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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种缘于国外“ kickstarter”的众筹模式潜入都市年轻人的
生活。他们以一种时兴的方式传承梦想：在网上发帖，志同道合者共同出
资，建一家书店、一家旅社或一家咖啡馆。

然而，昔日盛名一时的“ 行动书店”因为物业问题忽然消失，在南方
继续开业。继东莞“ 很多人咖啡馆”宣告危机之后，兴国路上的“ 玫瑰与
独角兽咖啡馆”也于近日倒闭。这一“ 舶来品”，如何在沪落地？又为何

“ 昙花一现”？ 青年报记者 严柳晴

这种由多人集资、很多人管理的

咖啡馆模式构想发端于网络，网友

“ 蚊二妞”用一篇题为《 我们用2000

元钱来开咖啡馆吧》的帖子，募集到

了78个合伙人，并在北京开出了第一

家“ 很多人的咖啡馆”。

此后，这种“ 微创业”方式迅速

走红全国。西安、天津、武汉、厦门等

地陆续出现了类似甚至同名咖啡馆。

牵头人发起一个QQ群，大小股东在

网上一拍即合。“ 很多人咖啡馆”创

办之初，股东预计有200人之多。

“ 一人一句”决策权混乱
你想拥有一家自己的咖啡馆吗？

一些投资人都被这样的广告“ 迷

倒”了。能够参与一家咖啡馆的经营，

是许多人梦想的“ 小清新” 生活状

态。但“ 众筹”模式本来就有“ 先天不

足”之处。

一位参与过众筹的经理人告诉

记者：一方面，开家咖啡店、书店等都

是微利，保本都很困难。许多投资者

想要的是“ 参与”感，也就是经营权。

但如果众筹者关注的焦点不是利益

分配上，而是在经营管理上，很容易

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在重要决策上，

“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可是

要命的事情。

经营权管理权所属问题，是导致

咖啡馆直接“ 散伙”的最大原因。“ 凑

钱容易，但维持挺难。”一家咖啡馆的

店主告诉记者，国内许多众筹咖啡

馆，包括“ 玫瑰与野兽咖啡馆”失败

的最大原因，在于它开店的主题松

散，而造成主题松散的原因，很大程

度上是没有处理好决策权的问题。

“ 有人希望能做个体育主题店，有人

希望做文艺主题店，各说各的。即使

墙上贴的宣传画、广告单，也会大吵

一架。”

东莞“ 很多人的咖啡馆”最近倒

闭，也是因为决策困难。而“ 主题松

散”、“ 决策权”混乱的问题，在沪上

众筹模式咖啡馆也是“ 常见病”。在

上海共和新路一家众筹模式咖啡馆

内，一家店已经分为上下两层，下层

做咖啡馆，上层放麻将桌。工作日下

午一点左右，下层空无一人，上层传

来哗哗的麻将声。

沪上众筹咖啡馆“ 一夜易主”
前几年，众筹还是新生事物。一

家开张，众人瞩目。一夜间，“ 众筹”

遍地开花。

近些年，以众筹模式起家的咖啡

店层出不穷。然而，遍地的众筹之

“ 花” 开了又谢———店铺开张伊始，

众投资人热血沸腾。但倒闭的消息接

踵而至，前不久，汕头一家“ 很多人的

咖啡馆”闹出了“ 倒闭”危机。就在这

一消息传来不久，兴国路上的一家咖

啡馆“ 玫瑰与独角兽咖啡馆”也忽然

消失了。

在大众点评等服务网站上，该咖

啡馆的消息杳然无踪。据一位曾经参

与过该咖啡馆筹资会议的合伙人李

默（ 化名）介绍，咖啡馆曾经招募了

数十名股东。关闭当日，他们还蒙在

鼓里。等到他得知消息时，他们的咖

啡馆已经易主了。

这位投资人介绍，“ 玫瑰与独角

兽咖啡馆”在201 2年1 2月开张。最初

由一个核心的朋友圈发起，大约有1 0

人左右，随后，消息以网络传播的形

式向外扩张、筹资。去年7月份，店主

发出招募股东启事。今年1 月1 9日，这

家咖啡馆发起第二次招募启事。一直

到今年3年，这家咖啡馆一直呈现健

康、向上的态势。

第二次招募活动在今年3月1 日

举办。直到4月时，“ 玫瑰与独角兽咖

啡馆”的QQ群仍很活跃，群内的人数

达到了1 50人。但到了5月，群内忽然

安静了下来。一位名叫“ 风中之鹰”

的网友问：咖啡馆是不是倒闭了？群

内网友“ 蚊子” 回答：“ 是的，转让

了。”说起原因，该网友接着回答道：

“ 管理有问题，投资的几十号人，一人

说一句，怎么解决得好嘛。”

李默透露，等到咖啡馆倒闭之

后。他才从同伴处得知，咖啡馆的“ 大

老板”之一常年不在上海，等到他赶

回上海时，这里持有咖啡馆经营权的

部分股东已经擅作主张，转让了门

面。

日前，当记者来到兴国路31 8号

店面时，这家曾经热火朝天的咖啡馆

已经不复存在。店面已经承包给了另

一家咖啡馆。新店主告诉记者，开店

一月来，也有人陆续上门，问他是否

愿意接受众筹模式，他都拒绝了。“ 上

一家已经那么乱了，我们绝对不再尝

试。”

那么，曾经投入的资金是否打了

水漂？“ 后续还没有解决完，工作也太

忙了，不想为了一点钱，花那么大心

思去闹。投入1 万元，我猜测还会有

6000-7000元返还。”记者按照李默

提供的电话号码，数次拨打该咖啡馆

主要发起人的手机，一直呈关机状

态。

众筹之“ 花”开了又谢究竟为何？
记者调查：意见不合、决策混乱、缺乏信任

[深度]

大多入股人成“ 高级会员”
事实上，关于“ 众筹模式”的热

议，缘起于201 2年。当时，沪上媒体大

面积关注在两家小众咖啡馆：一家名

叫“ 行动书店”，另一家是“ 粒子咖啡

店”。

两年前媒体所报道的“ 粒子咖

啡”如今还在运营。蒙自东路两侧，商

铺各有前后两层。“ 粒子咖啡”隐没

在口腔医院、咖啡店的内侧。

一名持股人说，“ 周末会有包

场。”粒子咖啡店有43个出资人。招

股书的核心条件即是一条“ 做好投

入打水漂”的思想准备。在这一前提

下，43人分为1 3个“ 显名股东”和30

个“ 隐名股东”。出钱少的人作为

“ 隐名股东”，授权2名“ 显名股东”

代持股。

“ 粒子咖啡”发起人余鹏铭说，

“ 拿主意”的决策事务，都由他一人

处理。绝大多数入股人没有决策权。

只能在消费时，享受8折优惠。“ 等于

说是一个高级会员。”

股东王亮（ 化名）透露，之所以

选择众筹模式建咖啡馆，是出于对

这种生活方式的信任程度。即使是

亏本的，但他仍然愿意投资。因为他

通过这个平台，结实了一些有趣的

同龄人。“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没

有决策权。所以咖啡馆发生了什么

实质性的变化，我们也很难第一时

间知道。”

相比“ 粒子”，“ 行动书店”已经

转战中国南方，其负责人韩子文告诉

青年报记者：“ 行动书店源于上海，我

们不会放弃在上海继续开办。”韩子

文告诉记者，书店难以在上海开业，

是由于物业原因延期。“ 在开业之前

筹资，是有很大风险存在的，决策人、

投资人都无法预料到后续存在的问

题。”

“ 合伙制”关键解决信任
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田圣炳

教授称，这 种 新 型 的“ 众 筹 ”开 咖

啡馆的模式，类似于“ 合伙制”，虽

然是一种新生事物，但究其本质上

来说，仍然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合作

方式。

合伙人多了，往往无法平衡众

多经营者的意见，一般用“ 委托管

理”的方式，由少部分人掌握经营

管理权。但无论如何，合伙制一般

适用于人数少、规模小的企业。上

海财经大学教授何建民称，公司业

务若想要发展。“ 合伙人之间的关

系 ， 必 须 建 立 在 高 度 信 任 的 基 础

上。”

正是因为合伙制“ 各说各的”容

易闹出事来，在公司经营的历史上，

股份制的出现，正式解决了经营决策

权的处理问题。在遇到重大决策时，

公司召集董事会作出决策，而众多持

股人则“ 用脚投票”。

何建民教授称，“ 众筹” 模式的

最大问题在于：在合伙制关系的建构

当中，“ 信任”相当重要。网友之间大

多属于陌生人，相互间的信任脆弱，

容易引发危机。要避免这个问题，则

需要设立一份公司章程，处理好经营

权、决策权之间的问题。“ 但章程也

是会有漏洞的，只能在实际操作的过

程中弥补。在开店经营、筹资之前，无

论是发起人还是入股人，都应当三思

而后行。”

[名词解释]

众筹模式

[事件回放]

粒子咖啡店大部分投资人就是一名高级会员。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