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灌通的故事：

通過小微投資，成就偉大夢想！
一張合同，一對「抓手」，一對「導航」，共同點亮無數個滴灌之星。

滴灌通的夢想是建立一個嶄新的投資市場。通過這個市場，中國千千萬萬的小微企業，能夠得

到資本充分而持續的灌溉；全球資本能夠紮根中國消費經濟，分享每店每天收入，從而獲得透明

安全和清晰可測的投資回報。在獲得財務回報的同時，投資的社會意義亦得到彰顯。

過去二十年，科技革命徹底顛覆和改變了我們經濟社會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革命也一定會

徹底改變金融市場的運營模式。我們從互聯網電商和社交媒體的巨大成功中獲取靈感，吸取教

訓，用數字科技來構建這個新的金融市場：它更公平、更包容、更具社會影響力；資本在服務投

資者的同時，也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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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滴灌通藍圖

滴灌通要在數字時代裡做小微企業的賦能者。「滴灌通」的名字，靈感來源於以色列農業滴灌

技術。以色列借助於滴灌技術，將一個缺乏水資源的國家發展成農業強國。滴灌通的使命是，

用數字化的手段，把國際資本精準引到小微企業。在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創造就業，走向共同富

裕的同時，為投資界帶來一個高度透明、回報優良、流動性好的全新資產類別。滴灌通有兩個

具體而切實的十年目標，即在數字化新時代裡：

一、幫助一百萬小微企業實現年利潤超過一百萬人民幣

二、支持一千萬個高品質、社會包容、環境友好的就業崗位

滴灌通誕生於數字世界覺醒、世界格局重塑的2021年。中國擁有超過7000萬家的小微消費門

店，它們生機勃勃、高度數字化，成為滴灌通的起步市場和源頭活水。初創數月，滴灌通已經完

成了逾1000家門店的投資。這些門店遍佈中國30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超過100個城市。我

們的投資覆蓋了與十三億中國人日常消費息息相關的零售、餐飲、服務、文體四大行業。

滴灌通的投資金額小、數量大、高度分散、高度透明（圖表1）。這些投資均由海量、精細、即時

的數據驅動，使投資質量得以保障。即便是在中國疫情防控形勢嚴峻的過去數月，滴灌通依然

取得了優良的財務回報，風險可視可控，踐行了財務回報與社會意義的結合。

在投資數量上，通過流程的標準化和模塊化，滴灌通的月投資能力也在不斷增長。滴灌通的投

資能力，在起步的半年之內，已經從零發展到每月200+家門店。到今年年底，我們預見滴灌通

將實現月投資500+家門店的突破。到2023年，滴灌通將實現月投資1000+家門店。在不久的將

來，我們一定會成為全球最大的門店投資者。

圖表1：滴灌通的投資數據駕駛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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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藍圖需要新系統。歷史已經證明，引導國際資本服務小微企業，不能用「華爾街」模式。「華爾

街」式的傳統金融市場，在全球範圍已成功運營過百年，它的基本模式和邏輯迄今未變。在實體

經濟底層資訊不透明的時代，集約式管理與運作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唯一選擇——資金向金融機

構集中，實體經濟向大公司集中。為了給予投資者充分的信心和信任，華爾街為投資者提供集中

式的、高度複雜的、卻行之有效的「大三角」機制：產品機制、信息/價格發現機制，和交易/清結

算機制。然而，華爾街的這個「大三角」機制卻無法服務小微企業：

第一、錯配的產品設計——傳統金融非債即股，但對小微，股債皆有嚴重缺陷。小微債權融資，

在解決短期資金周轉方面可以發揮作用，但難以滿足長期資本需要。用債權為小微企業做長期

融資，收益是固定有上限的，與承擔的風險完全是不匹配的。小微股權投資，受限於單體規模太

小，履行股東權益成本太高，收取股東回報挑戰太大，很難規模化推廣。

第二、昂貴和複雜的信息/價格發現——傳統金融市場的信息披露和價格發現：程式複雜，要求

嚴格，需要昂貴的專業人士服務，金融機構的背書，遵循一定的監管審查和批準。這對於小微企

業是很難達到的標準。

第三、集中的撮合交易——小微企業投資金額細小，不適用中央對手方式的清算結算模式。

在傳統金融這個「大三角」機制下，欲融資的公司須「不遠萬里」來到「華爾街」，要「自證清白」

和「自證可投」，依靠專業機構完成產品設計、價格發現、和交易設計，才可完成融資。這個成本

高昂的「大三角」機制，是小微企業對傳統金融市場望而卻步的真正原因。為什麼小微難上華爾

街？因為產品高不可攀，程序貴不可及，交收重不可負。

滴灌通認為，隨著數字化在中國消費經濟的高度普及和深入，隨著區塊鏈技術的成熟，我們已

經擁有必要的工具，來打破「大三角」，解決小微融資的歷史難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是現代商

業社會的基礎之一，它的出現使現代商業既可以集中資源辦大事，又可以通過分散股權來分散

風險，我們才有了鐵路和現代工業等。「股」的發明，是為了籌集資金，解決的是「聚合」問題；滴

灌通面對的，是如何「分散」的問題。「股」並不適合海量、細小、分散的小微企業投資場景。因

此，滴灌通必須創設要比「股」更簡單，更容易操作的投資產品，並同時搭建一個配套的作業系

統。我們把這套嶄新的作業系統，叫做「滴灌星」系統（圖表2）。

02. 滴灌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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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2：「滴灌星」系統

「滴灌星」系統是一套滴灌通開發的、服務小微企業投資的作業系統，它包括：一個產品、一對

「抓手」和一對「導航」。與傳統交易所等待公司前來上市的模式不同，「滴灌星」系統的理念

是：使用先進、便捷和精準的工具體系，系統性擁抱小微經濟的投資機會，並以高效、規模化和

可持續的方式，將國際資本精準引流到小微企業。在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增加就業的同時，為投

資者帶來優質合理的回報，為社會創造價值。具體而言：

一個產品

每日收入分成合約（DRC-Daily Revenue Contract），我們稱之為「DRC」。DRC非股非債，是

投資者和小微企業簽署的一份合約，約定雙方在一定時間內的投資和收入分成關係。是「滴灌

星」系統上投資和交易的主要產品。DRC這種合約式的投資形式，簡單、透明、靈活，成本低、容

易操作，便於讓滴灌通大規模支持小微企業的發展。

小微企業喜歡DRC，主要因為兩個原因：首先DRC不是債，沒有強制到期還款風險；其次，DRC

是同甘共苦的長期資本，但卻不會攤薄老股東權益，也不會永久參與收入分成。投資者喜歡

DRC，主要因為兩個不同的原因：首先，DRC不是債，投資者的回報不受利率上限限制，可以享有

收入增長的好處；其次，DRC不是股，儘管不能像股一樣永久參與分紅，但DRC投資者可以每日

直接從收入中自動分成，這是實現有效投資退出和風險管控的最佳安排。透明的每日收入又是

投資者價格發現的最佳基礎。如果說「股」的發明，在工業時代，推動了大公司發展的巨輪，那

麼DRC的發明，在數字時代，一定可以從根部，滴灌滋養出小微企業的萬紫千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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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DRC單筆小額，總數海量的特點，投資者投資DRC，以組合形式完成，而不是像傳統金融

那樣投資單一底層資產。DRC作為底層資產，由滴灌通中國基金——簡稱「滴灌基金」（DRF-

Daily Revenue Fund）——通過其外商独资企业（WOFE），在內地直接投資門店生成。滴灌基

金結構上是一隻傳統基金，但其本質上是一個「每日收入基金」。滴灌基金可以全週期持有底層

DRC，也可將部分靜態或動態的DRC打包，賣給希望直接持有底層DRC的投資者。我們將因此

形成的每包DRC資產，稱為「每日收入資產包」，簡稱「滴灌包」（DRP-Daily Revenue Pool）。 

 

因此，投資者有兩大途徑參與滴灌通市場：  一是認購滴灌基金的基金份額；二是向滴灌基金購

買滴灌包（圖表3）。無論是投資滴灌基金，還是購買滴灌包，投資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風險收

益和流動性需求，進行結構化分層投資。結構化分層的目的，就是把合約代表的未來現金流加

以切分，不同切片產生不同風險和收益，從而滿足不同投資者的需要。

圖表3：投資者參與滴灌通市場的路徑

 每日收入資產包（簡稱滴灌包，DRP）

由一組靜態或動態的DRC構成，與資

產抵押證券非常相似

 投資人從滴灌基金直接購買DRC的所

有權

 滴灌通透過確錢抓手持續管理並執行

DRC

滴灌包

 認購滴灌基金份額

 提供滴灌包結構化分層服務

 收取平臺服務費

公司融資

 每日收入基金（又稱滴灌基金，DRF）

為開曼離岸基金

 專注於投資DRC的特殊一級市場實體

 滴灌基金可以全周期持有DRC，也可

將DRC打包成滴灌包，販售給投資人

滴灌基金

優先級 劣後級 優先級 劣後級 平層

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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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抓手」

DRC的收入信息採集和現金抓取，是靠一個「抓手」（Automated Repayment Mechanism，

「Repayment ARM」）來實現的，簡稱「確錢抓手」。「確錢抓手」是一套數字化的、自動的信息

採集和現金抓取系統。通過合作網絡，將「確錢抓手」嵌入每一家投資的門店，每日準確自動採

集門店的收入資訊，同時自動抓取DRC約定的收入分成現金。「確錢抓手」的合作網络包括：全

國性銀行、支付公司、連鎖品牌商、SaaS公司、商業地產公司等。通過「確錢抓手」，滴灌通實現

「日日收錢」。

門店的收入分成，通過「確錢抓手」收到滴灌通後，還要精準歸屬於DRC的投資者。這是通過另

外一個「抓手」（Authenticated Rights Market，「Rights ARM」）實現的，簡稱為「確權抓手」

。「確權抓手」指的是滴灌通交易所（MCM – Micro Connect Markets）的權益確認系統。該系

統是基於區塊鏈的、分布式的。它有兩大特點：第一，技術上實現了「一元一碼」，終極穿透，可

追蹤且不可篡改；第二，投資者可以對底層資產做任何形式的組合，理論上可以細化到任何一家

門店、任何一天、任何一元的投資回報。該系統旨在讓投資者精準確權，平滑對接小微企業。通

過「確權抓手」，滴灌通實現「元元確權」。

一對「導航」

要想把DRC大規模投放出去，需要高效精準的「導航」系統。滴灌通開發了兩套「導航」系统，

它們是滴灌通業務拓展和智慧投資的核心指南，一個導航保障滴灌通的投資數量，強在規模；

另一個導航保障滴灌通的投資品質，贏在精準。

第一個導航是模塊化的高效投放導航系統，簡稱「效率導航」（Modularized Automated 

Production，「Production MAP」）。該「導航」將滴灌通的投資全流程，拆解成很多模塊，通

過優化重組指引團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該「導航」包括上百個提高效率的工具系統，涵蓋融

資、投資、法律、財務、運營、風控、合規、產研等方方面面。「效率導航」是滴灌通「強在規模」

的保障。

第二個導航是基於商圈的精準投放導航系統，簡稱「精準導航」（Market Ac tuar ia l 

Projections，「Projections MAP」）。該「導航」是基於數據的機器學習系統，發揮滴灌通跨行

業、跨地區、精準實時數據的優勢，不斷提升門店營業額預估的精準程度。「精準導航」是滴灌通

「贏在精準」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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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滴灌星」作業系統，就是圍繞DRC這一簡單靈活的產品，用一個「確錢抓手」日日收

錢，一個「確權抓手」「元元確權」，兩套「導航」精準上量。它們構成了滴灌通精準發現，價值無

縫傳遞，與交收即時保障這三者 之間的完整統一（圖表4）。

圖表4：「滴灌星」生態

如果說傳統華爾街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集中式信任的「大三角」，滴灌通為投資者提供成千上萬

個分散式透明的「滴灌星」。只有通過「滴灌星」的作業系統，才能徹底解決小微金融的長期困

局，讓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血管末梢，正本清源，回歸本質 (圖表5)。

圖表5：華爾街「大三角」與「滴灌星」系統對比

華爾街「大三角」 「滴灌星」

產品機制 股權、債權等  DRC

信息/價格
發現機制

企業的資訊披露、專業機構的信息分析 
金融機構的市場詢價定價

「效率導航」
「精準導航」

交易機制 法規制度、監管審核、法定機構
「確錢抓手」
「確權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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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遍布各地的小微門店，小額海量的DRC，滴灌通還能保持目前的高速增長，在未來五到十

年內，真正做到數十萬、上百萬的投資嗎？完全可能！在投資程序上，滴灌通依靠「效率導航」和

「精準導航」體系，將投放的標準化、模塊化、數字化和智能化做到極致，做到末梢；滴灌通的

投資戰略是「順籐摸瓜」：「跟著贏者走」，「跟著（確錢）抓手走」，「跟著數據走」。也就是說，

滴灌通雖然只投資門店，只投已有成功業績的品牌連鎖門店，只投「確錢抓手」有效的門店，只

投已有真實數據的門店。滴灌通「跟著贏者走」的戰略將沿著三條增長曲線發展：

跟隨「線」的贏者——與具有成功業績的連鎖品牌合作，投資他們開設的實體門店；

聯合「面」的贏者——與城市商業地產公司，SaaS公司和地方政府合作，發揮他們在「面」

上的綜合優勢，與滴灌通一起，形成新的聯盟，實現對「面」上門店的精準投資；

共創新的「生態」贏者——滴灌通用資本做紐帶，以數據為導航，與小微經濟的各類參與

者一起，包括品牌商、連鎖門店、SaaS公司、地產商、地方政府、供應鏈、門店經營者、消費

者等，共同創造一個任何參與者的貢獻都能被認可、被激勵、更公平、更有效、更繁榮的生

態環境，讓小微投資的範圍更廣、更透明、回報更穩定、更可持續。

滴灌通今天能夠推出「滴灌星」系統，受益於中國小微經濟數字化的高度普及與深入，受益於區

塊鏈技術的迅速成熟。萬里長征，始於足下。我們從「千店」起步，開始向「萬店」、「十萬店」、「

百萬店」，步步前行。我們的征途將由三個里程碑所構成：滴灌通1.0，滴灌通2.0和滴灌通3.0。

首先，滴灌通1.0——形成DRC規模化投放能力。我們已經初步具備了規模化投放能力，

還需要提升的地方包括：1) 繼續完善「確錢抓手」體系，特別是加快與主要銀行和支付公

司的合作和系統對接，在全國范圍內實現DRC資金自動高效的交付和分配；2）繼續完善「

效率導航」；3）持續升級「精準導航」。在這一階段，滴灌通將以自己的資本金和滴灌通中

國基金的資金直接投資給小微門店，滴灌通的收入主要來源於實現的投資回報。

其次，滴灌通2.0——完成區塊鏈部署，增加透明度，擴大投資者群體。滴灌通2.0，旨在

建立一個可以終極追蹤每一元投資的透明的、信息和價值跟蹤體系，使得投資者可以非常

便捷地對DRC進行分割和组合，讓任何風險偏好的投資者，都可以基於DRC，創設出適合

自己的投資產品，2.0階段，滴灌通可以透過溢價出售底層DRC，加速資金周轉，為股東和

基金投資者創造更大回報。

03. 滴灌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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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滴灌通3.0——滴灌通交易所MCM全面投入運作。「確權抓手」體系成熟，讓全球

更多投資人更便利地參與DRC投資和交易，讓更多小微門店，更便捷地向投資人展示自己

的經營業績，更方便投資人精準投資特定的小微標的。滴灌通的收入，除了投資收益、管

理費收益之外，交易和其他服務收益將會相應增加。

滴灌通3.0之後，最讓我們振奮的願景是：「滴灌星」系統可以成為連結投資類資金與消費

類資金的橋樑。消費類資金，對小微生意至關重要。來自消費的資金收入，往往會有淡旺

季波動。淡季收入減少，現金流緊張。通過「滴灌星」，我們可以利用投資類資金，直接激

勵消費者，支持門店實施促銷計劃，增加來自消費端的現金收入。通過「滴灌星」直接支付

給消費者的資金，事後將從門店旺季的收入中收回。這樣既可以熨平門店的收入峰谷波

動，刺激消費，也可以為投資人帶來更多、更小、更分散、更多樣化的投資機會。

隨着滴灌通模式的步步前行，我們將在投資者和小微企業之間，提供全鏈條的服務。這些服務

包括以下四個模塊：

模塊一：投資服務——規模化地投放DRC，以及與被投小微企業進行持續的投後跟蹤、溝通和

管理。

模塊二：交收服務——不斷優化「確錢抓手」，確保DRC全生存週期的信息準確。

模塊三：數據服務——用滴灌通的「效率導航」與「精準導航」，提供行業分析、開店策略、收入

預估、定價算法等數據服務。

模塊四：交易服務——為投資者提供DRC及其組合產品登記、託管、交易、清算、結算等服務。

上述四大服務功能，作為一套服務體系和技術網絡，既可以服務滴灌通，也可以服務全社會，也

是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

綜上，滴灌通的願景是：以資金為紐帶，用數字化網絡為支點，推動更高效的社會分工，實現更

公平的貢獻分配，讓天下的小微沒有難融的錢，讓天下的勞動創業者都能開得起自己的小店，

讓投資者的錢不僅「做善事」，還是「好投資」。滴灌通3.0之後，我們更冀望：「滴灌星」系統可

以把我們带到一個傳統金融從未征服過的高峰，那裡必將是一個風光無限的頂峰。



11

過去二十年，是科技發展顛覆改變傳統經濟的大時代。科技帶給傳統金融市場的深刻變革已經

到來，但相對電子商務「錢換物」的即時交易，金融市場是今天的「錢」，換取明天的「錢」的交

易。由于跨越時空，金融市場的數字化革命將更加複雜，更具挑戰，需要更系統化的思考、規劃

與實踐。

發表《滴灌通白皮書》就是滴灌通思考、規劃與實踐的開始。在這第一個版本中，我們試圖描繪

滴灌通眼中的未來世界，闡述我們的理想與目標，探索我們前行的道路和方向。寫這份白皮書，

我們冀望交流思想，吸引同志，引發思考，聚集能量，共同闖出一個新天地。

04.
為什麼發佈《滴灌通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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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滴灌通藍圖

滴灌通的夢想是建立一個嶄新的投資市場。通過這個市場，中國千千萬萬的小微經濟體，能夠

得到資本充分而持續的灌溉；全球資本能夠紮根中國消費經濟，分享每店每天收入，從而獲得透

明安全和清晰可測的投資回報。在獲得財務回報的同時，投資的社會意義亦得到彰顯。

過去二十年，科技革命徹底顛覆和改變了經濟社會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革命也一定會徹底

改變金融市場的運營模式。從互聯網電商和社交媒體的巨大成功中獲取靈感，吸取教訓，用數

字科技來構建這個新的金融市場：它更公平、更包容、更具社會影響力；資本在服務投资者的同

時，也造福社會。

本章闡述了滴灌通的使命、願景、長期目標、以及價值主張。進而討論傳統金融的核心制度安排

為什麼不適合小微企業，滴灌通如何利用數字化時代的機會進行創新，從而服務於小微企業。

第一節：滴灌通使命與目標

大型企業和跨國企業產生於工業社會和全球化初期，一直扮演資源調配和組織生產的角色，全

球的金融資本市場也圍繞它們運轉。然而過去二十年，隨著互聯網技術不斷普及，小微企業已經

可以獨立觸及全球的供應商和消費者，很多互聯網平合企業更把它們連接起來，「小微互聯」的

趨勢越演越烈。

我們認為，在未來的數字化時代裡，小微企業將成為更加核心的價值創造、就業創造、和稅收創

造的主體。數以億計的小微企業，通過數字化互相連結，既是當地的，又是全球的，成為人類經

濟生活的主體。任何經濟組織既是經營利潤的中心，也是社會責任的中心。每家「好」的生意，

無論多小，它都兼具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數字化，使得每家生意的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都會

永久地、不停地被度量、記錄和評價。

滴灌通要在數字時代裡做小微企業的賦能者。

「滴灌通」的名字，靈感來源於以色列農業滴灌技術。以色列借助於滴灌技術，将一個缺乏水資

源的國家发展成農業強國。誕生之初，滴灌通從小微企業最急迫的核心需求之一——缺錢—— 

切入，通過收入分成合約，來為小微企業進行資金賦能。在這個階段，滴灌通提供長期投資合

作資金，賦能勞動創業者，陪伴小微企業健康成長。並基於這些小微企業，打造一個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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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可持續發展的全新金融市場。隨著滴灌通的成長和成熟，滴灌通未來可以成為全球最大的

小微企業投資合作服務平台，進而為小微企業提供信用賦能、商業判斷賦能、人才賦能、客戶賦

能等。

因此，滴灌通的使命是用數字化的手段，把國際資本精準引到小微企業。在支持小微企業發展，

創造就業，走向共同富裕的同時，為投資界帶來一個高度透明、回報優良、流動性好的全新資產

類別。

滴灌通誕生於數字世界覺醒、世界格局重塑的2021年。在未來的十年裡，滴灌通有兩個具體而

切實的目標，即在數字化新時代裡：

一、幫助一百萬小微企業實現年利潤超過一百萬人民幣

二、支持一千萬個高品質、社會包容、環境友好的就業崗位

我們的世界觀決定了滴灌通的使命和目標，我們的價值觀便決定了滴灌通的價值主張。滴灌通

價值主張是：Do Well風險回報優良，Do Good社會意義突出，With Technology科技賦能。

第二節：傳統金融與小微企業的錯配

金融的本質，是信息交換與利益交換。世界上的資金永遠在尋找投資機會，而投資機會永遠在

尋找資金。金融的基礎功能，就是作為仲介連接互不認識的資金與投資機會。如果把金融市場

想成一個三角形，它由三個核心機制(3D)組成：第一是產品機制（Device），第二是信息和價格

發現機制（Discovery），第三是交易/清結算機制（Delivery）。

「華爾街」式的傳統金融市場，在全球範圍已成功運營過百年，它的基本模式和邏輯迄今未變。

在實體經濟底層信息不透明的時代，集約式管理與運作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唯一選擇——資金向

金融機構集中，實體經濟向大公司集中。為了給予投資者充分的信心和信任，華爾街為投資者提

供集中式的、高度複雜的、卻行之有效的「大三角」機制：產品機制以股債為主，信息/價格發現

機制以企業的信息披露、專業機構的信息核驗、和金融機構的市場詢價定價為主，交易/清結算

機制則以交易所的集中撮合為主。因此，在當今世界，對金融市場的風險運作機制和投資的認

識，是基於大市場，大三角，大公司的。大三角構成了金融市場中的閉環，使錢可以從一端到另

一端，通過正確的載體和信息價格發現進行安全的交收，從而得到充分的利益互換。然而，華爾

街的這個「大三角」機制卻無法服務小微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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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錯配的產品設計——傳統金融非債即股，但對小微，股債皆有嚴重缺陷。小微債權融資，

在解決短期資金周轉方面可以發揮作用，但難以滿足長期資本需要。用債權為小微企業做長期

融資，收益是固定有上限的，與承擔的風險完全是不匹配的。小微股權投資，受限於單體規模太

小，履行股東權益成本太高，收取股東回報挑戰太大，很難規模化推廣；

第二、昂貴和複雜的信息/價格發現——傳統金融市場的信息披露和價格發現：程式複雜，要求

嚴格，需要昂貴的專業人士服務，金融機構的背書，遵循一定的監管審查和批準。這對於小微企

業是很難達到的標準；

第三、集中的撮合交易——中央對手方式的清算結算模式是小微企業很難逾越的門檻。

傳統金融很昂貴。在傳統金融這個「大三角」機制下，欲融資的公司須「不遠萬裡」來到「華爾

街」，要「自證清白」和「自證可投」，依靠專業機構完成產品設計、價格發現、和交易設計，才可

完成融資。能夠支撐華爾街成本的，只能是比較大和成熟的公司。這些大公司才需要比較大的

融資，才有可能從中拿出一部分來支付金融三角的高昂綜合成本。全球目前也只有數萬家上市

公司，因此小微企業很難在傳統金融裡拿到錢。人們常說小微企業風險很大，實際是說它經不

起大三角的檢驗，因為它根本付不起這個錢，沒人給它做相應的產品，也沒辦法做信息和價格

發現，沒人能對它的交收予以保證。總之，為什麼小微難上華爾街？因為產品高不可攀，程序貴

不可及，交收重不可負。隨著數字化在中國消費經濟的高度普及和深入，隨著區塊鏈技術的成

熟，我們已經擁有必要的工具，來打破「大三角」，解決小微融資的歷史難題。

第三節：滴灌通的創新：「滴灌星」系統

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是現代商業社會的基礎之一。股份公司的出現，使現代商業既可以集中資源

辦大事，又可以通過分散股權來分散風險，我們才有了鐵路和現代工業等。「股」的發明，是為了

籌集資金，解決的是「聚合」問題；滴灌通面對的，是如何「分散」的問題。「股」並不適合海量、

細小、分散的小微企業投資場景。因此，滴灌通必須創設要比「股」更簡單，更容易操作的投資

產品，並同時搭建一個配套的作業系統。我們把這套系統，叫做「滴灌星」系統（圖表1）。

「滴灌星」系統是一套滴灌通開發的、服務小微企業投資的作業系統，它包括：一個產品、一對

「抓手」和一對「導航」。與傳統交易所等待公司前來上市的模式不同，「滴灌星」系統的理念

是：使用先進、便捷和精準的工具體系，系統性擁抱小微經濟的投資機會，並以高效、規模化和

可持續的方式，將國際資本精準引流到小微企業。在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增加就業的同時，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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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帶來優質合理的回報，為社會創造價值。

圖表1：「滴灌星」系統

一個產品：每日收入分成合約(DRC-Daily Revenue Contract)，稱之為「DRC」。DRC非股非债，

是投資者和小微企業簽署的一份合約，约定雙方的投資和收入分成關係。是「滴灌星」系統上

投資和交易的主要產品。這種合約式的投資形式，簡單、透明、靈活，成本低、容易操作，便於讓

滴灌通大規模支援小微企業的發展。

一對「抓手」：DRC的信息與價值，從小微門店傳遞到滴灌通，進而傳遞到投資者，是靠兩個「抓

手」完成的。

第一，DRC的收入信息採集和現金抓取，是靠一個「抓手」（Automated Repayment 

Mechanism，「Repayment ARM」）來實現的，簡稱「確錢抓手」。「確錢抓手」是一套數

字化的、自動的信息採集和現金抓取系統。通過合作網絡，將「確錢抓手」嵌入每一家投

資的門店，每日準確自動採集門店的收入資訊，同時自動抓取DRC約定的收入分成現金。

「確錢抓手」的合作網络包括：全國性銀行、支付公司、連鎖品牌商、SaaS公司、商業地產

公司等。通過「確錢抓手」，滴灌通實現裡「日日收錢」。

第二，門店的收入分成，通過「確錢抓手」收到滴灌通後，還要精準歸屬於DRC的投資者。

這是通過另外一個「抓手」（Authenticated Rights Market，「Rights ARM」）實現的，簡

稱為「確權抓手」。「確權抓手」指的是滴灌通交易所(MCM – Micro Connect Markets )

的權益確認系統。該系統基於區塊鏈、是分布式的。它有兩大特點：第一，技術上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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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一碼」，終極穿透，可追蹤且不可篡改；第二，投資者可以對底層資產做任何形式的組

合，理論上可以細化到任何一家門店、任何一天、任何一元的投資回報。該系統旨在讓投

資者精準確權，平滑對接小微企業。通過「確權抓手」，滴灌通實現裡「元元確權」。

兩套「導航」系統：要想把DRC大規模投放出去，需要高效精準的「導航」系统。滴灌通開發了

兩套「導航」系统，它們是滴灌通業務拓展和智慧投資的兩個核心指南，一個導航保障滴灌通的

投資數量，強在規模；另一個導航保障滴灌通的投資品質，贏在精準。

第一，模塊化的高效投放導航系統，簡稱「效率導航」（Modularized Automated 

Production ，「Production MAP」）。該「導航」將滴灌通的投資全流程，拆解成很多模塊

通過重組指引團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該「導航」包括上百個提高效率的工具系統，涵

蓋融資、投資、法律、財務、運營、風控、合規、產研等方方面面。「效率導航」是滴灌通「

強在規模」的保障。

第二，基於商圈的精準投放導航系統，簡稱「精準導航」（Market Actuarial Projections，

「Projections MAP」）。該「導航」是基於數據的機器學習系統，發揮滴灌通跨行業、跨地

區、精準實時數據的優勢，不斷提升門店營業額預估的精準程度。「精準導航」是滴灌通「

贏在精準」的保障。

總而言之，「滴灌星」作業系統，就是圍繞DRC這一簡單靈活的產品，用一個「確錢抓手」日日收

錢；一個「確權抓手」元元確權；兩套「導航」精準上量。它們構成了滴灌通信息精準發現，價值

無縫傳遞，與交收即時保障這三者之間的完整統一(圖表2)。

圖表2：「滴灌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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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傳統華爾街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集中式信任的「大三角」，滴灌通將為投資者提供成千

上萬個，分布式透明的「滴灌星」。只有這樣「滴灌星」式的投資系統，才能徹底解決小微金融的

長期困局，讓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血管末梢，正本清源，回歸本質 (圖表3)。在第二章至第四

章將展開闡述「滴灌星」系統。

圖表3：「華爾街大三角」與「滴灌星」系統對比

「華爾街大三角」 「滴灌星」

產品機制 股權、債權等  DRC

信息/價格發
現機制

企業的資訊披露、專業機構的信息分析 
金融機構的市場詢價定價

「效率導航」
「精準導航」

交易機制 法規制度、監管審核、法定機構
「確錢抓手」
「確權抓手」

第四節：滴灌通市場規模與政策環境

滴灌通首先進入的市場是中國的實體門店，包括零售、餐飲、服務和文體四大行業。目前，中國

大約有7000萬家實體門店，連鎖化率不到20%，連鎖門店大約有1000多萬家。連鎖門店是滴灌

通初期開拓的目標市場。我們相信，隨著數字化的進一步發展，中國門店的連鎖化率，會快速提

升，可供滴灌通選擇的連鎖門店數量，也會隨著快速壯大。

另外，隨著滴灌通數據的不斷積累和作業系統的不斷完善，未來非連鎖門店，也會成為滴灌通

的目標市場。同時我們也相信，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總體門店數量，也會進一步增加。當其他國

家的數字化發展成熟之後，全世界的門店都是滴灌通的潛在市場。

滴灌通用收入分成的方式，對實體門店進行投資。被投資門店沒有還本付息義務，門店經營失

敗，滴灌通將承擔投資損失。這種投資方式，在中國大陸，就是簡單的外商投資中國實體經濟行

為，是民法項下外資企業與小微企业的聯合經營關係。既然不是放貸行為，自然不適用相關法

規的監管。另外，滴灌通用海外資金投資中國實體小微企業，全程透明詳實，也不存在增加系統

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滴灌通支援實體經濟發展，創造就業，助力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政策環

境是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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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個產品：DRC

DRC指的是每日收入分成合約（Daily Revenue Contract），是滴灌通投資和交易的主要產品。

它是投資者和小微企業簽署的一份合約，約定雙方在一定時間內的投資和日收入分成關係——

投資者用現在的一筆投資換取小微門店未來一段時間內、一定比例的收入。

DRC是一張投資者和小微門店間的一個商業合約。該合約主要約定投資額、分成時間和分成比

例。投資額主要參照投資者的資產組合需要，分成時間主要參照門店的回本期和生存期，由雙

方協商確定。每日收入分成比例的釐定，則是根據投資額佔比、門店利潤率、分成時間和回款金

額為基礎，雙方協商而成。一般而言，滴灌通作為投資者，在門店的投資佔比越大、門店利潤率

越高，每日分成比例亦越高，反之亦然。隨著分成時間流逝、回款金額累積到一定程度，每日分

成比例亦呈階梯型下降，直至為零。

DRC簡單、靈活、易於批量生產，適合小微企業。小微企業是經濟社會的細胞，體積微小、數量

眾多；各行各業、無處不在；不斷代謝、不斷更新。因此適合小微企業的投資產品，產品形式必須

高度簡單，條款約定必須高度靈活，可以用較低的成本被大批量生產出來，同時要能夠可靠地

被執行。

DRC非股非債。在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的小微企業都無法或不適合做股權、債權的融資。現實

中的小微企業融資，絕大部分都是靠「親友團」完成的。日常生活裡，毫不缺乏這樣的例子：親

友合開小店，一年回本，三年關閉。這樣的「小花小草」生意，雖然長不成傳統資本市場光顧的「

參天大樹」，但按日計算的投資回報率卻非常有吸引力。這正是DRC要捕捉的投資機會。

小微企業喜歡DRC，主要因為兩個原因：首先DRC不是債，沒有强制到期還款風險；其次DRC是

同甘共苦的長期資本，但卻不會攤薄老股東權益，也不會永久參與收入分成。投資者喜歡DRC，

主要因為兩個不同的原因：首先，DRC不是債，投資者的回報不受利率上限限制，可以享有收入

增長的好處；其次，DRC不是股，儘管不能像股一樣永久參與分紅，但DRC投資者可以每日直

接從收入中自動分成，這是實現有效投資退出和風險管控的最佳安排。透明的每日收入又是投

資者價格發現的最佳基礎。如果說「股」的發明，在工業時代，推動了大公司發展的巨輪，那麼

DRC的發明，在數字時代，一定可以從根部，滴灌滋養出小微企業的萬紫千紅。

作為數量浩瀚的DRC的初創者，滴灌通必須從零開始命名、定義、標識、展示這些DRC。DRC不僅蘊

含著豐富的企業經營信息，還包含社會貢獻數據。不僅有對歷史數據的記錄，也有未來數據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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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C 的 命 名體 系。D RC 命 名包括四個字段。例如，某 家門店的 D RC 命 名為：「M C I -

B Z H X X X X X X（首 字 段 ）– C H 1 0 0 8 7 2 X X X（二字 段 ）–X X X X X X X（ 三 字 段 ）– 

2022030520271231（四字段）」其中：首字段：MCI代表原始DRC生產商，後面是某品牌，某門

店的獨特編碼。二字段：CH代表中國，後面代表地段（郵政編碼 + 滴灌圈）。三字段：代表行業、

業態、品類。四字段：代表合約初始時間和結束時間。

DRC的展現形式。DRC合約的多樣性來自於不同的投資金額、不同的分成比例、不同的分成期

限、不同的目標門店、行業地區等要素……要準確描述千差萬別的DRC，需要一套簡潔清晰、統

一明確的表述方式。下圖系統數據駕駛艙集中顯示DRC最重要的摘要數據(圖表4)：

圖表4：DRC 示意圖

DRC的財務數據和社會數據。門店的財務數據包括投資金額、實際與預測的回款金額、和分成

時間等。我們把每萬元投資額對應的日回款金額稱作「滴灌額」(MCY-Micro Connect Yield)，

指的是「針對滴灌通作為投資者，每萬元投資額而言，該門店日均回款給滴灌通的金額」，是對

DRC金額維度的描述。分成時間指的是聯營合約起始日至到期日的時長，是對DRC時間維度的

描述。

除了門店的經營數據外，DRC也可以詳實記錄門店的社會和環境貢獻。這些數據目前涵蓋的方

面很多：創造的就業、工作崗位的品質、性別殘障平權、環境保護等。面對數以億計的小微企業，

這些數據的收集、整理和記錄，本身就是一件浩大的社會工程。在滴灌通的初期，最集中關注的

是就業崗位。

DRC的歷史數據與未來預測。DRC蘊含豐富數據。當前主要分為兩類：1）歷史數據的記錄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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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數據的預測。記錄歷史數據，要求的是詳實可信，不可篡改。每個門店的收入數據被將記錄

在區塊鏈上。預測未來數據，要求的是方法清晰而透明。不同的預測者會有不同的參數輸入，需

要大家對方法有共識，形成一致的話語體系。對於這些數據的記錄和分析，將在第四章第二節

裡（「精準導航」）展開闡述。

滴灌包和滴灌基金。鑑於DRC單筆小額，總數海量的特點，投資者投資DRC，以組合形式完成，

而不是像傳統金融那樣投資單一底層資產。DRC作為底層資產，由滴灌通中國基金——簡稱「

滴灌基金」（DRF-Daily Revenue Fund）——通過其外商独资企业（WOFE），在內地直接投資

門店生成。滴灌基金結構上是一隻傳統基金，但其本質上是一個「每日收入基金」。滴灌基金可

以全週期持有底層DRC，也可將部分靜態或動態的DRC打包，賣給希望直接持有底層DRC的投

資者。我們將因此形成的每包DRC資產，稱為「每日收入資產包」，簡稱「滴灌包」（DRP-Daily 

Revenue Pool）。因此，投資者有兩大途徑參與滴灌通市場：一是認購滴灌基金的基金份額；二

是向滴灌基金購買滴灌包（圖表5）。

結構化的DRC和滴灌包/基金。無論是投資滴灌基金，還是購買滴灌包，投資者都可以按照自己

的風險收益和流動性需求，進行結構化分層投資。結構化分層的目的，就是把合約代表的未來

現金流加以切分，不同切片產生不同風險和收益，從而滿足不同投資者的需要。這是在DRC和滴

灌包/基金之上，創造衍生產品，數量可至無窮。在滴灌通初期，這些衍生產品，可以與傳統的資

產證券化直接對接。在可預見的未來，區塊鏈技術的應用會使得資產憑證化更加容易。

滴灌包資產憑證化，對於資產方而言是價值的最大化，對資金方而言是風險的清晰區隔。這些

憑證，為傳統資本市場上的固定收益投資者，打開一扇參與滴灌通小微投資實踐的門；也為滴

灌通交易所MCM提供充足的可交易資產。結構分層後中小微企業收益權憑證，作為一個新的

資產類別，對世界、對中國、對港澳都具有現實意義。

圖表5：投資者參與滴灌通市場的路徑

 每日收入資產包（簡稱滴灌包，DRP）由

一組靜態或動態的DRC構成，與資產抵押

證券非常相似

 投資人從滴灌基金直接購買DRC的所有權

 滴灌通透過確錢抓手持續管理並執行DRC

滴灌包

 認購滴灌基金份額

 提供滴灌包結構化分層服務

 收取平臺服務費

公司融資

 每日收入基金（又稱滴灌基金，DRF）為

開曼離岸基金

 專注於投資DRC的特殊一級市場實體

 滴灌基金可以全周期持有DRC，也可將

DRC打包成滴灌包，販售給投資人

滴灌基金

優先級 劣後級 優先級 劣後級 平層

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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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對「抓手」：確錢與確權

第一節：確錢抓手

DRC的關鍵在於收入金額可驗證，資金分配可執行。在數字化時代之前，這兩點很難做到，而

今天這種機制已然普遍存在。我們把這套自動回款機制稱為DRC的「確錢抓手」（Automated 

Repayment Mechanism，「Repayment ARM」）。

「確錢抓手」是一套數字化的、自動的信息採集和現金抓取系統，它確保了DRC的執行和交收。

滴灌通與合作夥伴（包括全國性銀行、支付公司、品牌商、鏈鎖企業、地產商和SaaS服務商等），

將「確錢抓手」嵌入到每一門店的數字網絡上。通過「確錢抓手」，滴灌通實現「日日收錢」。

通過對小微門店每日經營數據的準確採集，「確錢抓手」實現了收入金額可驗證。通過對小微門

店入賬銀行清分賬戶的有效把控，「確錢抓手」實現了合約各方在資金分配上可靠執行。正是得

益於國內居民無現金消費的習慣和企業數字化的普及，「確錢抓手」可以簡單、高效、可靠地將

屬於滴灌通的收入分成自動分配到帳，從而極大簡化DRC合約的交付流程。小微門店的日銷售

歸集到指定的資金帳戶，並按照DRC的合約規定，在門店、連鎖品牌商、和滴灌通之間進行核驗

和分配，確保DRC合約的執行。

圖表6是「確錢抓手」的示意圖，其核心由資訊系統和資金系統構成。資訊系統前置接入外部門

店的訂單系統，可以隨時隨地獲取門店營業和收入數據流。數據流將即時同步到資金系統，再

依次由資金系統賬務計算中心、異常校驗中心、劃扣驅動中心、對賬清結算中心使用，並完成最

終的收入資訊確認和執行的動作。每一筆資訊不僅細化到品牌企業、門店，更能下沉到門店的

每筆消費訂單，確認好的資金結果通過下游的銀行等金融機構，並通過滴灌通財務系統，最終

實現算帳、扣賬、對賬、記賬的資金全流程操作。

在資訊系統方面，「確錢抓手」目前已經接入了全國範圍數十家各行業主流SaaS訂單系統、並

且自研開發了不同行業的業務中台（訂單管理、會員管理等）與財務系統。其配置化能力，已經

可以在數小時完成一家門店的落地上線。在資金系統方面，「確錢抓手」目前已經與國內主流

銀行、清算機構建立起合作，並隨著時間推移，陸續接入更多的銀行、清算機構、支付和收單機

構。未來，滴灌通將與生態夥伴一起繼續壯大「確錢抓手」，依託科技不斷探索資訊和資金的雙

流合一，讓信息傳遞更準確，資金回收更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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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錢抓手」是通道、橋樑，是連接成千上萬小微企業的基礎設施。它打通投資人與小微企業之

間通路，實現數據和資金在投資人與小微企業之間的上通下達。一方面，投資資金可以沿著這

套基礎設施精準滴灌到小微門店；另一方面，通過持續不斷抓取到的小微門店日/月/年度營收，

投資人可精準識別和預判該標的資產的優良度、收益率以及風險情況。

圖表6：「確錢抓手」示意圖

第二節：確權抓手

門店的收入分成，通過「確錢抓手」收到滴灌通後，還要精準歸屬於DRC的投資者。這是通過另

外一個「抓手」（Authenticated Rights Market，「Rights ARM」）實現的，簡稱為「確權抓手」。

「確權抓手」指的是滴灌通交易所 (MCM – Micro Connect Markets) 的權益確認系統。該系統

基於區塊鏈、是分布式的。

在滴灌通交易所上，千千萬萬的小微企業的數字合約（包括DRC、滴灌包、滴灌基金等）對應的

憑證都可以在此交易，投資者得以參與和分享小微企業的價值創造；為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提

供了海量的優質產品和資產配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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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創辦滴灌通交易所？全球金融產品交易場所，大致分為兩大類別。第一類是標準產品

交易所。在這類交易所裡，交易產品高度標準化、交易手段為集中競價、高度依賴中心化機構（

例如中央登記清算機構、託管銀行、券商等）、大多允許散戶參與。這些特點，要求標準品交易

所運營地區，有完備的法律監管與披露條例，投資者保護機制，和配套的金融基礎設施。第二

類是非標產品交易場所，大多採用分散撮合交易，參與者為專業機構，因此對交易所運營地區

的法律和基礎設施配套要求較低。非標金融資產交易，在全球都是一個極需滿足的龐大需求；

然而在數字化時代之前，非標產品的交易撮合和清算費時費力，因此世上少有大型的非標交易

所。

DRC對應的是數以億計的小微企業。這些投資產品，受益於數字技術，不僅數量巨大，而且可高

度標準化。然而作為一個全新的資產類別，要被世界主流的標準產品交易所接納，需要修正大

量傳統制度，曠日費時。如果要將這些產品納入非標產品交易所，雖然理論上可行，但實際上縱

觀全球，並不存在任何一家足夠大的非標產品交易所可以承受。

滴灌通交易所有何不同？滴灌通交易所專門為小微企業而建，以交易DRC相關產品對應的憑證

為主，它們數量巨大，標準化程度也很高。區塊鏈技術使得滴灌通交易所不必依賴中心化的登

記清算機構和託管機構。在運行初期，滴灌通交易所採取「一對一、一對多」的分散撮合模式，

僅限持有金融牌照的專業投資者參與，從而也大幅降低了合規複雜度。因此在運營初期，滴灌

通交易所更類似於傳統的非標交易所，但規模更龐大，產品也更豐富和標準，交易處理和服務

更自動化。

滴灌通交易所有兩大特點：第一，技術上實現了「一元一碼」，終極穿透，可追蹤且不可篡改；第

二，投資者可以對底層資產做任何形式的組合，理論上可以細化到任何一家門店、任何一天、任

何一元的投資回報。該確權系統旨在讓投資者精準確權，平滑對接小微企業。

首先，滴灌通交易所建立在區塊鏈技術之上，區塊鏈技術是滴灌通解決披露風控不匹配的利

器。基於DRC單筆小額，海量分散的特點，區塊鏈將實現對每一元的上鏈追蹤和不可篡改。滴

灌通的理想是：一元一碼，每日確權，全程透明，終極穿透；讓交易、結算、清算更透明，更安

全、更高效、更便宜；讓監管更放心。

其次，由於可以終極穿透，各類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都可以根據自身需求，任意搭建自己獨

特的DRC組合。小微投資就不再只是冒險家的遊戲，風險可以精準發現，分層吸收，讓所有投資

者都有機會參與普惠金融，並能從中賺取合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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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滴灌通交易所成立前，DRC裡的初始「投資者」角色，是由滴灌通來扮演的。滴灌通根據歷史

數據，對門店作出自己的判斷，從而確定投資額和分成方式。滴灌通交易所成立後，不同的投資

者可以根據自身的經驗知識、風險偏好和資金成本，來交易這些DRC對應的憑證，從中獲得財

務回報和社會價值。

創建滴灌通交易所的初衷，是希望為海量DRC及其組合對應的憑證，提供一個高效的交易市

場，進而為中國的小微經濟發展，持續引入國際資本；同時也為國際資本提供一個全新的藍海

投資機會；為中國經濟的雙循環戰略，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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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對「導航」系統：
效率與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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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對「導航」系統：效率與精準

通過帶一對「抓手」的DRC，我們找到了適合投資小微企業的產品。為了讓資金可以快速、

高效、準確地投放到合適的小微企業，我們還需要導航系統。滴灌通開發了兩套「導航」系

統：Production Map（Modularized Automated Production），簡稱「效率導航」；和Projections 

MAP（Market Actuarial Projections），簡稱「精準導航」。這兩套「導航」系統是滴灌通業務拓

展和智慧投資的核心指南：一個保障滴灌通的投資數量，強在規模；另一個保障滴灌通的投資

品質，贏在精準。通過這兩套「導航」系統，滴灌通主動快速地搜索到大量的優質小微企業，控

制風險，保障投資的數量與質量。

第一節：效率導航

在傳統金融模式下，欲融資的公司須「不遠萬裡」來到「華爾街」，要「自證清白」和「自證可投」，

依靠專業機構完成產品設計、價格發現、和交易設計這個「大三角」，才可完成融資。這個成本

高昂的「大三角」機制，是小微企業對傳統金融市場望而卻步的真正原因。在「滴灌星」系統裡，

滴灌通必須主動擁抱小微企業，以高效率、大規模，和可持續的方式，用簡單、便捷和精準的工

具體系，系統性地去尋找和發現小微投資的藍海。

滴灌通主動高效地擁抱小微企業，靠的是「效率導航」。「效率導航」是滴灌通進行業務拓展和

獲取客戶的核心系統，貫穿投前、投中和投後全部業務流程。目前已包含上百個融資、投資、法

律、財務、運營、風控、合規、產研系统和工具，並且組建了包括連鎖企業、SaaS服務商、地產

商、各類型投資機構、銀行等在內的戰略合作夥伴網絡。效率導航，不是一個簡單的工具，而是

一套環環相扣的流程和工具系统。其核心功能是持續提高滴灌通業務和投資拓展的速度，實現

高效和規模化投放。圖表7展示了一些關鍵流程系统的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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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7：滴灌通「效率導航」之流程系统

流程系统 核心功能

融資系统
滴灌通的資金端，對接各類機構投資者，專業投資者，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機
構。這個系统的功能是不斷擴展資金端合作夥伴，並讓有不同風險收益需求的合
作夥伴能夠清晰準確地跟踪投資流程、投資收益與投資風險。

合作夥伴管理
系统

連通滴灌通的合作夥伴網絡，包括SaaS平台 、金融機構、支付公司、商業地產
和諮詢顧問等多種類型，讓合作夥伴能夠源源不斷地為滴灌通輸送優質品牌企業
和門店，助力滴灌通推動合作和投資的落地。

品牌企業拓展系
统和門店投資

系统

涵蓋滴灌通的投資全流程，不僅讓所有拓展節點均能實時顯示和追蹤，投資進程
高度可視化，還擁有投資方案與協定生成等自動化工具，以及從品類到品牌企業
再到門店的智慧化評估系统（與「精準導航」連接），是滴灌通實現高效投放、
強在規模的核心。

投後經營管理
系统

連通所有已投品牌企業的經營管理系統，以及銀行和支付公司等金融機構的自動
分賬系統，使投放系統能夠即時自動獲取和展示每個門店、每天的營業額數據，
並實現收入分成現金流的自動清分。此外，投後經營管理模塊對投後數據的實時
跟蹤和分析，也讓滴灌通能夠及時掌握各門店的經營表現，並對門店未來的營業
額預估進行動態調整。

資產證券化系统
主要用於將DRC或者滴灌包進行資產證券化的流程。它覆蓋的工作流程包括支持
投資者與內外部機構，智能選取底層資產、評估底層資產的現金流規模、速度和
相應風險，進行相應的架構設計和資產銷售。

第二節：精準導航

「精準導航」是滴灌通可以用低成本、低風險、高品質、高收益，規模上量的智慧投資體系，旨

在持續提高滴灌通投資決策的精準度和品質。「精準導航」是基於數據的機器學習系統，發揮

滴灌通跨行業、跨地區、精準實時數據的優勢，不斷提升門店營業額預估的精準程度。它對單

一小微門店——無論門店地處在中國哪個省市地縣和商圈、無論門店屬於哪個行業，業態和品

類——進行智慧分析和收入預測精算。「精準導航」是滴灌通開發的價值發現體系，是滴灌通「

赢在精準」的保障。

隨著數據量增長，「精準導航」的階段側重亦不相同。滴灌通起步時，「精準導航」以「確錢抓

手」為重——滴灌通只投「確錢抓手」可靠的門店。在「確錢抓手」到位後，「精準導航」以「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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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重——此时滴灌通跟著贏者走，只投業績優越的合作夥伴控制下的門店。隨着數據量累

積，「精準導航」逐漸以「精算」為重——此时滴灌通跟著數據走，靠智慧上量，靠精算保質。

滴灌通行業劃分體系。小微企業遍佈各行各業，滴灌通的生意也必然遍佈各行各業。所以建立

了「行業-業態-品類-品牌-門店」的五級分類系統。目前聚焦在中國消費領域的四大行業，27個

業態，158個品類。在品類之下，還有數以萬計的品牌數量，和數以千萬計的門店數量。不同行

業/業態/品類/品牌的門店數、開關店數、運營期、閉店期和生存期等關鍵數據，構成預判門店營

業額和生存期的重要輸入。

滴灌通商圈劃分體系。在行業屬性之外，小微企業還有很強的地域屬性。一個門店經營的好壞，

與門店的位置密不可分。因此除了行業劃分，我們還需要對地域進行劃分，由此創造了滴灌圈

（MCD-Micro Connect District）的概念。滴灌圈是滴灌通根據明確的標準（例如人流量指標

和消費力指標等），以河流、橋樑和道路等天然阻隔為邊界，對全國各城市區域進行劃分，所得

到的地理範圍。通過構建滴灌圈 ，能更精準和自動化地預估門店營業額。滴灌圈地圖系統最終

將呈現出城市、滴灌圈和門店三個維度的數據和功能。

DRC的收入預測精算。有了行業與商圈體系之後，可將如恒河沙數一般的小微企業進行對比。

第一個對比的總結性指標，就是滴灌額 (MCY-Micro Connect Yield)（萬元日回款）—— 其

含義是「針對滴灌通作為投資者，每萬元的投資額而言，該門店日均回款給滴灌通的金額」。如

果某門店的滴灌額為13.7元，那意味著每年滴灌通每萬元投資，大約可以從該門店收到5000元

（13.7×365），回本期2年。滴灌額是判斷門店經營情況的核心指標。

滴灌比（SIR-Sales Investment Ratio)。滴灌額雖然直觀，卻難免主觀。在門店層面，它不僅取

決於門店營業額，還取決於滴灌通與門店之間的分成比例，後者由主觀的商業談判行為決定。

為此我們創造了滴灌比的概念：每個門店的滴灌比就是指每萬元門店投資，對應的當月（過去

30天）日均銷售額。這些滴灌比，層層等權平均，可以迭加出行業/業態/品類/滴灌圈的滴灌比。

滴灌比是一套強力的指標體系。它既可以幫助小微店主創業開店、管理本店進行參照，也可以幫

助滴灌通進行投資決策和組合構建。

滴灌額和滴灌比很類似，都是萬元投資額對應的「收入數」。然而它們的差別也是很巨大的。第

一，投資者主體不同。滴灌額的投資主體是滴灌通，滴灌比的投資主體是門店的投資者，可以是

連鎖品牌商、門店主本人、PE/VC機構、也可以是滴灌通。第二，收入數不同。滴灌額的收入數

是在門店營業額的基礎上，歸屬於DRC持有者的部分。而滴灌比的收入數則是門店營業額的全

部。第三，含義不同。滴灌額是投資回報率的概念，而滴灌比是投資銷售率的概念。後者受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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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態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前者。舉例而言，兩個原始投資額一樣的門店，一個是超市，另一個是

髮廊。超市的日營業額可以遠遠高於髮廊（因此有很高的滴灌比），但其銷售利潤率相對低（因

此給DRC持有人的分成比例也低，滴灌額則未必高）。因此兩者用處不同。滴灌比更多地展示各

行各業的銷售額情況，而滴灌額則被更多用在DRC的價值判斷上。

滴灌指數（SIRI-Sales Investment Ratio Index)。滴灌比是一個時點上的數，把不同時點的數

串起來，就形成了滴灌指數。滴灌通將按時公佈，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滴灌指數，協助投資者

做出其投資和管理判斷。

DRC未來數據的預測與創新。DRC裡，不僅有歷史數據，更有未來預測。滴灌通面對數以億計

的小微企業，在經營預測上不可能遵循傳統金融做法，依賴經驗豐富的分析師完成。所以滴灌

通必須依賴大數據、依賴人機結合的智慧模型、「先滴後灌」的企業全生命週期盡職調查來完

成預測。因此我們在精算分析門店時，在預測方法論上進行了四個方面的創新：

1.數據來源：順藤摸瓜。所有的預測都必須基於相對可信的數據，數據來源就是「藤」。滴

灌通初期與各行各業的連鎖品牌商、SaaS公司、行業協會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這些

合作方擁有相對豐富、相對可信的數據。這為我們用數據推測未來、監控當下提供了堅實

的基礎，也為滴灌通投資品質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2.預測方法：人機並行。我們的預測，既有人工經驗的推斷，也有智慧模型的判斷。兩者並

行，互相學習和比賽，是保證我們預測能力不斷提高的關鍵。滴灌通初期的時候，我們需

要各行各業有經驗的分析師、開店能手來一邊判斷、一邊建立模型。隨著門店實際經營數

據不斷累積，模型在有指導的學習下越來越聰明，預測誤差越來越小。

3.時間序列：先滴後灌。滴灌通的預測，怎麼做到又多又準，很重要的一個理念是全生命

週期盡調。無論我們怎麼努力，通過人的智慧和機器的智慧來判斷小微企業的未來，傳統

意義上的（投前）盡職調查都是有限的。於是我們創造了「先滴後灌」的方法，把對一個小

微企業的盡職調查內嵌到小微企業的整個生命週期裡，保證對小微企業的盡職調查不僅

是投前的、還同時是投中的和投後的，這會大幅地提升我們投資的品質（更準）—— 更高

的收益率、更低的風險——和投資的速度（更快）。具體做法是，當我們的（投前）盡調判

斷通過的時候，我們先投同一品牌企業的少數店，小金額。隨著門店日度經營數據進來，

我們不斷證實/證偽投前的盡調判斷。好的加碼，差的減碼（滴灌通設計上，每日都在退出

投資，不進則是退）。由於我們有顆粒度較細的日度數據（甚至是每筆交易數據），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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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春江水暖鴨先知」地判斷某個品牌、某個門店的經營狀態，從而儘量獲取門店上升

期的經營紅利，而儘量避免門店下降期的經營風險。因此，滴灌通的盡調是每天進行的，

是貫穿於門店整個生命週期的。用統計的語言來說，就是在時間序列上，用門店過往的實

際經營數據來預測未來。

4.截面序列：同行跨界。除了時間序列的推斷以外，還需要截面數據，來對門店經營進行

預測。我們既用行業品類的邏輯，也用類似可比商圈（滴灌圈）的邏輯，來推斷某個門店

的未來經營狀況。舉例而言，我們要預測某個洗髮店A的營業額，我們既用全國洗髮同行

的營業額來推斷（行業品類邏輯），也用全國類似商圈裡，由於消費群體類似而產生營業

額變動高相關的咖啡店B和健身點C來推斷（可比商圈邏輯）。既同行，又跨界，這使得我

們的數據分析，有別於單行業（例如某個品牌連鎖）和單商圈（例如某個商業地產）的運營

者。

由於滴灌通分析的門店都是幾年生的「小花小草」，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參天大樹」，所以相

比起傳統的企業預測分析，滴灌通的預測分析有顯著的不同：第一、我們分析的變量比較簡單：

營業額、回本期、生存期。第二、我們分析的時間長度，往往較短。傳統分析往往需要對五年後、

十年後的技術變遷、競爭格局做出預判，滴灌通則不需要。第三、由於我們分析標的數量巨大，

我們更追求同類型企業的「同質性」分析，拷問其統計意義上的顯著與否。傳統分析由於標的

少，對企業的「異質性」分析則是關鍵。這點上滴灌通的分析更類似於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對投

保者的精算分析，並非是建立在醫生對每個投保者個體健康分析的基礎之上，而更多是依賴人

群共性實現。第四、由於我們掌握即時、精準的企業經營數據，數據顆粒度遠比傳統分析要細要

快，這使得預測可以按日調整。由於這四點的顯著不同，滴灌通的盡職調查，非常不同於傳統資

本市場的盡職調查，以實現規模化和精準化的統一。

十個智慧引擎。滴灌通已經開發了十大智慧引擎（圖表8），不斷預測、不斷校正每個門店的未來

營業額、剩餘分成期、剩餘回款總額，DRC風險價值等關鍵未來數據。這十大引擎，構成了「精

準導航」的主體，使得滴灌通能更加精準高效地分析預測小微門店的未來經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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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8：滴灌通「精準導航」之智慧引擎

智慧引擎 核心功能

0號 DRC生產

1號 基於行業品類邏輯，預估小微門店的營業額

2號 基於滴灌圈邏輯，預測小微門店的營業額

3號 基於勞動創業特徵，預測小微門店的營業額

4號 基於門店實際營業額與歷史預測的偏差，預測小微門店的營業額

5號 預測小微門店的剩餘分成期

6號 預測小微門店的剩餘回款額

7號 分析DRC/包的風險與收益，推斷內涵價值

8號 滴灌包資產配置、收益與風險管理

9號 滴灌包的結構化與憑證化分析

0號引擎用以生產DRC。面對數量巨大的小微企業，要釐定和明確雙方合適的收入分成比例，必

須人機結合地完成：由機器智慧地產生分成比例和合約文本，人工根據小微企業具體情況加以

輔助和調節。人機結合，解決了智慧合約生產過程中的效率問題和透明問題。滴灌通投資，雖然

是在營業額層面進行分配，但由於承擔了小微企業的經營風險，從這點上說很類似股權，所以

必然要與小微企業的利潤率有關。一般而言，利潤率高的行業/地區，分成比例高，反之亦然。同

時，滴灌通投資，又類似「階段性遞減的股權」，分成比例隨著回款里程碑的實現而階梯下降。

1-4號引擎用以預測門店的營業額。1號引擎是基於行業品類來進行預測，2號引擎是基於滴灌

圈來進行預測，3號引擎是基於門店的店長（勞動創業者）特徵來進行預測，4號引擎是基於門店

歷史上的營業額來進行預測。1-3號引擎用的是截面數據，4號引擎用的是時序數據。不同模型

的開發和使用，是分階段循序漸進的——在滴灌通運行的初期，1號引擎與2號引擎起到主導作

用。隨著數據量的累積，3號和4號引擎才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5-6號引擎分別預測門店的剩餘分成期與剩餘回款額。剩餘分成期是綜合考慮了門店的租約期

限、DRC的合約期限、以及門店的預計生存期後，所得出的DRC分成時長的估計。剩餘回款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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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分佈則是結合門店未來營業額預測與剩餘分成期得出。

7-9號引擎則是針對滴灌投資產品的金融分析工具。7號引擎分析了DRC的風險價值，8號引擎

分析滴灌包的資產配置，9號引擎分析結構化滴灌包的風險價值。

滴灌研報。滴灌研報的目的是把我們對DRC的分析研究傳遞給投資者。要使DRC成為可持續投

資的產品，我們需要將對其的判斷分析，通過研究報告的方式進行展示和傳遞（三方評級也是

同理），時時更新，輔助投資者判斷。面對億萬小微，用傳統的投行分析師既不可能，也太昂貴。

我們採取的辦法是，抓住DRC的關鍵分析點（營業額、回本期、生存期等），用智能算法來對每

張DRC的收益和風險進行分析評估，從數據庫和知識庫裡自動生成滴灌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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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滴灌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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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滴灌通路線圖

第一節：滴灌通現狀與增長方式

「滴灌星」並非僅是設想，它已經是現實。初創數月，滴灌通已經完成了逾1000家門店的投資。

這些門店遍佈中國30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超過100個城市。投資覆蓋了與十三億中國人日

常息息相關的零售、餐飲、服務、文體四大行業。

DRC已經從概念進入了量產階段——滴灌通的投資能力，在過去半年，已經從零發展到每月

200+家門店。到今年年底，預見滴灌通將實現月投資500+家門店的突破。到2023年，滴灌通將

實現月投資1000+家門店。有了這種速度，在不久的將來，滴灌通會成為全球最大的門店投資

者。

滴灌通起步於最具挑戰的時期——在過去數月，中國依然面臨嚴峻的疫情考驗形勢；DRC在此

期間依然取得了優良的財務回報，風險可視可控。不僅如此，DRC還實踐了財務回報與社會意義

的結合，獲得業界與社會認可。所有這些工作，都歸功於滴灌通團隊日夜不輟的努力——目前滴

灌通已經組建了一個150人的初期團隊，他們來自於科技、金融、連鎖消費企業、法律財務專業

機構等不同背景。

滴灌通高速發展，得益於兩個重要因素。第一是中國大量的、生機勃勃的、高度數字化的小微

消費企業。中國擁有超過7000萬家的小微消費門店，成為DRC取之不竭的源頭活水。第二是我

們的兩套導航系統，已經初露鋒芒。「效率導航」目前已括上百個提高效率的工具系統，涵蓋融

資、投資、法律、財務、運營、風控、合規、產研等方方面面。「效率導航」是滴灌通「強在規模」

的保障。「精準導航」是基於數據的機器學習系統，發揮滴灌通跨行業、跨地區、精準即時數據

的優勢，不斷提升門店營業額預估的精準程度。「精準導航」是滴灌通「贏在精準」的保障。

就增長方式而言，面對遍布全國的小微門店，小額海量的DRC，滴灌通是否能保持目前的高速

增長，在未來五到十年內，真正做到數十萬、上百萬的投資嗎？完全可能！

在投資程序上，滴灌通依靠「效率導航」和「精準導航」體系，將投資的標準化、模塊化、數字化

和智能化做到極致，做到末梢。

滴灌通的投資戰略是「順籐摸瓜」：「跟著贏者走」，「跟著（確錢）抓手走」，「跟著數據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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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滴灌通雖然只投資門店，只投已有成功業績的品牌連鎖門店，只投「確錢抓手」有效的

門店，只投已有真實數據的門店。滴灌通「跟著贏者走」的戰略將沿著三條增長曲線發展：

跟隨「線」的贏者——與具有成功業績的連鎖品牌合作，投資他們開設的實體門店；

聯合「面」的贏者——與城市商業地產公司，SaaS公司和地方政府合作，發揮他們在「面」

上的綜合優勢，與滴灌通一起，形成新的聯盟，實現對「面」上門店的精準投資；

共創新的「生態」贏者——滴灌通用資本做紐帶，以數據為導航，與小微經濟的各類參與

者一起，包括品牌商、連鎖門店、SaaS公司、地產商、地方政府、供應鏈、門店經營者、消費

者等，共同創造一個任何參與者的貢獻都能被認可、被激勵、更公平、更有效、更繁榮的生

態環境，讓小微投資的範圍更廣、更透明、回報更穩定、更可持續。

總而言之，滴灌通冀望讓資本不僅能給其股東帶來優質的回報，還能更好地服務和賦能客戶、

社區、僱員和其它各類利益攸關者。

第二節：滴灌通發展路徑與商業模式

滴灌通今天能夠推出「滴灌星」系統，受益於中國小微經濟數字化的高度普及與深入，受益於

區塊鏈技術的迅速成熟。萬裡長征，始於足下。我們從「千店」起步，開始向「萬店」、「十萬店」、「

百萬店」，步步前行。我們的征途將由三個里程碑所構成：滴灌通1.0，滴灌通2.0，和滴灌通3.0。

首先，滴灌通1.0——形成DRC规模化投放能力。我們已經初步具備了規模化投放能力，需要提

升的地方包括：1) 繼續完善「確錢抓手」體系，特別是加快與主要銀行和支付公司的合作和系統

對接，在全國范圍內實現DRC資金自動高效的交付和分配；2）繼續完善「效率導航」；3）持續升

級「精準導航」。在這一階段，滴灌通將以自己的資本金和滴灌通中國基金的資金直接投資小微

門店，滴灌通的收入主要來源於實現的投資回報。

其次，滴灌通2.0——完成區塊鏈部署，增加透明度，擴大投資者群體。滴灌通2.0，旨在建立一

個可以終極追蹤每一元投資的透明的、信息和價值跟蹤體系，使得投資者可以非常便捷地對

DRC進行分割和组合，讓任何風險偏好的投資者，都可以基於DRC，創設出適合自己的投資產

品，2.0階段，滴灌通可以透過溢價出售底層DRC，加速資金周轉，為股東和基金投資者創造更

大回報。

再次，滴灌通3.0——滴灌通交易所MCM全面投入運作。「確權抓手」體系成熟，讓全球更多

投資人更便利地參與DRC投資和交易，讓更多小微門店，更便捷地向投資人展示自己的經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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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更方便投資人精準投資特定的小微標的。滴灌通的收入，除了投資收益、管理費收益之外，

交易和其他服務收益將會相應增加。

滴灌通3.0之後，最讓我們振奮的願景是：「滴灌星」系統可以成為連結投資類資金與消費類資

金的橋樑。消費類資金對小微生意至關重要。來自消費的資金收入，往往會有淡旺季波動。淡

季收入減少，現金流緊張。通過「滴灌星」，我們可以利用投資類資金，直接激勵消費者，支持門

店實施促銷計劃，增加來自消費端的現金收入。通過「滴灌星」直接支付給消費者的資金，事後

將從門店旺季的收入中收回。這樣既可以熨平門店的收入峰谷波動，刺激消費，也可以為投資人

帶來更多、更小、更分散、更多樣化的投資機會。

隨着滴灌通模式的步步前行，我們將在投資者和小微企業之間，提供全鏈條的服務。這些服務

包括以下四個模塊：

模塊一：投資服務——規模化地投放DRC，以及與被投小微企業進行持續的投後跟蹤、溝

通和管理。

模塊二：交收服務——不斷優化「確錢抓手」，確保DRC全生存週期的信息準確。

模塊三：數據服務——用滴灌通的「效率導航」與「精準導航」，提供行業分析、開店策

略、收入預估、定價算法等數據服務。

模塊四：交易服務——為投資者提供DRC及其組合產品登記、託管、交易、清算、結算等服

務。

上述四大服務功能，作為一套服務體系和技術網絡，既可以服務滴灌通，也可以服務全社會；也

是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

綜上，滴灌通的願景是：以資金為紐帶，用數字化網絡為支點，推動更高效的社會分工，實現更

公平的貢獻分配，讓天下的小微沒有難融的錢，讓天下的勞動創業者都能開得起自己的小店，

讓投資者的錢不僅「做善事」，還是「好投資」。滴灌通3.0之後，我們更冀望：「滴灌星」系統可

以把我們带到一個傳統金融從未征服過的高峰，那裡必將是一個風光無限的頂峰。



41

第六章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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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語

這是滴灌通白皮書的第一個版本。我們試圖描繪我們眼裡的未來世界，以及滴灌通在通向這個

世界的探索。希望借此白皮書來交流思想、吸引同志、也用它來指導滴灌通自身的行動。

在數字化的時代裡，人類組織經濟生活的方式，會越來越遠離工業化時代的流水線，遠離傳統

的跨國公司；數以億計的勞動創業者和小微企業會真正成為經濟生產的中心，並通過無數的合

約，來交換資訊、共用資源、共用成果。每個經濟單元的經營效益和社會環境貢獻，都會在合約

裡得到記錄、體現、交易、和分享。區塊鏈技術使得這些合約的生成和交換，成為可能。傳統的

以少數大企業為中心的、依賴大量專業人士和制度公信力的金融市場，也將徹底隨之改變。

滴灌通誕生於這樣的認識，服務於這樣的願景。滴灌通的使命是，把國際資本精準引到小微企

業。在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創造就業，走向共同富裕的同時，為投資界帶來一個全新的資產類

別——該資產類別的底層由DRC組合或分割而成，具有極高的透明度，優質回報和良好的流動

性。滴灌通致力開發全新的投資與交易系統，讓投資者可以對每一元投資進行精準確權，並對

DRC進行隨意組合。

滴灌通追求兩個長期目標：一個是幫助1百萬小微企業實現年利潤超過1百萬人民幣，另一個是

支援1千萬個高品質、社會包容、環境友好的就業崗位。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致力於創造一

個全新的金融實踐：批量生產出適合小微企業的投資產品（帶「確錢抓手」的DRC），高效智慧

地為億萬小微企業進行資訊分析和風險定價（效率導航和精算導航），並建設基於區塊鏈的、

分布式的滴灌通交易所來保障安全可靠的交易清算（「確權抓手」）。

此版的《白皮書》彙報了迄今為止我們為這個金融實踐所做的嘗試。成立以來的高速發展，證實

了「滴灌星」系統的有效性。由此出發，我們描述了滴灌通未來三個發展階段，以及通過四個模

塊服務獲得商業盈利的模式。

狂風起於青萍之末，未來不過一念之間。通過白皮書，希望有更多的人會帶著念想、帶著智慧、

帶著資源、和我們一起創造。念念不忘的人多了、躬身實踐的人多了，未來也就成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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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通詞彙表

滴灌星：

滴灌通將國際資本引流到小微企業的作業系統，它由一個產品（DRC）、一對「抓

手」（「確錢抓手」和「確權抓手」）和一對「導航」（「效率導航」和「精準導

航」）構成。

DRC（Daily Revenue Contract）：

投資者和小微企業簽署的一份合約，約定雙方在一定時間內的投資和收入分成關

係。DRC是「微五星」系統上投資和交易的主要產品。DRC非股非債，這種合約式

的投資形式，簡單、透明、靈活，成本低、容易操作，便於讓滴灌通大規模支援小

微企業的發展。

滴灌包（DRP-Daily Revenue Pool）：

是「每日收入資產包」的簡稱，把多張DRC進行包裝組合形成的組合產品。投資者

從滴灌基金裡購買特定的DRC組合，構成滴灌包。

滴灌基金（DRF-Daily Revenue Fund）：

是「每日收入基金」的簡稱，把多張DRC進行包裝組合形成的基金產品。

確錢抓手（Repayment ARM-Automated Repayment Mechanism）：

一套數字化的、自動的信息採集和現金抓取系統。滴灌通通過合作網路，將「確錢

抓手」嵌入每一家投資的門店，每日準確自動採集門店的收入資訊，同時自動抓取

DRC約定的收入分成現金。 「確錢抓手」的合作網络包括：全國性銀行、支付公

司、連鎖品牌商、SaaS公司、商業地產公司等。 通過「確錢抓手」，滴灌通實現

「日日收錢」。

滴灌通交易所 (MCM – Micro Connect Markets)：

滴灌通開發的基於區塊鏈的，分布式的，新型交易所。

確權抓手（Rights ARM – Authenticated Rights Market）：

滴灌通交易所的交易系統。它基於區塊鏈技術，分佈式的，具有兩大特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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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實現了 「一元一碼」，終極穿透，可追蹤且不可篡改; 第二，投資者可以

對底層資產做任何形式的組合，理論上可以細化到任何一家門店、任何一天、任

何一元的投資回報。該確權系統旨在讓投資者，精準確權，平滑對接小微企業。

通過「確權抓手」，滴灌通實現「元元確權」。

效率導航（Production MAP-Modularized Automated Production）：

將滴灌通的投資全流程，拆解成很多個模塊通過重組指引團隊提高效率、降低成

本的核心。該導航包括上百個提高效率的工具系統，涵蓋融資、投資、法律、財

務、運營、風控、合規、產研等方方面面。「效率投放導航」是滴灌通「強在規

模」的保障。

精準導航（Projections MAP-Market Actuarial Projections）：

由10组智慧引擎组成，是基於數據的機器學習系統，發揮滴灌通跨行業、跨地

區、精準實時數據的優勢，不斷提升門店營業額預估的精準程度。「精準投放導

航」是滴灌通「贏在精準」的保障。

滴灌額 (MCY-Micro Connect Yield)：

DRC萬元原始投資對應的日回款額。

滴灌圈（MCD-Micro Connect District）：

根據明確的標準（例如人流量指標和消費力指標等），以河流、橋樑和道路等天

然阻隔為邊界，對全國各城市區域進行劃分，所得到的地理範圍。

滴灌比（SIR-Sales-Investment-Ratio）：

門店萬元原始投資的日銷售額。

滴灌指数（SIRI-Sales-Investment-Ratio Index）：

各地區、各行業、滴灌比的時間序列。

滴灌研報:

滴灌通對門店分析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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