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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风投支持创业的内在机制
田 轩

本文由作者发表在国际顶尖金融学术期刊上的 ４ 篇论文和
２ 篇工作论文改编而成，探讨美国风险投资支持创业企业发展
的内在机制。失败容忍度与创新精神存在怎样的关联？风投基
金如何监督、约束创业企业行为以及监督失败的后果是什么？
创业家能成为优秀的风险投资人吗？本文基于周密的研究，从
质和量的角度逐一解答。

田轩，清华大学五道口金
融学院昆吾九鼎讲席教
授、 创业金融和经济增
长研究中心主任

风险投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Ｃ）也可称之

促进作用。比如美国现在市值前五位的大公司中，

为创业投资，根据全美风险投资协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苹果、微软和谷歌都是当年在初创阶段得到过 ＶＣ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ＮＶＣＡ）的定义，ＶＣ

的投资和扶持。很多高市值的成功上市公司，比

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

如亚马逊、雅虎和星巴克，背后都有 ＶＣ 的身影。

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风险

尽管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对全球风投产生巨大冲击，

投资起源于美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是成立于

但是风投复苏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基于 Ｐｒｅｑｉｎ 公

１９４６ 年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司的数据，在 ２０１４ 年前 ９ 个月中，全球风投基金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所以风投业至今

已经对 ５２７２ 个项目投资了 ５９０ 亿美元，较上年

已经有将近 ７０ 年的历史。自 １９７９ 年美国放松监

同期增速达 ４５％。至于回报率，复苏势头也很迅

管允许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风投基金以来，风险投

猛。２０１３ 年的十年回报率是 ７．８％，而这个数字在

资迅猛发展，对于美国创业和创新起到了巨大的

２０１０ 年是 －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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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容忍度与创新精神
ＶＣ 的投资对象是初创企业。而初创企业的高
失败率和高风险性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投资失败的
高可能性成为 ＶＣ 行业的一大特征。为了激励创新
精神，ＶＣ 能否容忍失败成为关键。
由 ＶＣ 公司支持的一些初创企业实现了上市，
对这些成功上市的企业进行分析，笔者在一篇发表
于三大国际顶尖金融学术期刊之一的《金融研究评
论》（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的论文中系统研
究了 ＶＣ 公司对失败容忍度的提高是否会激励初创
企业的创新精神的问题。但是，如何衡量 ＶＣ 投资
者对失败的容忍度？由于失败容忍度的主观性和不
易被观察到的特点，衡量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观察 ＶＣ 投资者对其表现欠佳的
初创企业持续进行投资的意愿。具体来说，就是看
一家 ＶＣ 公司对其过去所有失败项目的平均投资时

间。时间越长，说明容忍度越高。这种衡量的理论
基础就是由于这些初创企业最终都失败了，它们在
被清盘前的表现都不太理想，所以如果 ＶＣ 公司对
失败的容忍度越高，它们就会在清盘前给创业者更
多的机会，导致最终退出的时间越晚。
研究发现，ＶＣ 投资者对失败的容忍度越高，
在它们支持下实现上市的初创企业的创新精神就越
强。ＶＣ 投资者对失败的容忍使得初创企业有机会
克服企业初创阶段的困难，充分发挥它们的创新潜
能。证据显示由失败容忍度高的 ＶＣ 投资者支持的
初创企业在上市后的创新表现更佳：它们发明更多
的新产品，有更多的专利，和更高质量的专利。
但是，不同 ＶＣ 公司还是表现出不同的对失败
的容忍度。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 ＶＣ 公司对失败
的容忍度？研究表明，ＶＣ 公司的资金充裕程度，
以及风险投资家对职业前景所持的态度，都会影响
这家 ＶＣ 公司对失败的忍受水平。ＶＣ 行业中的新丁
更容易受到资金和职业前景这两个问题的困扰，导
致它们对失败的容忍度远远不及已经确立了市场地
位的 ＶＣ 企业的容忍度。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轻的、经验不足的 ＶＣ 公
司的资金紧张程度得到缓解，对自己职业前景的担
忧程度下降时，这些 ＶＣ 公司对投资失败的容忍度
将会提高。
上述问题解决后，自然而然地会产生新的问
题。比如 ＶＣ 公司对投资初创企业出现失败的容忍
度能给这些 ＶＣ 公司带来多大好处？对失败容忍度
越高的 ＶＣ 公司得到的投资回报率是否就越高？一
家 ＶＣ 公司容忍失败所产生的利润最大化水平与容
忍失败产生的社会最优化状态是否一致？对这一系
列问题的探讨，会给 ＶＣ 公司的失败容忍度问题，
以及如何激励和培育初创公司问题带来新的视角。
探讨 ＶＣ 投资者对失败容忍度与初创企业创新
精神的关系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各具体类别
的 ＶＣ 对失败容忍度的异同，以及由它们支持的初
创企业在创新精神上存在什么差异。除了传统意义
上的独立风险投资，其他类别的风险投资还包括企

60

（5）.2015
SHUIMU TSINGHUA NO.54

业风险投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ＶＣ）和

技支持，使得 ＣＶＣ 有能力向它们所投资的初创公司

传统独立风险投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提供更理想的技术支持以及对它们出现失败的容忍

ＩＶＣ）、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和银行支持的风险

度更高。如此一来，与 ＩＶＣ 相比，ＣＶＣ 对培养初创

投资。我们选择企业风险投资作为研究对象。

企业创新能力的投入力度就更大。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约 瑟 夫· 熊 彼 特（Ｊｏｓｅｐｈ

同时需要看到的是，ＣＶＣ 也有可能对创新产生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在其经典著作中提出，技术创新在一

一定的抑制作用。比如，如果 ＣＶＣ 希望从母公司处

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竞争优势的确立中发挥了

获取资源，同时致力于提高母公司的业绩表现，那

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美国企业培养创新精神的最佳

么这对 ＣＶＣ 培育创业公司的创新能力不是件好事，

组织形式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未决的问题。根据

因为这会影响 ＣＶＣ 的培育激情和效率。

美国哈佛大学乔希·莱尔纳（Ｊｏｓｈ Ｌｅｒｎｅｒ）教授在
其新书《创新的架构：创造性的组织经济学》（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中的观点，企业风险投资基金或许
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这是因为这种风险投资基金综
合了传统风险投资基金和企业实验室的优势。
美国大公司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开始设立
对外部新创企业进行投资的 ＣＶＣ 基金。多年来，
ＣＶＣ 基金投资规模占整个 ＶＣ 行业的规模平均维持
在 ７％。这个比重近几年大幅提高，ＮＶＣＡ 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这个比重达到了 １５％。
笔者在另一篇发表于三大国际金融顶尖学术
期刊之一的《金融研究评论》的论文中表示，ＣＶＣ
与 ＩＶＣ 在培育初创企业创新精神方面存在不同。与
由 ＩＶＣ 支持的创业企业相比，由 ＣＶＣ 支持的创业企
业获取的专利数量更多，专利的质量更高。具体来
说，与由 ＩＶＣ 支持的公司相比，由 ＣＶＣ 支持的首次
公开募股（ＩＰＯ）公司在上市之前的 ３ 年里，获得
的专利数量多出 ２７％，专利的引用数量高出 １８％。
ＩＰＯ 之后的头 ４ 年中（包括 ＩＰＯ当年），由 ＣＶＣ 支
持的公司取得的专利数量高出 ４５％，专利的引用数
量高出 １３％。
为什么 ＣＶＣ 培养初创企业创新精神的能力比
ＩＶＣ 胜出一筹？主要源自以下两个因素，一是 ＣＶＣ
能提供更多的科技方面的支持，二是 ＣＶＣ 对创业企
业失败的容忍度更高。
具体而言，长线投资理念、不以现有表现论英
雄的补偿机制，以及从母公司处所获得的行业和科

VC 如何约束、监督创业企业行为
由于 ＶＣ 是对初创的新兴企业进行投资，这类
投资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因此带来了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如何有效
监督、约束这些初创企业的行为，使之朝着上市这
一最佳目标努力至关重要。
ＶＣ 公司对初创企业分阶段注资是监督初创企
业行为的一种有效手段。根据笔者一篇发表在三大
国际顶尖金融学术期刊之一的《金融经济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上的研究发现，
分阶段注资主要取决于对创业者进行面对面监督
和约束的难易。如果一家 ＶＣ 公司与创业公司远隔
千山万水，自然 ＶＣ 投资者面对面进行监督变得非
常困难，那么这家 ＶＣ 公司对创业公司就会用更多
的分阶段注资去约束它们。这表现为阶段注资轮数
将会增加，两轮投资之间的时间间隔将会缩短，同
时每轮投资的资金金额将会减少。然而，ＶＣ 投资
者对分阶段投资的偏好与创业公司所处的社区环境
并无关联。这个发现背后的理论直接而简单。如果
ＶＣ 公司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无法有效监督创业
公司和创业者，那么只能用分阶段注资来约束创业
者和“吊他们的胃口”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
著名社交网站脸谱（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在刚刚成立几个月
之后就从位于美国东北角的波士顿搬到位于西南角
的帕拉阿图，那是因为可以使距离它只有四个街区
的 ＶＣ 投资者 Ａｃｃｅ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能够一次性多注资，
以提高注资的规模效应和减少相应的契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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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找到了分阶段注资所产生的结果。

ＶＣ 联 合 投 资 与 独 自 风 险 资 本（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首先，如果一家创业企业与 ＶＣ 公司远隔万水千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之间的一些核心区别在于 ＶＣ 联

山，其所获得的融资轮数越多，通过首次公开募

合投资的参与风险投资家掌握不同的技能，所以

股（ＩＰＯ）实现退出的可能性就越大。举例来说，

可以更好地全方位地监督约束创业企业，能获得

如果创业公司和 ＶＣ 公司的距离在 ２５ 英里半径之

更丰富的信息评估创业企业，并且对行业的专业

外，每增加一轮融资，该创业公司将来 ＩＰＯ 的几

度理解更深。与独自风险资本相比，ＶＣ 联合投资

率就提高 ５％。相应地，如果创业公司所处的位

能更好地理解和评估创业公司的技术水平，培育

置距离 ＶＣ 公司不到 ２５ 英里，每多获得一轮融资，

它们的创新能力。为了评估 ＶＣ 联合投资能否刺

其将来 ＩＰＯ 的几率就会降低 １４％（与被收购或是

激创业公司的创新精神，笔者使用两个指标来衡

清盘相比）。其次，如果一家创业公司与 ＶＣ 公

量企业的创新生产率，一是所获专利的数量，二

司相距甚远，该创业公司所获得的融资轮数与其

是每个专利所获得的引用次数（自引的除外）。

ＩＰＯ 当年的业绩表现呈正相关关系。第三，ＶＣ 公

通过对 ＶＣ 联合投资和独自风险资本所支持的 ＩＰＯ

司的投资轮数越多，创业公司 ＩＰＯ 之后存活的几

公司上市后头 ４ 年的创新生产率进行比较，发现

率就越高，前提也在于 ＶＣ 公司和创业公司相距

ＶＣ 联合投资所支持的企业不仅专利数量更多，其

遥远。

专利的影响力也更大。

这些研究发现也很容易通过常识来理解：分
阶段注资由于其减少注资的规模效应和高昂的企

由 ＶＣ 联合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的平均税息折旧

业成本，对创业企业是有很大副作用的，是风险

及摊销前利润与资产之比，与平均利润率分别较

投资家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所以当风险投资家

独自风险资本支持的上市公司的这两项指标高出

的监督成本很低时（比如，创业公司就在隔壁，

８％ 和 ２％。

风险投资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观察到创业公司在做

其次，ＶＣ 联合投资能创造金融市场价值。具

什么），分阶段注资对企业的发展弊大于利，必

体来说，由数家风投公司共同支持的创业企业更

定会对企业上市造成负面影响。但当创业企业远

有可能成功上市。尽管其 ＩＰＯ 抑价更明显，但这

在万水千山之外，风险投资家不得不用尽各种交

些公司能获得更高的 ＩＰＯ 市场估值。ＩＰＯ 抑价指

通工具耗费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时，分阶段注

的是上市首日的收盘价与 ＩＰＯ 定价之间的价差除

资就利大于弊了。

以 ＩＰＯ 定价。

加强对创业企业监督和约束的另一个好办法

研究表明，由 ＶＣ 联合投资支持的创业公司

是 ＶＣ 联 合 投 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比由独自风险资本支持的公司更有可能实现 ＩＰＯ

根据笔者发表在国际知名金融学术期刊《金融评

（与清盘相比），这一高出的比率平均为 １２％。

论》（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上的研究，ＶＣ 联合投

与清盘相比，由 ＶＣ 联合投资支持的创业公司被

资能从两个维度为这些创业公司创造价值。首先，

收购的比率比由独自风险资本支持的公司高出

ＶＣ 联合投资能创造产品市场价值。具体而言，数

２％。此外，由 ＶＣ 联合投资支持的创业公司更有

家风投公司联合进行投资，能对处在幼年阶段的

可能上市，而不是被收购。ＶＣ 联合投资体中每增

创业公司、处在融资早期阶段的公司，以及高速

加一个 ＶＣ 公司，其支持的创业企业实现 ＩＰＯ 的

发展阶段的公司投入大笔资金。进一步地说，ＶＣ

几率就增加 ２％。

联合投资能培育处在不同阶段的公司的创新能力，
帮助它们在 ＩＰＯ 之后取得更为良好的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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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一家 ＶＣ 公司监督不力，无法有
效约束其 ＩＰＯ 企业欺诈行为时，这家 ＶＣ 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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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将会受到惩罚，惩罚机制的存在会促使 ＶＣ

级 ＶＣ 公 司（以投资业绩衡量） 之 前， 有 １４％ 的

公司竭尽全力，规范初创企业行为。

风险投资家曾经是一名创业者。我们可以将这

我们观察的是，当 ＶＣ 公司没有发挥好“委

类人称为自创业风险投资家（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ＶＣ，

托监督”的职能，以至于它们所投资支持的创业

ＥＶＣ）。ＥＶＣ 的存在对一家 ＶＣ 公司的业绩表现

公司出现欺诈行为时，这些 ＶＣ 公司今后在经济

有着积极的作用。

方面会受到什么影响？
笔者在一篇工作论文中指出，声誉受损的

一家 ＶＣ 公司如果 ＥＶＣ 的比重较大，那么这
家 ＶＣ 公司无论是 ＩＰＯ 市场的份额，还是由它支

ＶＣ 公司被认为是无能的监督者，在往后的日子里，

持的创业公司实现上市的比例，都会较其他 ＶＣ

这些 ＶＣ 公司与其有限合伙人、其他 ＶＣ 公司，以

公司的表现更为优异。这正符合了“一个好的教

及 ＩＰＯ 承销商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变化，会对声誉

练员首先要是一个好的运动员”的直觉和常识。

受损的 ＶＣ 公司造成不利冲击。

对于经验有限（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的 ＶＣ

ＶＣ 公司从有限合伙人处获得的资金支持将

公司，以及专注于初创企业早期阶段投资和专注

会减少，不得已将采取更为保守的投资策略，在

于高科技领域投资的 ＶＣ 公司而言，公司投资的

今后的合作和 ＩＰＯ 事宜中，不得不与声誉不佳的

良好表现与具有 ＥＶＣ 多寡的正相关关系更大。这

其他 ＶＣ 公司、承销商打交道。具体来说，当 ＶＣ

是因为自创业风险投资家所拥有的特质和创业经

公司先前支持的上市企业中有一家被发现在上市

验能更好地帮助这些 ＶＣ 公司发现具有良好潜质

的前几年和上市过程中存在会计欺诈行为时，在

的创业企业和更好地减少信息不对称。

往后的 ３ 年里，这家 ＶＣ 公司从有限合伙人处获
得的资金支持将锐减 ４０％。
无力发现并阻止欺诈行为发生的 ＶＣ 公司未

有着创业经验的风险投资家对一家 ＶＣ 公司
的业绩表现有积极影响，而一些风险投资家如果
以前在华尔街或是实业界工作过，这些经历和现

来推动创业企业上市的难度将会加大。具体来说，

在所供职的 ＶＣ 公司的业绩表现关联度不大。这

ＶＣ 公司所支持的创业公司的欺诈行为被发现后，

是因为在华尔街和实业界的历练和所获的技能与

在未来的 ３ 年里，这家声誉受损的 ＶＣ 公司所支

一个优秀风险投资家所需要的历练与技能是非常

持的其他创业企业实现 ＩＰＯ（与其他声誉没有受

不同的，所以这些华尔街和实业界的经历对他们

到损害的 ＶＣ公司相比） 的 可 能 性 将 下 降 １７％；

所供职的 ＶＣ 公司帮助不大。不过，如果一家 ＶＣ

这些 ＶＣ 公司未来 ３ 年实现成功退出的可能性下

公司里的风险投资家以前的事业背景迥异，由他

降 １２％，这表明股市上的投资者更不愿意买入由

们服务于同一家 ＶＣ 公司，优势互补会令这家公

监督乏力的 ＶＣ 公司所支持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司的投资业绩表现更佳。

ＩＰＯ 是 ＶＣ 公司实现退出的最有利可图的一种方

福布斯（Ｆｏｒｂｅｓ）公布的一份 ＶＣ 投资者排名

式，但这些 ＶＣ 公司不得不选择利润率少得多的

报告显示，与没有创业经验的其他风险投资家相

并购方式实现退出。

比，ＥＶＣ 的个人投资业绩更为突出。ＥＶＣ 有创办
企业的经验，他们更清楚如何去启动和运作一家

创业家能成为优秀的风险投资人吗？
从 ＶＣ 公司层面讨论对初创企业失败容忍度
问题，以及如何监督、约束初创企业行为问题后，
我们将目光转向 ＶＣ 投资人个人层面。
根据笔者另外一篇工作论文，在加入一家顶

新公司，并帮助自己所在的 ＶＣ 公司取得更优异
的投资成绩。

（本文转载自《清华金融评论》２０１４年第 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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