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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 要和企业一起长跑
访复星昆仲资本创始人、管理合伙人王钧
对于复星集团来说，复星昆仲

颖而出；另一方面，相比于集团的

广昌邀请王钧加盟时， 就曾提及

么能不关注？ ”

更像是一枚静候时机爆发的革命
“因子”。

传统基因，诞生于移动互联时代的
复星昆仲流淌的是与生俱来的叛

复星的多元产业在移动互联转型
时的参差不齐。 而在如今的版本

与 传 统 产 业 根脉相连的复星
昆仲会如何构建自己的投资版图？

一方面，正是由于背靠集团的
产业根基，刚刚成立两年多的复星

逆血统， 其所有投资均围绕一个
“+mobile”，后者所引发的商业颠覆

中， 就像王钧半开玩笑所说的那
样，“昆仲每期的投决会郭总几乎

在集团的整个产业帝国中扮演什么
角色？ 而在 VC 这个
“
高危”行业中，

昆仲才能将资本的催化剂遍洒医
疗、商业、金融等领域，借助与前者

则直指复星等昔日的产业大佬所
构建的现有格局。

都会参加， 因为我们投资的企业
说要颠覆传统金融、 干掉实体百

复星昆仲又将怎样锻造自己的生存
技能？王钧就这些问题接受了《中国

的产业协同扶持新的商业生命脱

2012 年，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

货，这些产业集团都有涉及，他怎

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全然不同的
投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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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没有界限
的， 不是赢者通吃，
也是寡头垄断,打车
软件企业的竞争就
是这样，因此要做不
成第一梯队的选手
是挺痛苦的，退而求

特种部队的“鲶鱼效应”

其次也得是个第二，

一方面，传统业务成长触到瓶颈，另一方面新兴业务模式蓬勃
发展，不积极应对，下一个爆发成长点在哪？
《中国经营报》： 复星集团有着

王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运作

深厚的产业根基，也有强大的 PE 投

的 VC 基金，我们首先还是最关注

资团队，作为一个新兴的 VC，昆仲
在集团的产业布局中扮演什么样的
角色？
王钧：举个例子，我以前做管理

财务回报。 现在为止我们投的 36
个项目基本 上 全 是 跟 mobile （移
动）相关，而且分布在各个行业。 尤
其像复星比较重视的行业，比如说

咨询的时候，那会儿去一个国家，想
了解经济走势或是创新发展趋势，
我一般会找 VC 谈一谈， 因为 VC

像金融、医药、旅游、时尚等，我们
都会做， 能利用的资源肯定要利
用。 VC 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除了

会对这些东西特别敏感。
这也可以解释我们目前在集团
里的定位，集团过去 12 个月大概投

产业理解深度、判断力等，资源是
一个核心竞争力。
《中国经营报》： 集团层面对昆

资了一百亿美元， 我们费了半天劲
投了一亿多美元， 从当量上肯定没

仲的投资方向和投资决策是什么态
度？ 会干预吗？

有任何可比性， 但是在新兴的互联
网金融、 数字医疗、 企业互联网领
域，我们都在布局。所以我觉得现在
一个是起到类似于特种兵的角色，
你往前走得足够远， 其实对整个集

王钧：集团对我们的投资决策并
不会有太多的干预。 但却很重视，基
本上所有的投决会郭总都会参加。高
度关注我们的重要原因就是在于，我
们一天到晚说，要颠覆这个，创新那

团的投资还是有些参考价值的。 一
些刚刚冒出来的发展趋势， 集团这
边别 10 亿、20 亿元往里砸了，昆仲
3000 万、5000 万元的试水还是可以

个，比如说搞传统券商，干掉线下服
务连锁店，复星在这些产业上有不少
布局，你说能不关注吗？

的。第二个我们投资的很多项目，其
实都是可以跟集团进行产业联动

部的一个革命。
王钧：也说不上，我觉得至少是

的，比如挂号网、徙木金融等，其实
跟复星既有业务板块的协同作用非

创新的一个触角，现在的好多企业，
包括大量上市公司，传统制造业，消

常明显。
《中 国 经 营 报》： 所以昆仲的

费产业都遇到挑战，一方面，传统业
务成长触到瓶颈， 另一方面新兴业

投资方向会跟随集团的产业布局
来确立？

务模式蓬勃发展，不积极应对，下一
个爆发成长点在哪？

还有可能被第一收
购了，第三就性命堪
忧了。

VC 是个慢功夫

王钧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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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寻找的是所谓有
爆炸性成长潜力的早
期公司， 基金的收获
周期是很长的， 甭管
是 7 年或者 10 年，得
进去以后跟这些企业
家一起成长， 是个慢
功夫。

复星昆仲资本创始人和
管理合伙人，在此之前,曾经
担任江铜投资 CEO， 负责股
权投资、 资产管理等业务；
2010 年任学大教育总裁，带
领团队登陆美国纽交所；曾任
鼎晖投资副总裁，更早的时候
就职于麦肯锡， 为高科技、媒
体和电信企业提供管理咨询
服务；并有在美国亚马逊和甲
骨文公司任职的经历。

深度

VC≠投资

《中国经营报》： 其实相当于内

VC——
—风险投资，通常认为起源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美
国，如果投资成功，投资人将获得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
报；如果企业失败，则意味着血本无归。
不过遗憾的是，相对于真实的 VC 实践来说，百度百科上的
解释未免太简单苍白了：既不能展现 VC 投资中所面临的波谲云
诡，也无法道出投资后所要经受的沉浮考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细分跑道 艺术性地找到“第一”
VC 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节奏，把握方向，有时候比你把握一个项目两个项目更加重要。
《中国经营报》： 对比传统产业
的投资， 互联网的商业情境下，VC
投资逻辑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
王钧：我以前做教育，那个时候
讲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但现在

现象，叫做 FOMO（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过。 其实很多企
业最后比拼的不光是企业家对企
业家， 也是后边那些投资者和资
源的较量， 是股东谁能干过谁的

也是要先找跑道， 大概方向在哪，
然后再去布点，确实要选几条跑道
集中来做，否则的话，团队很轻易
就筋疲力尽了，十几、二十个人的
团队能干多少事？

人还是亏钱的， 只不过这个较长
的周期刚刚开始而已。 我觉得要
以不变应万变， 这也是当前环境
下没有办法的事情。
《中国经营报》： 如何以不变应

做 VC 可不是这样， 我们有段时间
挺痛苦的，尤其搞移动互联网，一点
都不夸张地说，真是一时一变。
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投资逻辑

问题。
《中国经营报》： 不过尽管全民
创业， 尽管每一个创业者都在提创
新，但真正的原创少之又少，在这种

《中国经营报》： 所以经历上半
年的投资热潮之后，很多 VC 都表示
要修整一下，放缓投资节奏，你对这
个行业有什么判断呢？

万变？ 复星昆仲如何掌控这个节奏？
王钧：我们成立到现在 2 年投
了 36 个案子， 我觉得还是属于匀
速跑。 因为从内部资源来看，团队

跟传统产业很不一样，比如生产多
晶硅的会有个产能问题，还有平台

情况下，如何去找第一或者唯一？
王钧：这分为两类，一类真是

王钧：过热，肯定得死一批。 尤
其是最近很多这样一哄而上的，从

就是这么多人，短期内不会再扩大
了，这个资源做这些事相对来讲比

和渠道的制约，最后可能是几家来
分享市场。 但现在互联网是没有界

有原创的东西，确实不是太多。 我
现在最怕人家说， 是某某行业的

某种意义上讲，VC 前一两年也处
在风口上， 这几天风吹过去了，情

较容易把控，这是能保证投资质量
的一个节奏， 就跟跑马拉松一样，

限的，不是赢者通吃，也是寡头垄
断， 打车软件企业的竞争就是这
样，因此要做不成第一梯队的选手
是挺痛苦的，退而求其次也得是个
第二， 还有可能被第一收购了，第
三就性命堪忧了，这跟行业特点有
关系。
这对 VC 来说还是有 很 大 挑
战的，要赌就得赌第一，第一就会

Uber， 那说明你其实不是原创，就
可能会有很多模仿者，最后实际上
比的是执行能力。
所以从团队成立的第一天我
们就强调，投的项目一定要找“第
一或唯一”。这也是 VC 讲究技术之
外，讲究艺术的部分，不是整个行
业里的绝对第一， 而是细分跑道，
做细分跑道上的相对第一。

况很快会有变化。
我在职业生涯中也经历了几
个周期了。 实际上 VC 的钱是挺
不好挣的， 我们寻找的是所谓有
爆炸性成长潜力的早期公司，基
金的收获周期是很长的， 甭管是
七年或者十年， 得进去以后跟这
些企业家一起成长，是个慢功夫。
在国内， 我估计只有 15%~20%的

不能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我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就是节
奏控制， 有时候收紧一下速度，别
大家一激动， 像今年上半年那样，
许多 VC 呼啦呼啦砸了无数的项
目，或者有的时候大家一紧张就不
敢下手了。 我觉得 VC 很重要的一
点是把握节奏，把握方向，有时候
比你把握一个项目两个项目更加

聚集资源。 最近我们行业里有个

所以， 到我们的投资逻辑上，

基金最终真正能挣到钱， 大部分

重要。

构建一个能够网罗企业家的生态圈
我们还是想做一个友好的投资人，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
《中国经营报》： 复星昆仲当初
成立的时候，就设立了美元和人民币

有发生，甚至双方分道扬镳，你是如
何来处理这种互动关系的？

走就是进一步的融资， 这年头，你
要么自己造血，要么你得输血。 反

友好的投资人，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
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

基金，同时也在美国硅谷开设了办公
室，这种国际化布局的考虑是什么？
王钧： 全球视野的一个重要原
因， 就是现在创新确实没有边界的
概念了。技术和产品已经全球化了，
商业模式的创新基本上也互通了，
美国出点东西，中国市场马上就有；
反过来也一样。 国际化视野的价值
还是挺大的， 要充分利用全球创新

王钧：我觉得是这样，保护我
们利益的最好办法是和创业者利
益一致。 VC 进入一个企业，确实不
仅仅是财务投资者的角色，因为这
些企业在日常经营和管理上普遍
还都不是很成熟。 有几点共性的问
题，一个是在产业格局和发展方向
上，因为大部分企业家，每天事务
型的工作很多，不能像我们这样做

正你总得有血，这几个都是企业很
真实的需求， 也是 VC 可以借助自
身的经验和网络去帮忙的。
但说句心里话，具体到团队的
管理，企业的运营，创始人一定会
比 VC 更熟悉，所以在这些方面，我
们一般是不会干预的, 想干预也干
预不了。 有时候你手伸的太长了，
对企业不一定是好事。

如果你觉得自己只是个投机者，今
天圈点钱后天就想跑路， 你不让跑
我跟你没完， 这一定是做不好风投
的。 实际上这是个攒人品的事，比如
你投资了一个创始人， 最后他失败
了，但你觉得他人靠谱，没准儿过两
年他又做了一个项目，就可以再投，
所以这也是双方的一个信任关系。
所以一些基业长青的 VC，身

这种“时间机器”的作用：中国已经
证明成功的模式可以搬去东南亚；
美国先进的模式可以复制到中国

很多的行业研究和调研， 因此，我
们获得的信息和企业家低头运营
的时候，角度是不一样的；第二点

《中国经营报》：这个度怎么把握？
王钧：我们的创始人中间目前
没有不着调的，未来我不排除他们

边都能团结一批优秀的企业家，这
点是最重要的。 对一个新兴的 VC
基金来说， 我希望能够不着急，不

来， 复星昆仲现在投的项目里面也
有很多这样相互借鉴的例子。
《中国经营报》：如您刚才说过，
VC 要跟企业一起长跑， 而在现实
中，企业投资者和创始人的矛盾也时

是人力资源，我们投的所有的企业
无一例外的诉求就是招人；第三个
就是做市场， 说句大白话，“忽悠”
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但很多早期
企业在这方面都没有经验；再往下

会有些不靠谱的行为出现，那可能
就得好好
“沟通”一下了。 排除原则
性的问题， 只要大家利益一致，就
可以一起往前走。
总的来讲， 我们还是想做一个

去拍脑门给钱，但能找到一些真正
志同道合、 特别靠谱的创始人，让
他们以合适的速度成长，最终形成
一个良性运转的生态圈，这样才能
走的更长远。

VC 投资者甄别项目时同样遇到类似的挑战。 在创始人野心勃勃
编制的美好愿景之下， 有意或者无意忽略的是运营中的实际困
难，甚至烦不胜烦的琐碎细节——
—而往往是一些不期而至的小意
外最后终结了企业高歌猛进的
“
畅想曲”。 远的不说，已经逼近 C
轮融资、号称家政 O2O 鼻祖的 Homejoy 近日就由于员工的一纸
诉状而关门停业——
—其 4000 万美元背后的投资者是否会想过这
样的可能性呢？
“
很大一部分投资人是很幼稚的。 ”有过企业经营的王钧更多
会跳出单纯投资者的角色来
“
换位”判断。 2008 年，代表鼎晖创投
对学大教育进行投资的王钧进入学大董事会，2010 年起担任总
裁，在其掌舵期间，学大登陆纽交所，成为当时中国 IPO 融资规模
最大的教育类公司。 如今提起那段经历，王钧依然会感叹企业运
营与投资人想象中的出入：从 A 点到 B 点绝非直线距离，而是曲
曲折折，荆棘密布。 因此，如今很多时候，坐在桌子对面的王钧，一
边听着创业者的高谈阔论，一边可能已经在心里盘算，
“
说三个月
就能实现完全是吹牛，起码要 3 年。 ”
“
VC 投资真的不只是资金的问题。”在采访中，王钧不止一次
的强调于此。 因为企业的问题集合是在动态变化的，公司在一亿
元收入，和五十亿元收入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全然不同；就像十个
人的公司和一万人的公司面临的管理难度天壤之别一样——
—而
这些并不是单纯的投资就能带来增值溢价的。
所以，在美国市场，绝大部分优秀的基金管理人都曾经是企
业家，
“
Paypal 黑帮”就是一个典型，昔日 PayPal 的重要成员在企
业卖掉之后，一些成为明星投资人，一些则创办了诸如特斯拉、领
英这样如今已经声名显赫的企业， 尤其是当初的创办者彼得·泰
尔( Peter Thiel)，其成立的 Founders Fund（创始人基金）在硅谷一
度成为焦点。
在王钧看来，
“
VC 投资一部分是投，一部分是涨。不是简单资
金的运作，涨这部分是需要专业指导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做过公
司，那么很难抓住要害。 ”秉持此理念的复星昆仲的团队成员
“
出
身”与许多 VC 不同，除了王钧，昆仲的很多伙伴都有创业或企业
运营的经验，而美国的合伙人则挖来了前腾讯美国的总经理鲍周
佳加盟。
与那些资本玩家相比，复星昆仲的这群人似乎更加
“
草根”，
更接地气，也有着与国内传统 VC 不一样的打法。 后者的运作模
式，就像前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打趣所说的那样：就是
第一年给别人投，第二年有结果，第三年成功出名，然后另开炉
灶，自己当家。
如今，VC 的这种急功近利仍难以避免，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单纯从投资角度来看待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资本的逐利性很
可能凌驾于企业的远期筹谋之上，另一方面则由于资本对企业运
作缺乏了解和掌控而滋生的
“
不安全感”，使其急于套现。 试想一
下，如果能够预知阿里的未来，投资者肯定都会像软银那样对其
不离不弃，无论顺境逆境。
“
这跟玩儿德州扑克一样，你出错牌了不一定不赢，但是老错
着出，说明你的出牌逻辑是有问题的，总的来说肯定是会输的；反
之按照正确的逻辑出牌， 不一定每次都赢， 但最后一定是会赢
的。 ”在王钧看来，尽管短期难分优劣，但不同的运作逻辑会决定
基金的生命周期，对于复星昆仲而言，就是沉住气，投入资金，更
投入精力，打一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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