不等。但這個額度不是必然的，如果 LP 本身實力比較強大，甚至可以在

投資過程中給與幫助的，數個億的投資額度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此外，一般 LP 的資金都會有一個鎖定週期（Lock-Up Period），一般為一年至數

年不等（要看公司具體投資的項目而定）。為的是確保投資的持續性（過短的投

資週期會導致還沒開始賺錢就必須退場）——換言之，如果你給公司投資了 600

萬，你起碼要一年以後才可以將錢取出來。 

 

 

那麼 GP 是如何獲取利潤的呢？ 

在美國，公司普遍是遵循 2/20 收費結構（two and twenty fee structure）——也就是

2%的管理費（management fee）以及 20%的額外收益費（outperformance fee)。（2/20

結構在 08 金融風暴以後被一些公司打破了，但畢竟不是常規。而且打破結構的

公司並沒有做的特別優秀的案例） 

 

為了讓大家能夠更好地理解，下面我們又來案例分析： 

假設 LP1 投資了 600 萬去投資公司 A，一年之後 LP1 額外收益了 100 萬。那麼

LP1 需要上繳給投資公司 A 的費用將會是： 

600 萬*2% + 100 萬*20% = 32 萬。即 LP1 最終可以獲益 68 萬，投資公司 A 則可



以獲益 32 萬。順帶一提的是，不管賺錢還是虧錢，那 2%的管理費都是非交不可

得。而額外收益費則必須要賺錢了以後才會交付。 

 

而在中國，目前來說並不是所有公司都有收 2%的管理費用。但 20%的額外收益

費是基本一致的。（最低的我曾經聽說過 15%並且無 2%管理費的，但資金規模

並沒有太大，估計勉強接近一個億。） 

 

 

接下來是我們常說的 VC，PE。為了讓大家有個更加直觀的瞭解，我將會順便講

上 Angel Investor 以及 IB，因為他們正好表示了投資者的四種階段。 

在解釋這四個名詞之前，我先將他們按照投資額度從小到大排序；他們分別是天

使投資（Angel），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 VC），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 PE），

以及投資銀行（Investment Banking, IB） 

 

下面將會開始逐個進行介紹（注：接下來提到的資金額度只是一個大概的均值，

不是一個絕對 

值，切勿以單純的以投資額度去判定一家公司是什麼天使還是風投或者其他。） 

 

 

天使投資（Angel Investment）：大多數時候，天使投資選擇的企業都會是一些非

常非常早期的企業，他們甚至沒有一個完整的產品，或者僅僅只有一個概念。（打

個比方，我有個朋友，他的畢業設計作品是一款讓人保持清醒的眼鏡，做工非常

粗糙，完全不能進入市場銷售。但他憑藉這個概念以及這個原型品在美國獲得了

天使投資，並且目前正在該天使投資的深圳某孵化器工作室進行開發研究。） 

而天使投資的投資額度往往也不會很大，一般都是在 5-100 萬這個範圍之內，換

取的股份則是從 10%-30%不等。單純從數字上而言，美國和中國投資額度基本接

近。大多數時候，這些企業都需要至少 5 年以上的時間才有可能上市。 

此外，部分天使投資會給企業提供一些指導和幫助，甚至會給予一定人脈上的支

持。 

如果你還不瞭解的話，創新工廠一開始就在做天使投資的事情。 

 

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一般而言，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比如說已經有

個相對較為成熟的產品，或者是已經開始銷售的時候，天使投資那 100 萬的資金

對於他們來說已經猶如毛毛雨一般，無足輕重了。因此，風險投資成了他們最佳

的選擇。一般而言，風險投資的投資額度都會在 200 萬-1000 萬之內。少數重磅

投資會達到幾千萬。但平均而言，200 萬-1000 萬是個合理的數字，換取股份一般

則是從 10%~20%之間。能獲得風險投資青睞的企業一般都會在 3-5 年內有較大希

望上市。 



如果需要現實例子的話，紅杉資本可以算得上是 VC 裡面最知名的一家公司了。

後期創新工廠給自己企業追加投資的時候，也是在做類似於風險投資的業務。 

 

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私募基金選擇投資的企業大多數已經到了比較後期

的地步，企業形成了一個較大的規模，產業規範了，為了迅速佔領市場，獲取更

多的資源，他們需要大批量的資金，那麼，這時候私募基金就出場了。大多數時

候，5000 萬~數億的資金都是私募基金經常投資的數額。換取股份大多數時候不

會超過 20%。一般而言，這些被選擇的公司，在未來 2~3 年內都會有極大的希望

上市成功。 

去年注資阿裡巴巴集團 16 億美金的銀湖資本（Silver Lake）和曾經投資過的 Digital 

Sky Technology 則是私募（尤其做科技類的）翹楚公司。而這 16 億的資金也是歷

史上排名前幾的一次注資了。 

 

投資銀行（Investment Banking）：他有一個我們常說的名字：投行。一般投行負

責的都是幫助企業上市，從上市融資後獲得的金錢中收取手續費。（常見的是

8%，但不是固定價格）一般被投行選定的企業，只要不發生什麼意外，都是可

以在未來一年內進行上市的。有些時候投行或許會投入一筆資金進去，但大多數

時候主要還是以上市業務作為基礎。 

至於知名的企業，我說幾個名字，想來大家就知道了。高盛，摩根斯坦利，過去

的美林等等。（當然，還有很多知名的銀行諸如花旗銀行，摩根大通，旗下都有

著相當出色的投行業務。） 

 

此外，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FoF，由於不少的回答中已經給出了比較詳細的

內容了，我就用一些比較簡練通俗的語言給大家介紹一下 FoF，也就是基金中的

基金吧。（請原諒我這個蹩腳的中文翻譯，因為我實在不知道 Fund of Fund 的翻

譯是什麼，查了好幾個網站都翻譯成基金的基金或者基金中的基金，我現在看到

基金兩個字都有點“語義飽和”了） 

 

基金的基金 （Fund of Fund, FoF）：FoF 和一般基金有一個本質上的區別——那

就是他們投資目標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基金投資的項目非常廣泛，常見的有股票，

債券，期貨，黃金這些廣為人知的項目。而 FoF 呢，則是通過另一種方法來投

資——他們投資的是基金公司。也就是說，FoF 一般是不會對我們常說的股票，

債券，期貨進行投資的。他們會選擇投資那些本身盈利能力很強的基金公司（比

如我上面提到的 Silver Lake, Digital Sky, 甚至可以再組合一個咱們國內的華夏基

金。）當然，也因為 FoF 的投資特殊性，所以它並不像我一開始提到的 LP 那樣，

有 600 萬最低投資額度的限制。中國的具體情況我不太瞭解，美國的話額度範圍

一般是 20 萬美元到 60 萬美元作為最低投資額度——當然，他們的鎖定週期都是

一樣的，至少要有一年以上的時候。 



天使投資、VC 以及 PE 的區別是什麼？ 

如果滿足於“階段不同”這個簡單的回答，那你可能錯過了一個思考資本與企業

發展之間關係的機會。 

  首先要交待一下，在大眾語境中，angel/VC/PE 三者都可認為是 VC，也就是

人們常說的風險投資，在國內官方又叫創業投資。而從嚴格的概念上說，PE(Private 

Equity)指未在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交易的資產，所以 PE 的涵蓋了 angel/VC 並具

有更廣闊的範疇。 

  回歸正題。簡單來說，三者是根據被投專案所處的階段來劃分的，angel 是

種子期，VC 是早期/成長期，PE 是成熟期。 

  儘管如此，三者的區別並不僅僅體現於時間的先後，不同階段的投資往往是

由不同的投資者進行的，投資的金額、來源以及投資者的關注點都有差別。 

  那麼，為什麼不同階段的專案需要不同的投資呢？這主要是由專案在不同階

段的特徵所決定的。 

  種子期的項目，往往只有一個 idea 和初始團隊（有些只有一兩個創始人），

idea 能不能轉換為一個 make sense 的 business，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需要通過一

段時間的嘗試，對 idea 背後的各種假設進行驗證，從而探索到真正可行的方向。

在此過程中專案的方向和內容隨時有可能面臨調整，而且項目一沒有歷史，二缺

乏連續性，唯一穩定的、可供投資者參考的因素就是團隊（而且主要是創始人），

因此種子期的投資主要看人。人是極其複雜的，要想對一個人作出判斷就必須深

入瞭解他、和他打交道。由於這個過程依賴大量的經驗和直覺，很難進行理性的

分析，因此履行這個任務、做這個決策的，一般都是個人投資者。這也是“天使”

這個稱號的來歷。此外，由於嘗試和探索所需的資金量一般不是太多，個人投資

者出得起，且專案越早期風險越大，所以天使投資的金額一般也較小，一般都在

500 萬（人民幣）以下。 

  成長期則似乎沒有公認的定義，我個人的理解是當一個項目經歷過種子期的

摸索，探索到一條有較大可行性的道路時，便進入到成長期。可以說種子期是紙

上談兵，成長期則經過了實踐，從市場的反應中看到了希望。企業進入成長期以

後，戰略基本成型，準備著手投入資源（其中資金是關鍵資源）去實現這個戰略。

這個時候投進去的，就可以算作是 VC 了。所以 VC 是企業戰略初步成型以後用

以支撐企業去實施戰略的投資。此時企業剛剛在市場上取得一些成績，或者看到

了一些成功的苗頭，但企業自身的資源不足以支撐它，需要引進外部的資源。對

投資者而言，企業戰略所隱含的關鍵性的假設通過市場已經有所驗證，此時可以

對項目進行理性的分析，並能夠對面臨的風險進行相對準確的評估。這就有了機

構化投資的基礎，也即實際的出資人可以委託專業的投資人士進行操作並對投資

人士實施監督，從而在投資領域產生了委託－代理關係；另一方面，這個階段企

業需要的資金量相對比較大，如果由個人投資者投資將很難分散風險，因此投資

的機構化也成為必然。因此，VC 一般都是以基金的方式實行機構化運作的，投



資額一般在千萬量級。 

  通常說 PE 是指投成熟期專案的資金。此時企業在市場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程

度的成功，企業通過穩定的經營已經能夠從市場上可持續地獲取經濟資源，並已

經取得了一定的市場地位，短期內不再面臨生存的問題。此時企業融資的需求相

對多元化，有些是為了規範上市，有些是為了實施並購進行產業整合，有些則可

能是延伸業務線，不一而足。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企業進行 PE 融資

的目的都是為了上更高的臺階。對投資者而言，此時企業自身擁有的經濟資源已

經較多，儘管投資的金額一般較大（小了企業靠自身積累或者銀行貸款就能解決），

但通過對賭、回購等契約條款能夠將投資的風險大小鎖定在一定的範圍內，因而

風險較為可控，PE 投資者期望的是在較短時間實現較高收益，圖的是快進快出。

另一方面，此時企業某種意義上並“不差錢”，融資往往是著眼於長期戰略或者

產業資源整合，因此會要求投資者不僅僅出錢，還需要具備一定的產業背景或其

他資源，以協助企業順利完成其目標。如果說天使拼的是眼光，VC 拼的是判斷，

那麼 PE 拼的就是資源。 

  最後補充一點的是，儘管剛才已經就 angel/VC/PE 三者的性質作了區分，但

在實踐當中，三者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尤其是國內的 VC，很多幹的都是 PE

的活。當然這幾年隨著資金的增多與競爭、資本市場的發育，國內早期項目融資

的環境已經在快速得到改善，而各類資金的專業化程度也在不斷增強。 

 

天使投資、VC、PE 介入企業的節點是什麼樣的？分別起什

麼作用？ 

天使投資： 

 

公司初創、起步期，還沒有成熟的商業計畫、團隊、經營模式，很多事情都在摸

索，所以，很多天使投資都是熟人、朋友，基於對人的信任而投資。 

 

熟人、朋友做天使投資人，他的作用往往只是幫助創業者獲得啟動資金；而成熟

的天使投資人或者天使投資機構的投資，則除了上面的作用外，還會幫助創業者

尋找方向、提供指導（包括管理、市場、產品各個方面）、提供資源和管道。 

 

VC： 

 

公司發展中早期，有了比較成熟的商業計畫、經營模式，已經初見盈利的端倪，

有的 VC 還會要求已經有了盈利或者收入達到什麼規模。 

 



VC 在這個時候進入非常關鍵，可以起到為公司提升價值的作用，包括能幫助其

獲得資本市場的認可，為後續融資奠定基礎；使公司獲得資金進一步開拓市場，

尤其是最需要燒錢的時候；提供一定的管道，幫助公司拓展市場。 

 

PE: 

 

一般是 Pre-IPO 時期，公司發展成熟期，公司已經有了上市的基礎，達到了 PE

要求的收入或者盈利 

 

通常提供必要的資金和經驗説明完成 IPO 所需要的重組架構，提供上市融資前所

需要的資金，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説明公司梳理治理結構、盈利模式、募集專案，

以便能使得至少在 1-3 年內上市。這個時候選擇 PE 需要謹慎，沒有特別聲望或

者手段可以幫助公司解決上市問題的 PE 或者不能提供大量資金解決上市前的資

金需求的 PE，就不是特別必要了。 

作者：黃瀟 

連結：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814287/answer/28763441 

來源：知乎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 

從天使輪、A 輪到最後的 Pre-IPO，由於股權綁定的血脈聯繫，投資方往往會傾

其能夠調用的資源。在這裡僅就移動互聯網行業創業投資說一些我的看法。 

 

天使輪 

創業者此時可能僅有一個 idea 或正在進行商業模式驗證，而一個好的投資人扮演

的角色是良師益友：不僅需要在產品上給予建議，還要時不時給創業者打打雞血。

投資人在進行天使輪投資決策時往往很“任性”，對於人的判斷是主要因素，例

如雷軍的投資邏輯就是只投熟人。資金方除了其他答案提到的親朋好友途徑外，

目前國內也出現了大量的孵化器、眾籌等。相對於眾籌，我個人更認可孵化器的

模式，種子期的專案很脆弱，光光有錢許多問題無法解決。而一個孵化器幾乎解

決了創業初期的所有難題：創業成本、方向、導師、後續融資途徑等。 

 

A 輪 

區別 A 輪和天使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產品正式上線。投資人在進行 A 輪投資決

策時，由於此時產品已經基本成型，是否擁有剛性用戶需求及廣闊的市場空間是

其核心考量指標。等到 A 輪資金進入之時，產品可能上線不久，A 輪的資金大都

用來做市場推廣、用戶獲取了。投資方會在產品及管理方面給予建議，也會應創

業者需求提供相應所需資源，比如互聯網行業內最重要的流量。而作為創業者在

甄別投資方時，A 輪以後的融資，投資方背後的資源可能是相較於資金本身更重

要的考量因素。 



 

B 輪 

能不能獲得 A 輪之後的融資，其實是一個門檻：產品模式獲得資金並進行推廣，

其實是一個理論獲得實踐的過程，一個偽需求無論如何推廣都是不溫不火，而一

個痛點一定會引爆一個區域級市場。無論是 B 輪、C 輪、D 輪，這時投資方的作

用本質沒有大的改變，都是協助企業做大做強。當企業到達了一定規模，投資方

還會向公司推介專業、有經驗的管理、財務團隊，協助專案方規範公司治理。 

 

Pre-IPO 

到了這個階段，企業業務層面基本穩定，尋求的是資本市場的對接，如果投資方

能夠化腐朽為神奇，講的一手好資本故事，那無疑的最好的。可以參考這個例子：

唯品會聯姻樂蜂網,紅杉的一場資本局 

 

以上，投資方所起的作用和項目當前階段需求密切相關，比如在天使輪，創業者

有的是對於產品的一腔熱血，欠缺的是商業化經驗、知名投資機構的光環效應、

挫折時的鼓勵等；而在 Pre-IPO，專案方更多的要求投資方在資本市場有資源或

運作經驗。綜合來看，投資方所起的作用並不是固定的，而是依據專案實際情況、

階段予以配合協助。 

 

國內有哪些知名 PE，他們各自專注的領域是什麼？ 

現在的中國聚集著非常多知名的 PE，可以說幾乎所有的外資大 PE 在中國都有分

支機搆。下附 The PE 300 總結的全球 PE 排行的簡表，總結過去 5 年 PE 融資情

況 – 僅算私募部分，畢竟很多基金還有許多其他部分比如對沖、房地產什麼的。

因為只有業績好 LP 才會把錢給到 PE，所以融資能力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該 PE 的

品牌。當然了，很多基金的亞洲部設在香港不過肯定都看國內的項目。根據榜單，

中國本土的 PE 上榜的有中投，鼎暉和弘毅。而所有榜單上的機構在國內都有分

支。 

 

要說都專注於什麼領域，問題太大，我只能嘗試把這些 PE 分一下類： 

 

國際 6 大： 

 TPG  

 Blackstone  

 KKR  

 Carlyle  

 Bain Capital  

 Goldman Sachs PIA 

//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baidu.com/link%3Furl%3DNVRR3DRSs36cC8MRpaF4emRJqS3YDC0j4jKOjo6bpqA8yVhxZgdxVsRo8jK_aHaP


這 6 家大 PE 基本上做大規模的專案。當然，在中國由於 1）沒有杠杆；2）中國

企業家不願意喪失控制權，所以他們在國外擅長的大規模 buy-out deal 基本不做

了，都只能做 minority 也就是少數股權投資。Goldman Sachs PIA 由於有高盛投行

的品牌光環所以最多專案看，進中國也挺早，做的很好，代表作有雙匯、雨潤；

TPG 是最早進中國的，94 年。。。代表作有深發展，最近投了達芙妮和李寧；

KKR 佈局時間不長不過這兩年從 Morgan Stanley PE 挖來了劉海峰（也就是“萬

人迷”陳好的老公）發展前景看好；Carlyle 就甭提了，代表作是太保，前兩天剛

剛退出了，應該是國內單筆私募交易賺的最多的一筆了；Blackstone 長袖善舞，

中國的主席是伏明霞的老公梁錦松，不過貌似暫時沒投出什麼項目來；Bain 

Capital 較悲慘，投了國美。。。 

 

國內投行大佬出來自己開的 PE 

 

這一類 PE 也很好融資，LP 們對這些在國內投行界叱吒風雲的人還是很感冒的，

包括： 

 厚樸 

 Primvera（春華） 

 鼎暉 

 PAG（太盟） 

 

厚朴的主要創始人是高盛原來叱吒風雲的主席方風雷，聽名字就夠霸氣。。。方

大俠早年幫助王岐山創建了中金，中金在朱鎔基時代成長為中國最大的投資銀行，

近兩年貌似很吃力，因為可以海外上市的大國企的 IPO 做完了，投行界的精細化

管理中金不擅長，導致投了中金的 TPG，KKR 欲哭無淚啊。。。扯遠了，回歸

正題；春華是高盛另一位叱吒風雲並且接手方風雷的主席，胡祖六辦的。胡大俠

更牛，雖然連普通話也講的不太好（湖南人）但硬是從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做到了

高盛中國研究部的老大然後晉升為投行部的主席，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要

知道，研究部是不太受傳統投行部待見的。。。），令人敬佩。胡大俠 10 年創

辦了春華，取“春華秋實”之意，只是貌似現在還沒到秋天；鼎暉算在這裡大家

一定覺得很奇怪，其實吳尚志吳總早年就在中金，他們是帶著一批在中金談好的

項目出來創立的鼎暉；PAG – Pacific Alliance Group，中文翻譯為太盟，一聽就覺

得很厲害，是原來 TPG 的合夥人單偉健出來單幹的，單偉健主導了 TPG 投資深

發展的交易，後來賣給平安，一單賺了 10 多億美元。單總從 02 年開始和深發展

談，談到 04 年談妥，曾經在非典高發期北京到深圳的飛機上只有他一個人！！

令人敬佩。 



 

大銀行或券商的直投部 

 中信資本 

 中銀國際直投部 

 建銀國際直投部 

 工銀國際直投部。。。 

 

這樣的有一堆，除了中信資本有實力，有技術外，其他的不提也罷。多是如果母

銀行在哪筆交易裡幫一家大 PE 提供了貸款，他們就跳進來分點額度，自己是不

敢獨自投資的（他們的投委會也不同意他們直接投資，一定要跟投） 

 

老牌企業自己的 PE 公司 

 弘毅 

 複星 

提到中國 PE，弘毅是不得不提，是難得的市場化運作、受國際 PE 敬重又有能力

利用關係翻雲覆雨的。代表作首推石家莊製藥，國有資產改制一把賺 10 多倍，

讓多少人眼紅。。複星更是厲害，整個公司現在就是個大 PE，擅長產業鏈整合，

也投很多戰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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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 順便說一下：我們公司目前急招：1）Web 端的產品經理；2）BD 經理；3）

Web 運營經理。 薪金、獎金、期權都很大方，希望大家有興趣的隨時私信我 ：） 

有利網是一家互聯網金融網站，以平臺模式整合線下金融機構。 

 

 

 



什麼是常青基金 (Evergreen Fund) ？ 

關於“常青基金總”結如下： 

- 基金沒有固定的存續期限； 

- 每過一段時間（通常是四年），有限合夥人（LP）可以尋求退出，具體做法是

評估專案公司的估值，作為向 LP 支付的依據，同時向普通合夥人（GP）發放分

紅（但大部分投資常青基金的 LP 看重的是此類基金對專案公司的長期關注，而

不是短期的 IRR 回報，因此往往不會在基金設立後的第四年一到就馬上要求套現。

如果很多 LP 要求套現的話基金就會遇到很大困難）； 

- 項目公司的估值是常青基金的主要挑戰，但可以事先 GP 與 LP 商定，估值通

過協力廠商出價、專案公司利潤、或由共同認可的協力廠商提供評估； 

- 由於沒有存續期限，GP 只需設一個基金而不是連續設立幾期基金，只收取單

一的管理費，對連續投資的 LP 有利；以及 

- 雖然有以上好處，但創投基金的主流預計還會是固定期限的基金，因為後者對

更多的 LP 投資方更靈活更能夠接受。 

- 國內很少有常青基金。成為資本是常青，是設立在境外的美元基金，不是人民

幣基金，投資方主要是美國為主的私立院校的基金會，他們比較接受基金投長線。

知名的矽谷最老牌基金，Sutter Hill Ventures 是常青，其他的 VC 還是幾乎都是固

定期限基金。 

 

私募基金中「mega fund」指什麼？ 

指代投資於 large cap 的有名氣的頂級大 PE.  

 

一般包括 

Blackstone, Carlyle, KKR, TPG, Bain Cap, Apollo, Warburg Pincus, CVC  

以上基本沒什麼爭議的.  

 

其他能被拿來當成競爭者的 也可算 megafund, 例如 Hellman & Friedman, Apax, 

Advent, SilveLake, Pemira, oaktree 等。有爭議主要是因為有些投中型公司，有些不

夠大，有些在行業/地域/投資風格上有局限，有些名氣沒有那麼大. 

 

但這個東西，更多是學生或者剛進職場的人講的比較多，因為大家都想去有名氣

的大公司. 但一個職位除了名氣大小外還有更多需要考慮的，例如文化，團隊，

個人發展，投資策略，IRR 回報等等. 很多時候有一個 PE Offer 很多 IBD 分析師

就會去了 沒那麼多選擇. 

 

如果看回報率的話 在歐洲 H&F 不論薪水還是 IRR 都甩很多上面的大名字很多，



但很多初級分析師不認為他們是 megafund 因為他們沒聽過. 

而 CVC 的 carry 和項目提成更是甩黑石幾倍 (毫不誇張)，代價就是更辛苦的工作

時間與更激進的企業文化.  

 

 

國內 PE 和 VC 的核心競爭力分別是什麼？ 

個人認為，用國外的模式可以回答你的問題，道理是一樣的： 

1. 資金量，也就是籌資管道： 

通常在組建一支私募基金的時候，合夥人需要動用各種社會資源需要資金，美國

有成熟的 Pension fund,insurer 和 sovereign 的體系，他們通常在另類資產(Alternative 

Assets)裡面會有每一年制定的投資比例，通常在 5%到 20%不等，很多大型的私

募都有專門的融資部門，招收大量從 pension 過來的高管。那麼如果黑石可以管

理一家大型社保基金的 20%的 PE 所有份額的話，就會在投資的時候有搶 deal 的

優勢，這也就是黑石為什麼當年收購了 parkhill（沒有記錯的話）作為專門的募

資平臺公司。同時，基金的規模越大，越是可以收取大量的基金管理費，可以保

證舒適的生活，請最好的 M&A banker，lawyer，tax advisor 和打通關系保證你的

deal 順利無阻。以 KKR 為例，在收購 NABISCO 的時候雇傭了 4 家投行做財務顧

問，包括 lazard 這種重量級的並購大鱷，為的是保證對手雇傭不到這樣強大的投

行對自己造成威脅，那麼財務顧問費可想而知。所以資金很重要。 

 

2. 圈子，deal 和職業服務團隊：  

Sequoia 之所以做的那麼好，與它起步早不誤關係，雖然不是最早的 VC，但是在

長期的投資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行業資源和職業服務團隊資源。一旦有好的初創

企業出現，業內的各類公關、仲介、明星都會推給 Sequoia，它一家在市場的最

前面撿好的 deal，剩下的七七八八的扔到腦後，小基金就哄搶。再舉例，猶太人

的一些固定的宗教聚餐，社交活動一定是私募大佬出席的必須活動，這種圈子裡

面充滿各種 deal 的機會，一般人難以進入；通常的辦法是代理人，有的公司會請

一些情報員或者代理人，在 deal 方和私募基金之間斡旋，或者由他出面拿一些

deal。（這一點往往是長期積累的，與 reputation 相關，請允許我沒有放到最後講） 

 

3. 創造價值的能力，財務投資人江河日下： 

這個是最重要的能力，也是我認為未來的純財務投資人會江河日下的原因。比起

現在的 APPLE、騰訊，其實黑石，KKR 已經不再是最有錢的主了。很多公司會

對抗財務投資人的收購要約，但是願意把公司賣給產業投資人或者戰略投資人，

得到更大的產品整合和業務協同，而不是單純的給華爾街的私募基金經理打幾年

工然後上市套現。 

能夠為公司創造價值的 PE 和 VC 永遠是最值得推崇的，關於私募投資行業我有



一位尊敬的老師說過，除了"buy low, sell high, create value"以外，沒有別的辦法。

那麼 create value 是對麼重要的環節。舉個例子，前幾年幾家私募同時準備投資一

家山東的無縫鋼管生產商，企業品質很好，但是內資的私募發現了其生產流程導

致工人矽肺病，所以沒有敢投；後來一家美資私募投資了這家企業，業內人問說

為什麼敢投資一家導致工人矽肺病的公司，美資私募說，我們從美國引進了最新

的生產技術和防塵處理，現在這家企業的工人基本不會再收到粉塵傷害了。 

 

這就是核心競爭力的區別，1）能否籌到錢，讓你用最好的工具淘金，2）有眼光、

資源、和能力去沙堆裡找到金子，3）金子有雜質你可以處理乾淨，提高價值。 

 

對比國內的 PE 和 VC，上述三大要素：資金的來源（外資、央企、高淨值客戶），

圈子（標的通常存在於銀行信貸圈，產業圈，創業圈等等），價值創造（目前比

較缺少），還在發展階段。 

 

「募投管退」之募資篇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融資方式有哪些？ 

1、政府  

 

從私募股權基金在各國的發展來看，因政府資金具有資金穩定性及可信度較高的

優點，使其已成為私募股權基金重要的資金來源之一。例如，美國小企業投資公

司即是典型政府出資推動中 小企業發展的例子。為了推動中小企業發展，美國

通過立法設立小企業管理局，由政府提供部分資金，並以募集方式吸引個人、養

老金和其他機構投資者等民間資本，設立中小企業投資公司。另外，日本亦為了

促進該國風險投資行業的發展，亦由政府直接出資參與創業風險投資。 

 

一般而言，政府出資組建或參與私募股權基金，其主要目的不單僅是在獲利，更

系為了配合其產業政策、積極引導市場、促進就業及經濟發展之目的。尤其某些

新興產業或高科技產業處在種子期時，由於市場前景不明，不僅銀行融資困難，

甚至創業風險投資基金亦望而卻步，此時政府資金所扮演之角色能有助於導引市

場資金流向此等行業。  

 

從國際現況來看，英國、日本、新加坡及以色列等國政府都系直接參與私募股權

基金，並對基金的投資行為進行一定程度的干預。此外，政府部門亦可運用其准

財政資金或儲備資金投資私募股權基金。例如，成立於 2007 年 9 月 29 日的中國



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是專門從事外匯資金投資管理業務的國有獨資公司。中國財

政部通過發行特別國債的方式，募集 1 兆 5500 億元人民幣，購買了相當於 2000

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作為中投公司的註冊資本。 

 

2、機構投資者  

 

機構投資者亦為私募股權基金的重要資金來源。所謂機構投資者系指使用自有資

金或者從分散的大眾募集資金專門進行投資活動的機構組織。一般而言，以投資

公司、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各種社會福利基金及銀行等金融機構為比較常見的

機構投資者。自 1978 年至 2003 年間，在美國創業風險投資資本的各項來源中，

社會養老金所占的比例從 15%逐漸上升，並曾在 1998 年達到 60%，隨後基本落

在 40%~45%間。而在英國，養老基金亦成為創業風險投資資金的重要來源，約

占投資總額的 44%。  

 

3、大型企業  

 

出於戰略考量而希望將盈餘資金投資於相關企業的大型企業往往亦為私募股權

基金的重要資金來源，例如通用汽車、英特爾等。出於戰略考量，許多大型企業

會以合資或聯營等方式將盈餘資金投資於與自身戰略利益相關的企業。而隨著隨

著大型企業對創業投資參與程度的加深，此類投資以不再局限於相關行業，亦有

為了實現資本增值和利潤增長而轉向其他行業。 

 

4、個人  

 

擁有大量資金的個人亦有將資金投入私募股權基金而獲取投資收益之需求，此類

資金來源通常穩定性較差、數量亦相對較少，且亦容易受投資者經濟狀況影響。

而個人參與私募股權基金之途徑，主要來自于購買創業投資信託計畫，近來隨著

個人財務實力及風險承擔能力的增長，亦有個人投資者以有限合夥人身分參與有

限合夥型私募股權基金。  

 

有關私募股權基金的基金募集方式，通常採用承諾出資的方式，亦即於基金設立

之初並不要求投資人一次性繳足所有認購額度，而僅需為注資承諾、並在基金投

資期依據基金管理公司發出的出資通知書分次投入即可。此主要在避免過多閒置

資金，如果資金過多只能放在銀行賺取利息，此舉將稀釋基金管理公司的業績、

影響基金的投資報酬率，甚至影響其聲譽及下一次的基金募集。  

 



國內私募基金有哪些募資管道？LP（有限合夥人）主要是什

麼類型的人 / 機構？ 

簡單說幾句，主要管道及站在 GP 角度的優劣勢： 

1. 有一定閒散資金並有投資意向的直接客戶： 

優點：管道傭金低，在整個交易對象中起征金額高(大的基金公司通常 500 萬起)； 

缺點：客戶開發成本高，信任建立難度高。 

 

2. 銀行財富中心： 

近期受華夏銀行事件影響，監管部門明確禁止了這個管道。 

優點：從金融產品銷售角度容易出量； 

缺點：管道傭金高。 

 

3. 信託： 

優點：公信力高，容易出量； 

缺點：管道傭金高。 

 

 

在風投基金管理中，LP 與 GP 的關係如何？曾在某些基金

中的 LP 「妻管嚴」現象是否已逐漸消失？ 

對美元基金而言，LP 分幾種：FOF、養老/捐贈基金、政府基金、企業投資部、

高淨值個人/家族辦公室。不同的 LP 風格其實差距很大的。 

 

FOF：美元 FOF 本身也承擔了很大的融資壓力，他們的每支基金的業績也決定了

他們向別的養老基金、捐贈基金等的融資難度，所以對業績相對更為看重，但日

常投資標的什麼的不是很 care。愛答不理，一年基本也就見一次，偶爾開 LP 或

者 AC Meeting，即 Advisory Committee 會議時才會發表意見。不屬於妻管嚴類型。

典型的如 Harbourvest、Aridian 等。 

 

養老/捐贈基金：類似 FOF，但壓力更小，關係好的話其實更不太管。這其實是

國內大部分美元 PE 最喜歡也是最主要的金主。著名的如 Yale Endowment 等。 

 

政府基金：在部分關注的領域有自己的規劃，會根據需求投資 PE 或 VC 獲得更

多的專案來源，不僅僅是財務目的。管得不嚴，但對專案問得更多些。如中投、

IFC、ADB 等。 



 

企業投資部：追求專案來源的投資人，經常需要 PE 或 VC 提供近期的新專案，

但投資額一般還比較少。屬於出資少但要求多的投資人。常見 500 強投資部。 

 

高淨值個人/FO：看人。有的沒空搭理底下的投資，因為投資項目太多了，不會

每個基金放太多，如果業績太差當然不行，但一般不會過問項目。家族辦公室相

對管得多一些，當然也是因為比較閑。。類似 FOF。 

 

美元基金的 LP 主要在募資和退出時要求很多，平時比較松，存續期又長，特別

適合拿管理費且享受安逸生活的美元基金。人民幣基金 LP 來源混雜，有很多是

政府和管道方，追著業績問，出現問題就要撤資。特別個人 LP，如果發現基金

不給錢就會威脅管理人（聽說過要剁手的），屬於妻管嚴類型。大型基金一般不

會碰個人 LP。 

 

越職業的 GP 和 LP 之間越相安無事。LP 就是純粹的 LP，所有投資決策，只能是

GP 參與，其他人不能影響。假如說 GP 希望能獲得某家 LP 的資源幫助的時候，

會主動詢問，但這不是由 LP 來發起。歷史上 LP 暴動，動用權利更換 GP，甚至

直接讓基金清算的案例，通通都是 GP 自己作死，關聯交易、挪用資金、瞞報資

訊等等。 

 

如果說完全沒有限制，也不是實情。不少基金都有著或多或少投資限額、投資比

例、投資部門、投資方式等方面的限制。但因為創業摩爾定律（每隔 18-24 個月

創業團隊數便會增加一倍，成功團隊的成長速度也將提升一倍），GP 需要越來

越具有冒險精神，而這對於純粹金融視角的 LP 來說會有些心理分歧，所以理論

上說 LP 找到最靠譜的 GP 之後，越放手越好。今年來的新基金，尤其是部分

Founder's Fund，LP 都有足夠多的行業背景知識，所以比較開明，但部分人民幣

基金還是偶爾會遇到詢問和質疑的情況。 

 

內容沒多少，剩下的內容為科普。 

 

行為經濟學上有個概念叫確定效應，假設有兩種選擇，A 是 50%機會贏 300 萬元，

50%輸 100 萬元；B 是 90%輸 200 萬元，10%贏 5000 萬元。雖然 A 的期望值比 B

低，但實證上顯示，但人往往會選擇 A。這個看似經濟學上非理性的選擇，其實

就是大家熟知的損失厭惡導致。但對於風投而言，如果大家都不願意選 B，久而

久之 B 選擇逐漸流失，最後會形成整個市場的通縮。 

 

因為投資者會做很多次選擇，所以短期之內選 A 或選 B 的優劣不明顯，但長期

來看，若是把贏來的錢不斷重新投入，選 B 的人會比選 A 的賺得多。風險投資



就是一個風險與報酬的概率分佈屬於 B 類的商業活動。多數 LP 角色，在組織架

構與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下，心理與生理上已經很難選 B 不選 A，即使讓時光倒

流二十年，在當時背景下看起來像 B 的公司，用今日的眼光看來也許只是 A。 

 

許多互聯網公司的估值很高，是因為投資思維已經從立刻可賺錢的“資產”策略

轉移到未來盈利的“負債”策略。現金流永遠重要，但現金流來源不僅僅是來自

團隊，而應把風投的資金（包括未來預期）與創業團隊視為一個整體，以判斷力

與執行力縮短創業企業自由現金流由虧轉盈的速度，持續加強生態系的競爭力與

存續力。作為風投，不需要每項投資都賺錢，我們只需要讓賺賠的機率從一賠九

逐漸改善至八二甚至七三。因此，在初始投資時就要用打造具競爭力的系統觀點，

以前瞻眼光小額長期投資具有創新力與執行力的年輕團隊，可能一開始不賺錢，

甚至一直賠錢，但只要這項投資有發揮其在體系中的關鍵作用，那就該繼續投資，

長期經營。這些是近幾年戰略投資者已經具備的思路，給風投帶來了很大壓力。 

 

項目在投資機構中過會的過程和陪審團形成結論的過程有一些類似之處，都容易

受人主觀偏見影響。在《十二怒漢》這部電影當中，刑事訴訟程式假設被告無罪，

目的不在要求控方證明被告是否真的無罪，而是評估控方證據的說服力是否強到

足以讓陪審團推翻被告無罪的假設。用統計學術語，無罪是零假設，有罪是備擇

假設，假設檢定就是審判過程，“排除理性懷疑”的標準，其實是一個犯錯的機

率。被告無辜卻被誤判成有罪，叫做“一類謬誤”，被告其實有罪，卻被誤判無

罪，叫做“二類謬誤”。從刑法觀點來看，無辜的人被判有罪比有罪的人判無罪

更令人無法接受，由此可見，普通法制度下的刑事訴訟程式，是在試圖最小化一

類謬誤，而非最小化二類謬誤。而在真實世界的統計測試中，選定假設往往比檢

驗本身更重要。 檢驗是科學，假設是藝術。 

 

對不少風投而言，往往是假設創業者失敗、做不起來或做不大（零假設），然後

通過盡職調查來找尋推翻這個假設的證據。如果投資人有足夠證據來推翻這個假

設，或是相信團隊能夠存活到下一輪融資，就有可能做出投資的行為。那麼，明

明有可能做得成卻被誤判為做不成，就是風投的二類謬誤。如何降低這個謬誤，

就是鑒別投資人水準的重要指標。 

 

那麼問題來了。前面已經提到一類謬誤與二類謬誤會此消彼長，如果我們設計一

套投資決策流程來降低二類謬誤，就可能會增加一類謬誤發生的機率，亦即錯誤

投資了其實做不成的項目。在一個資本氾濫的環境下，這種一類謬誤固然可以製

造出創業公司投資前景一片大好的氛圍，卻也可能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怪像：

真正的好團隊拿不到錢，跑龍套團隊卻輕鬆拿到投資人的錢做一些外強中乾的事。 

 

從貝葉斯統計的觀點來看，真實世界的狀態是由不同可信度的可能狀態疊加而成，



資料解讀可以改變我們對真實世界走勢的預測，但我們仍然無法判斷某一種未來

的狀態是否一定會實現。一類謬誤就是既有資料不足以支援改變我們先驗的世界

觀，但我們卻改了；二類謬誤就是明明資料顯示我們的世界觀早該被揚棄了，卻

還在抱殘守缺。一個華爾街的老笑話：發現了該買的股票卻未買，是當為不為（sin 

of omission），明知不該買卻心存僥倖買了，是明知故犯（sin of comission）。金

融角度而言，所有投資決定，甚至生命中每分每秒的決定，本質上都是一個賭注，

都是取與舍的權衡。金融市場的發達，讓我們給每個選擇定價，通過價格我們得

以為各種選擇排序，如飲食、購物、上學、工作、結婚、生子、買房、炒股甚至

創業等。市場的參與者做出的選擇，都是在這個邊界中追求最高的“幸福”。在

資本主義裡，幸福通常可以用資本量化，當然，資本並不一定指的是金錢，也包

含聰明才智、天賦體能、家庭出身甚至運氣。 

 

制度的有效與否，不在於規則是否完備，而在於參與市場的人是否信任制度，尊

重制度，以及制度能否容許參與者挑戰制度的局限，進而改善制度。制度容錯的

能力是很重要的評量標準。每個人的資本不同，對資訊的利用效率也不同，因此

在各種競爭之中，有輸有贏。一個好的制度，不僅能讓每個人儘量提高資本的增

長與報酬，更可讓一時輸贏不會產生永久的影響。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能創造出

豐富的科技、經濟與文化成果，就是在於對待失敗的態度上，比其他制度更加自

由開放，這也正是在正常的經營模式下 LP 不應該越俎代庖干涉 GP 的原因。 

 

 

 

 

 

 

 

 

 



馬雲是如何通過有限合夥的模式，實現只擁有<8.8%的螞蟻

的股權卻擁有超過一半的控制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