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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 梁華

梁華先生 (Mr. Allan Leung) 在1987年畢業於香港大學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主修數學，並持有理科學士學位 (B.Sc.) ，梁華先生是專業會計師。

梁華現為梁華會計師事務所東主及香港萬隆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董事總
經理。

梁華會計師亦現為香港上市公司 - 環球能源資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編
號: 8192)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華先生曾為兩家國際四大會計師行(德勤和安永)的香港及上海分所工作約
九年 (離職前到經理職級)，曾為多家企業在世界各地處理上市工作及負責
多間上市公司年審公作 (包括香港、中國、澳洲、美國、加拿大及英國等
地)，熟悉各地證監要求，具與證監機構交涉的經驗豐富。 他亦具備豐富上
市融資、收購合併和企業重整經驗。

梁華先生亦曾在多間上市公司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執行董事、首席財務
執行官、財務總監、會計部主管、公司秘書和主席助理等要職。



梁華先生具有以下專業資格及學歷:

l香港執業會計師 (Hong Kon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Practising))
l香港會計師公會執業會員 (Practising Member of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 (Member of ICAEW)
l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 (Fellow Member of ACCA)
l香港稅務學會會員 (Member of Taxation of Institute of Hong Kong)
l香港註冊稅務師 (Certified Tax Advisor (Hong Kong))
l香港華人會計公會會員 (Member of The Society of Chinese Accountants & 
Auditors)
l美國反舞弊審查師協會會員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
l注冊舞弊審核師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
l香港經濟師學會有限公司註冊高級專業經濟師 (Fellow Certified Professional 
Economist (FCPE) of Hong Kong Society of Economists Limited)
l香港大學理學士 (B.Sc.)



梁華先生亦熱心參與商會、非牟利團體及組職的服務工作，以下是梁先生現
在參與的商會、非牟利團體及組職:

香港特區
l香港眾籌協會 - 創會會長
l國際傑人會香港特區總會 - 創會總會長
l屯元區工商業聯合會 - 創會會長
l美國註冊法務會計師學會香港分會 - 創會會長
l肇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 主席
l美國反舞弊審查師協會深圳分會 (ACFE Shenzhen Chapter) - 會長
l中小企國際聯盟 - 原會長兼會董
l香港公民協會 - 副主席兼沙田分區委員會分區主任
l油尖旺工商聯會 - 副主席兼財務長
l全港各區工商聯 - 會董
l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 - 會董

中國
l廣州市工商業聯合會 - 第十四屆執行委員會執委
l深圳市南山區歸國華僑聯合會 - 第五屆委員會委員

國際
l國際青年商會 - 参議員



什麼是眾籌 ?

• 眾籌的起源，翻譯自英文 “Crowdfunding” 一詞，即大眾
籌資，是一種 “預消費” 模式，用 “團購+預購” 的形
式，向公眾募集專案資金。眾籌利用互聯網和S oci al 
Network Services (“SNS”) 傳播的特性，讓小企業家、藝
術家或個人對公眾展示他們的創意，爭取大家的關注和支
援，進而獲得所需要的資金援助。

• 相對于傳統的融資方式，眾籌更為開放，能否獲得資金也
不再是以項目的商業價值作為唯一標準。只要是公眾喜歡
的專案，都可以通過眾籌方式獲得專案啟動的第一筆資金
，且一般首次籌資的規模都不會很大，為更多小本經營或
創作的人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眾籌分類 : 
捐贈、回報、知識產權、債權、股權

捐贈眾籌

投資者捐贈與它人，領資者是受贈人。投資者向領
資者提供資金不求任何回報，領資者無需向投資者
提供任何回報，是為捐贈式眾籌具有無償性。在上
發佈的慈善項目，領資者向投資者發出的要約，投
資者以某種方式承諾，雙方達成一致，領資者接受
贈與。投資者作出承諾的雙方行為，投資者和領資
者依照贈與合同的規則取得相應的權利義務。



眾籌分類 :
捐贈、回報、知識產權、債權、股權

回報眾籌

可分為產品、預售、物權、經營權、會員眾籌等。
項目發起方有好的想法，但沒有資金將它落實成產
品，在眾籌平臺上發起眾籌，得到資金支持後用於
產品設計生產，成品後再將它交給支持者。預售眾
籌當產品成型後，通過眾籌平臺預售，收到資金後
依據訂單再批量生產。



眾籌分類 :
捐贈、回報、知識產權、債權、股權

知識產權 (物權、經營權、會員等等眾籌)

物權、經營權、會員等等眾籌屬權為為基礎，附以
眾籌得到資金推使項目得到進行。



眾籌分類 :
捐贈、回報、知識產權、債權、股權

債權眾籌

•投資者和籌資者雙方按照壹定利率和必須歸還本金
等條款出借貨幣資金的信用活動。

•從商業角度，即是借款合同裡，投資者是貸款人，
籌資者是借款人，投融資雙方達成約定借款種類、
幣值、用途、數額、利率、期限、還款方式、違約
責任的相關內容。



眾籌分類 :
捐贈、回報、知識產權、債權、股權

股權眾籌

•募資人通過平臺集合多個個人投資者多方度額投資,
支持其創業、經營或其他事業的融資模式。公司出
讓比例性的股份，售出給普通投資者，投資者通過
出資入股公司，獲得收益。可於互聯網線上線下而
進行的融資。

•明確以公司的股權作為回報的民間融資。回報是資
本，這是追逐利潤的投資，也受到政策的限制。



眾籌的優點

• 首先，創業門檻較低。現在許多的眾籌網站主打的
一個賣點都是“實現你的夢想”。這句話的潛臺詞
是“之前創業門檻高，眾籌幫你降低這個障礙”。
從實際的案例來看，眾籌平臺確實幫助許多草根創
業者融到資金，並推出了既定的產品。這個過程如
果走傳統的融資路線會比較艱難，因為Venture 
Capital (“VC”) 可能不看好你的這個Idea，況且你
沒有產品做出來也很難得到VC的認可。



眾籌的優點

• 其次，眾籌獲得的除了資金，還有一份市場調查
報告。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錢是直接來自消費
者的，消費者對你這個產品的認可與評價就是一
份市場調查，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你的產品將
來大範圍投放市場後的結果。眾籌模式的一個隱
性的價值在於：先讓消費者掏腰包，再去製造產
品。如果項目融資成功，並且實際的研發與生產
過程一切順利，那麼這相當於在很大程度上降低
了創業成本與風險。



眾籌的優點

• 最後，眾籌是一個不錯的廣告平臺。這體現在兩點。

– 第一，你的專案融資成功了，這相當於是對大眾的一
次廣告。有些人看到你的項目但沒有貢獻資金，可能
是因為他無法判斷你這個產品是否一定能融得足夠的
資金量產出來。但看到別人一擁而上幫你把錢湊齊後
，他們就會成為你未來的客戶。

– 第二，無論是否融資成功，你的項目都獲得了展示。
給誰看，給潛在的投資人看。



眾籌的缺點

• 首先，造成了生產壓力。根據眾籌平臺的普遍規
則，如果你的專案籌資成功，那麼就必須要在規
定時間內完成產品的開發與製造，實現對支持者
的承諾。所以眾籌在讓你籌到錢的同時也給你帶
來了訂單壓力。因為這些錢是來自消費者一端，
相當於是直接訂購。這種壓力尤其彰顯在實體產
品專案上。



眾籌的缺點

• 其次，與傳統VC相比，眾籌缺乏創業指導。傳統
的VC都是 “過來人”，或是自身有創業經驗，或
是有寬廣的行業人脈和觀察積累。總之，你在眾籌
平臺上的支持者們是不可能提供給你統一、有建設
性的建議的。一個好的VC能幫你少走很多彎路，
尤其是在產品的推廣階段。你可能善於研發，但不
一定會賣。



眾籌的缺點

• 最後，眾籌平臺上的投資人不夠專一。眾籌平臺能
幫你快速籌到用於產品研發和生產的資金，但不能
保證你今後的資金鏈保持完整。傳統的VC在給提
供早期投資後，如果項目發展順利，你還有機會獲
得後續的A、B、C輪融資。而在眾籌平臺上，你的
那些支持者很可能早已把注意力轉向了其他新奇的
發明上。



中國的眾籌模式 : 3W咖啡眾籌模式

• 3W咖啡采用的就是众筹模式，向社会公众进行资金募集，每个人
10股，每股6000元，相当于一个人6万。因为3W股东招募时，恰逢
微博的爆发式增长期，很多知名人士热衷于玩微博，而3W又主要
是通过微博招募原始股东，很多人并不特别在意6万元钱，花点小
钱成为一个咖啡馆的股东，可以结交更多人脉，进行业务交流，未
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很快，3W咖啡汇集了一大帮知名投资人、
创业者、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其中包括沈南鹏、徐小平、曾李青等
数百位知名人士，股东阵容堪称华丽，3W以咖啡为载体，不断扩
大社交圈、塑造孵化器和传递创业智慧的运营模式逐渐形成。



中國的眾籌模式 : 3W咖啡眾籌模式

• 2012年央视更是对之进行了报道，此举引爆了3W咖啡的行业影响
力，也助推3W走上了连锁运营模式。短短几年，3W创始人许单单
塑造出了一个知名的跨界品牌，开创了咖啡馆的创新，完美演绎了
众筹模式。既然众筹模式有多种顾虑和一定的法律风险，为什么
3W咖啡能够成功。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3W的成功也道出了
中国特色众筹模式的关键。在体制缺失的情况下，优先建立游戏规
则。在信任不成熟的条件中，基于人脉圈和人际圈进行扩散。



中國的眾籌模式 : 3W咖啡眾籌模式

• 3W的游戏规则很简单，首先是股东的条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
3W的股东，换言之，不是你有6万就可以参与投资的，股东必须符合
一定的条件。所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既然强调顶级的圈子，那
一定是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股东要是有头有脸的人，能够相
互吸引，大家都能够并且愿意遵照游戏规则。基于选择标准，6万对于
这些人来说，可真是芝麻大点的小钱，可以忽略不计，既然可以忽略
不计，也就不会有什么退股纠纷之类的风险。



中國的眾籌模式 : 3W咖啡眾籌模式

• 其次是基于熟人或名人交际圈。3W的股东具有相互吸引力，沈南鹏、
徐小平、曾李青来了，可以很多互联网创业者就希望加入。互联网创
业者来了，更多投资人也期望进入这个圈子。所以，3W的众筹参与者
基本上是围绕着强链接、熟人或名人交际圈进行扩散的。这就无形中
建立一种信任场。这个恰恰是其他普通的众筹模式最为缺乏的。缺乏
信任场，单凭兴趣场，最后一定的筹钱时不给力，给钱后不放心，最
后你做的也不会安心。



中國的眾籌模式 : 3W咖啡眾籌模式

• 最后是股东的价值。3W在创立之初就承诺给股东的价值回报，但这
里面淡化了金钱回报。众所周知，开咖啡馆，赚钱也是微利。想要靠
6万股本分红，几乎是希望渺茫。3W聪明在于提供了一个基于圈子的
价值。换言之，3W为众筹的对象提供金钱不能够提供的人脉价值、
投资机会、交流价值、社交价值、聚会场所等，这些是这些众筹参与
者看重的。



中國眾籌模式成功的要素

• 通過3W眾籌模式成功要素我們可以探究這種模式要在中國紮根並順
利成長需要解決以下幾個基本問題—

• 形成眾籌的參與者標準。

• 如果沒有門檻、沒有要求的眾籌，最後很可能因吸納了不符合群體主
流價值認同的烏合之眾，並把生意或活動攪得烏煙瘴氣。眾籌模式並
不是參與者越多越好，而是合適的參與者越多越好。也許正是因為有
了標準，才會形成過濾效應，產生稀缺價值，才會有更多志趣相投的
人加入進來。

• 融入強連結或強化弱連結。



中國眾籌模式成功的要素

• 因為很多眾籌都是基於互聯網進行開展的，而互聯網目前欠缺信任基
礎。為了解決信任難題，保障眾籌的推進，應該引入強連結，通過引
入信任關係來提升眾籌參與群體的信任基礎。就如同海底撈很多員工
都認同企業文化，不會犯一些基本的低級錯誤一樣，儘管他們大多數
人都來是欠發達的農村地區，也缺乏相應的教育，但是他們很多是老
鄉、家庭成員或親屬關係，這無形中就導入了宗法關係，讓你置身于
一個道德環境，很少有人會做逾矩之事。當然，導入強連結需要召集
人有一定的人脈影響力，或者本身項目具備人脈引爆力。如果不具備
這樣的條件，就要建立相應的機制，強化了弱連結。即建立信任體制
。此時，你的承諾是什麼，讓參與者看得見摸得著的法則是什麼，有
沒有信任背書，這些都有助於強化欠缺信任基礎的弱連結。

• 建立價值保障體系。



中國眾籌模式成功的要素

• 眾籌模式在於發動公眾的力量，涓涓細流彙聚成海，眾人拾柴火焰高。
但要吸引眾人的參與並樂意把錢委託給招募者。一定要發起人建立價值
保障體系。這種價值保障並不一定是金錢。也可以獨特的價值服務、尊
享的榮譽、特別的體驗機會等非物質增值激勵。這些價值承諾必須是白
紙黑字寫下來，並要持續堅守承諾。如果有信任基礎或機制，你的承諾
建立在你以往信譽的基礎上，這種承諾本身就有號召力。如果缺乏相應
的信任基礎，你還要約法三章為你的價值承諾保駕護航。

• 通過依託標準，建立信任，提供保障，眾籌模式才算是搭建基本雛形。
否則，在當前中國這個土壤，沒有遊戲規則玩眾籌，那基本上是過眼雲
煙，玩一把瀟灑而已。



眾籌模式在中國的風險

• 成績是斐然的，不過與國外同行的差距還是非常明顯。由於國內的法
律、法規等不健全，眾籌模式在國內主要面臨三方面風險—

• 非法集資：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由於眾籌是面向公眾的一種集
資模式，按照國內的相關法律，非常容易被扣上非法集資的帽子；

•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由於國內對於智慧財產權相關的法律保護過於薄
弱，導致很多真正的好專案不太敢在眾籌平臺上募資，因為非常容易
被抄襲山寨；

• 信用環境差：由於國內整體信用環境較差，直接導致違約成本極低，
專案發起人的可審核材料並不會太多，導致廣大公眾的參與度不高。
以Kickstarter舉例，上線至今已經有超過100萬名投資參與者，而國內
全部的眾籌網站加起來的投資參與者，可能連1/10都未必有。



香港金發局的倡議

• 修訂《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38B條，豁免遵守適用於公開發
售股份的招股章程制度的要求

• 為眾籌活動定義，其後藉發牌來監管眾籌平台，或視之為一種新式的
受監管活動

• 訂立風險承擔限制，把投資者可投資的限額定為投資者按年收入的某
個百分比，或簡單地為投資者就每項投資訂立指定金額



建議國內作眾籌的公司架構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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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眾籌實戰課程

問答環節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