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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曼VIE架构：股权通证映射交易



股权合约（发Token)：发行ERC 20标准的通证，
确定通证名称YSS，确定发行总量1000

融资合约（众筹)：由合约接受投资者资金，确定分配机制
可采用水龙头模式，根据项目进度释放资金
到期未达到预期目标，则自动转换为更多股权份额

出让10%股权，即从1000Token中存100到融资合约，

100YSS = 30万， 1ETH=3000RMB
所以设置汇率为1YSS = 1ETH

投资者转入多少ETH则返回同等数量YSS到其账户，
签署电子合同保证YSS所有者的权益
投资者拥有的YSS可在一定原则下互相交易

融资案例：A团队估值300万，融资30万，出让10%股权

VIE：开曼公司股权，境外加密货币交易

• VIE：开曼公司通过法律文件控股境内公司，境外信披及交易

• 反向VIE：国内公司控股开曼公司，公司境外运营、融资及交易



公司股权链上交易：稳定币或当地法币计价



用户在平台发起交易，直接调用智
能合约并打开钱包，由用户通过钱
包确认交易。目前以太坊已有网页、
客户端、浏览器插件、移动端等多
种钱包，可随时确认交易。

用户可对合约发起交易认购股权，
用户间直接数字货币交易完成股权
转让，省去中间环节。

自主交易，随时确认—多种形式钱包



想法公开后：一天三家公司有意向链上融资

一家目前线下融资很抢手的公司，希望做线上线下效果对比；
一家电机行业公司；一家由三位北大法律硕士组成的创业公司



7月第一周计划：意向公司信息链上展示



功能设计与进度规划



境内合规架构：KYC股权投资交易



股权流动性的痛点与解决方案

• 运营模式：GP领投/LP链上跟投；GP尽调/LP链上直投

－GP公开尽调文件作为估值依据，公司定期披露运营数据

－LP及合格投资者链上跟投，连续交易提升股权流动性

• 前提条件：信息透明－信披对风投、LP及所有交易者同等透明

－尽调文件、新三板、新四板标准信披、财务会计/管理会计

• 合规性：股权转让电子合同与纸质公章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公证处、司法鉴定中心等机构，根据签署证据链裁决



项目简介：基于智能合约的投资及交易平台
• 在合规的前提下，面向16000家股权私募、19万人员及158万高净值

个人，提供非上市/非挂牌创业公司股权债权交易的区块链平台

• 股权流动性：在股东数50/200人约束下，通过风投领投、高净值个人

链上跟投交易方式，实现公司股权的合规、日频交易，提升股权流动性

• 基于智能合约的经营与治理架构：设计股债权、受益权等智能合约，

采用电子签名保证其法律效力，帮助公司和投资方实现多样化的股债权

（可转债）、表决权（AB股）、受益权等治理架构的个性化安排及约束



日频交易的基础：信用与能力的透明展示

• 投资的基础：信用和能力，缺一不可

－信用的基础是透明：资产、财务数据、运营指标等等

－能力评估的基础是透明：管理效率、运营能力、增长潜力

• 上市公司：公告、季报、半年报和年报是信用和能力的透明展示

• 创业公司：风投尽调文件作为信用和能力的透明展示和估值基础

在50/200人的限制下，每次1％/1‰股权竞价交易



普通公司也可以达到三板创新层的流动性
• 新三板创新层全部939家公司市值平均值是8.25亿，中位数是3.84亿。
股东户数平均值163户，中位数78户。

• 新三板创新层2亿以下市值公司一共222家，总市值平均1.31亿，中位
数1.34亿。股东户数平均106户，中位数67户。

• 区块链股债权交易平台，完全可以达到新三板创新层的流动性

－16000家股权私募、19万从业人员及158万高净值个人

－公司法框架下的股债权智能合约设计：

存单质押债权、股权质押债权、可赎回可转股债权

无表决权/有限表决权股权、表决权与持有时间相关的股权等等



愿景：让初创企业象上市公司一样融资发债

Demo APP，面向中国7000万中小企业港股交与新四板



融资需求：融资100万，出让10%
总经理： 徐松泉

－中科大经济学士/东北大学计算机硕士

－全球6市场12年投资经验，包括OTC

－20年加密安全开发产品管理经验

东软全线安全产品的策划、立项、产

品管理与营销支持，年销售亿元以上

SRQ06电子证书系统-商密立项及研发

SJY25加密邮件系统-商密立项及研发

SJW20网络密码机-商密立项研发及鉴定

运营总监

－曼彻斯特大学金融数学硕士

－多年保险精算经验

产品总监

－云南大学大气科学学士

－6年大数据经验

技术总监

－中科大 软件工程硕士

－多年互联网和区块链开发经验



寻求全球合作伙伴，建立运营当地合规的

股权权交易平台，推动全球公司资产上链！

寻求创投数据及媒体资源方面的合作！

北京智汇谷东科技有限公司 徐松泉

电话/微信：13911856279

邮箱：xusongquan@126.com

北京市海淀区大恒科技大厦南座5层516

mailto:xusongquan@126.com


分层批露、与新三板一万家企业对标估值

• 提供历史交易记录

• 按照常用估值模型，给出公开估值报告及估值依据

全平台公开信息披露：管理团队、战略规划、运营里程碑

对债权人的信息披露：质押存款信息、抵押资产信息-律所监控

对重要股东的信息披露：公司财务运营数据

股债权交易：标准化小额（1‰,1%%）投融资智能合约及转让



股权流动性差

财务数据不透明

运营状态不透明

企业融资难

标准合约、合规交易

会所审计，不可篡改

数据连续，难以造假

财务数据展示

交易上链

股债投融资
与交易平台

运营数据展示

有信链
交易平台

财务运营数据透明（财务/管理会计报表）

• 有信链：目前己开发出APP原型及以太坊、Fabric和数据库版本

数据上链

数据上链



1亿美金投资1万家？量化建模、建立生态
• PreAngel王利杰：10万元做风投？没有不可能

－11年400万投资了50家公司，15年20家还活着且不错，账面资产8000万

－目前旗下十维、伽利略、鼎萃资本等多个天使基金品牌，管理规模10亿

• 「我觉得明年就能投一万家」- YC负责人Altman，目前同时孵化132家公司

－一万美金对很多早期公司来说足以支撑很久；投资一万家公司只需一亿美金

－MOOC：为期十周的课程向50000名向往创业的注册用户直播讲课与咨询

－借用YC校友网络提供志愿导师，为2820家公司的7746名创业者提供咨询



我们的优势：量化建模-从A股到三四板

• 量化投资策略：A股标的、月频调仓：五年平均年化10%-30%

• 量化股权投资策略：新三板月频调仓策略 – 目标，年化20%

• 量化股权投资策略：新四板月频调仓策略 – 寻求数据合作伙伴



股债权日频交易：律师确保合规并处理争议
创业公司（股份公司）：估值1亿，投后估值2亿

融资方式 出让11%股份，融资1100万（110家VC，每家投10万）
-投后估值2个亿（一年，1000万投入）
债权融资1000万-年利10%的可转换债权（以融资做存单质押）
-每月等额本息还款，债务转股估值1.5亿，可提前赎回

联盟链：每日交易
风投提供交易深度

股权私募14,043家，从业人员19万；高净值人群158万-2017
每家风投/债权人一个节点：股权及债权定价、流转过程透明

流动性 股债权流动性设计：1‰股权/可转股债权标准化合约
每份10万元，股110份/债100份，确保股东不突破200人限制
通过股权及可转股债权交易，提供创业公司连续估值定价

波动性 1‰股权价格：10万-20万元之间
1‰可转债价格：10万元-15万元之间

合规设计 智能合约采用CFCA证书电子签名保障法律效力-《电子签名法》



融资实例：50万建立1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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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线迭代：快速筛选团队及项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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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会计：创投与大企业内部孵化均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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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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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带来高流动性，多方共赢
• 项目方：尽可能少稀释股权的前提下，获得增长所需资金

• 投资方：同样资金可投的标的扩大10倍甚至100倍，降低了风险

股权流动性大大提升

相当于跟项目方签定了对赌协议

• 投资模式改变：

－由寻找独角兽变成寻找每年估值翻1倍的公司

－以可转股债权推动公司业务增长、估值提升并提升股权流动性

－重投后管理；当标的1000家以上时，需采用量化投资（小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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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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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