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使链：服务5000万中小企业股债融资

─区块链小额、高频、高流动性投融资对接交易平台

北京智汇谷东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金泽 18310307056



面向风投的合规小额股权融资与转让平台

发起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询价 股权融资出价风投了解公司 签署智能合约 办理工商登记



创业投资痛点与解决思路：透明性与流动性

投资决策考虑因素 创业公司-天使链（确保记录的不可篡改性） 上市公司-信披平台

信息披露：创始人 公开 公开

信息披露：核心团队 对GP投资人公开，对LP的定期报告及自助查看 对投资人公开

信息披露：战略 区块链平台：商业计划书及路演 信披平台：财报会议

信息披露（复盘画像基础）
公司状态/管理执行能力
-对投资人(GP)的披露
-GP对LP的定期报告与披露
-GP对基金业协会的报告

区块链-时间线展现管理执行力-成长画像
运营绩效-用户营收增长、利润及获客成本
技术能力评价-IPD、Project、GitHub代码……

复盘成长关键点、总结与建模-案例集
后续投资成功概率、成长性和估值的参照系

信披平台
财报及财报会议
投资者电话会
投资者交流会
IR/PR

流动性：小额月频标准化
区块链（符合法律规定前提下的股权交易平台）

小额股权竞价交易-1%，1‰-相对高流动性

标准化合约-股权交易智能要约与合约设计

证券市场
高流动性
标准化合约-资合



创投与大企业内部孵化异同、创投项目实证
• 创业投资激励是股权增值，大公司内部孵化激励机制是奖金

－内部孵化根据进度表现分配预算，创业投资同样可以根据团队表现分配投资

• 创业投资与内部孵化的相同点

－财务管理是相同的：了解运营状态，减少随意开支、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

－项目管理是相同的：确保质量、进度控制、按时交付-日报周报月报

Project、IPD、持续集成、持续部署…

• 创业投资：规划/里程碑透明、进度/投入透明、财务/资产透明-开发/运营/推广



从零记录：50万建立25人区块链团队
虚拟项目示例 团队人数及专业要求 迭代周期 种子A轮融资额

区块链精益融资平台 3-5人，软件/金工/数学 三个月 10万/估值100万

区块链精益投资平台 3-5人，软件/金工/数学 三个月 10万/估值100万

区块链自媒体广告记费平台 3-5人，软件/金工/数学 三个月 10万/估值100万

区块链传媒及众包翻译平台 3-5人，软件/金工/数学 三个月 10万/估值100万

区块链跨国众包协作结算平台 3-5人，软件/金工/数学 三个月 10万/估值100万

精益融资平台 团队人数 融资额与估值 迭代周期 里程碑与成果物

天使A轮 3-5人 10万/100万 三个月 基于超级帐本的产品原型

天使B轮 5-10人 50万/500万 三个月 10股东测试版，软著及专利

天使C轮 5-10人 200万/2000万 三个月 有限公司测试版

天使D轮 5-10人 1000万/1亿 三个月 股份公司测试版

A轮 10-20人 2000万/2亿 六个月 外部测试版



项目方向与团队的快速迭代与筛选

天使项目1 天使项目2 天使项目3 天使项目4 天使项目5 天使项目6

天使项目1 天使项目2 天使项目3 天使项目4 天使项目5 天使项目6-中止

天使项目1 天使项目2 团队解散天使项目3 天使项目4 天使项目5

天使项目1 天使项目2 天使项目3 天使项目4 天使项目5-中止

团队合并

资产转移

资产转移

天使项目2 天使项目3 天使项目4中止

公司并购

资产转移

项目1外部天使 项目2内部天使 项目3内部天使

天使A轮-n*10万
3个月-原型

天使B轮-n*50万
3个月-1.0版本

天使C轮-n*200万
3个月-试用-2.0版本

天使D轮-n*1000万
3个月-推广-3.0版本

进入A轮 项目1

A轮迭代



区块链：记录项目成败过程，提供复盘案例
• 投资方价值：了解机制、信任机制、监控机制、止损机制、退出机制

• 融资方价值：面向1万家机构展示（投资机构和跟投员工），小额按需融资

精益创业投融资流程 立体化传播；区块链记录-路演、融资、进度与成果 平台的价值

1. 项目展示与了解 标准化模板与FAQ、在线路演、在线交流 海量项目、海量投资方

2. 天使A轮小额融资 融资10万占股10%；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股权记录
1000万投100个创业团队
迅速筛选出靠谱团队

3. 团队能力展示
标准化团队及项目状态时间线展示-project
基于平台的项目里程碑交付；
基于智能合约的预算支出的监控、审核、拨付

向机构展示团队能力

运营监控机制以软件工程方法确定里程碑，逐月投资，逐笔监控 团队执行力评估

投资止损机制季度评估，及时止损 团队不及预期及时止损

4. 天使BCD轮小额融资融资50\200\1000万，占股10%，估值500\2000\1亿 根据表现筛选团队

投资退出机制拿到内部或外部天使投资 每月/每季同步工商变更



投前信披：分层受控信披与区块链记录
• 区块链记录所有历史信息-投融资双方关键行为会永远记录在平台上

－创业公司可以用同样的条款面向全市场发出要约，引入公开竞价机制

• 小额、高频、高流动性股权融资与交易：智能合约（价格，条款）

全市场公开信息披露：公司运营治理-当下及历史信息

财务投资股东信息披露：公司运营治理历史-有限50人/股份200人

战略投资股东信息披露：公司运营治理历史-股东表决电子签名

融资交易：标准化小额（1%,1‰,1%%）投融资智能要约及交易



投后信披：企业对GP、GP对LP的定期报告

• 被投资公司财务信息及运营状况汇总：三张表

－资产负债表：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软件、专利）、用户资产等

－现金流量表：成本开支明细；评估财务管理运营能力-计划性与预见性

－利润表：管理/研发/营销费用及产出匹配度：用户增长、产品研发进度等

LP LP LPLP LPLP

被投企业1 被投企业2 被投企业3 被投企业4 被投企业5 被投企业n

天使机构

• GP管理报表

－投资退出及IRR情况

-己投天使公司估值

－新增天使投资情况



投后管理：外部资源对接与合规股权交易

外部资源对接平台

融资竞价交易平台

运营能力展现平台

备案
创投n

客户
资源

企业5企业3 企业4企业1

并购
资源

投资
经理

行业
专家

运营
专家

备案
创投1

人才
引荐

未来参与主体
-合格投资者

未来服务对象
中小企业5000万家

企业2 企业6

参与主体
-创业投资机构2454家

服务对象
-初创企业

内部
跟投

内部
跟投



股东内部、创投机构间投后合规交易平台

精益模式－1% 传统模式-10%

股份占比 1%，1‰，1%% 5-10%
同样资金可投标的数量 10-100倍 1
风险 1/10 1
融资条款 标准化 个性化

公司估值增长期望 每年50% 每年500%
IRR期望 20-40% 20-40%
标的数量 5000万家中小微企业 十万到三十万



从股权到债权：小额高频大数据长周期
• 精益股权融资平台：中小企业面向股东及创投机构的定向增发

• 小额企业债权融资平台：在确信有还款能力前提下，AI+区块链风控评估还款意原

• 借款人大数据建模画像：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员工、ERP、上下游、媒体等等

精益投资-区块链孵化平台 精益融资-区块链小微定增平台 精益投融资：区块链信用风控平台



核心团队与融资：融资100万，出让10%
• 执行董事： 徐松泉 －中国科技大学经济学士、东北大学计算机硕士；

全球6市场12年投资经验-A、港、美、澳、加、英

20年加密、网络安全产品开发、管理及咨询经验

• 总经理：金 泽 －云南大学 大气科学学士

• 融资需求： 估值1000万，融资100万，占股10%

2018Q2

区块链融资平台

2018Q3

区块链投资管理平台

2018Q4

区块链股权交易平台



北京智汇谷东科技有限公司

金泽 183103070565

区块链+小额+高频=股债高流动性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