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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irtual partner model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teams, strengthening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ty of team members, 

effectively regulating the management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members, strengthening team 

cognition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members, and standardizing team behavior. It can also 

supplement the source of venture capital. This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team.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questions are put forward: whether the virtual 

partner model is conducive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team members and the norms of team behavior, and whether it can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learning"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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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施虚拟合伙人模式有利于改善大学生创业团队的管理，利于强化团队成员的心理认

同，能对创业团队管理进行有效的调节，强化创业团队成员的团队认知，规范团队的行为，

并可补充创业资金来源，从而有利于创业团队绩效的提升。提出以下讨论问题：虚拟合伙人

模式是否利于大学生创业团队成员差异性的扩大和团队行为的规范，能否促进“学习型”团

队的建立。 

1.大学生创业团队在实践中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广东地区六所应用型本科高校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发现进驻高校创业园开展创

业项目经营的56支大学生创业团队中，持续经营2年以上的有23支团队，持续经营超过4年的

只有3支团队，持续开展项目经营活动不超过2年的创业团队占了大多数。从以上情况分析，

大学生创业团队中实现初步创业成功的团队比例较低。 

翟博文[1]等提炼出大学生创业失败的前 20 项影响因素，其中包括：（1）能力与意识不

足；（2）创业团队不成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合伙人；（3）创业资本不充足；（4）项目评

估不充分；（5）团队管理能力不足；（6）产品不符合市场需要，定位不准；（7）创业者抗

挫能力低等。从以上分析可知，造成大学生创业失败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不同

因素之间也有互相关联性。 

从一些大学生创业失败案例中发现，与创业团队自身管理、创业团队成员能力结构、创

业资金、创业项目商业模式等方面存在不足且不能及时改善有直接的关系。从大学生创业团

队管理角度来看，创业团队成员的能力结构，创业项目成员的出资情况及由此形成的人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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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也是影响创业团队管理的重要因素。而对于一些度过了创业初期的大学生创业项目而言，

随着创业项目的发展，创业初期的管理模式也往往不能适应业务发展需要，如不能及时调整

将影响到项目的持续开展。本文通过对大学生创业团队的创业实践过程进行分析，着力于探

索适合大学生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的团队管理模式，以期获得相关启示。 

2.案例概况 

2015年11月，小张与本校另外3名在校大学生共同出资10万元组建了创业团队——班班公

司。班班公司组建后不久便向L公司申请了产品销售代理资格，负责销售L公司的产品。在创

业团队创立的初期，主要由他们四人通过微信与客户建立联系和销售产品。为了提高销售收

入规模，班班公司在校园内招募了20多名在校大学生担任兼职的产品销售人员。随着销售人

员的增加，费用开支也大幅提高，到2016年年底，班班公司只维持了收支的基本平衡。在此

期间，创业团队成员对创业项目是否能持续开展产生了疑虑，对于如何改善创业项目的经营

管理状况等相关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同时也有几名兼职销售员离开了团队，班班公司遇到

了创业团队建立以来的最大困境。通过沟通、讨论和分析，班班公司决定通过调整和完善创

业团队的管理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1.建立虚拟合伙人模式。具体做法是：班班公司选择符合其要求的部分兼职销售员，与

其签订虚拟合伙人的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虚拟合伙人每人缴纳1万元合伙基金，用以补充创

业团队的经费；合伙基金三年后可以退还，协议到期后可以协商续约。在协议期内，虚拟合

伙人承担产品销售、对兼职销售人员的管理和指导等工作；班班公司根据虚拟合伙人所管理

的兼职销售人员的产品销售任务完成情况，给予虚拟合伙人一定数额的管理工作报酬，并且

虚拟合伙人个人所销售产品的提成收入比例比兼职销售人员的高20%。 

2.规范原始合伙人的权责范围。结合虚拟合伙人模式，4名原始合伙人的工作由过去根据

任务需要临时分派工作的做法，改变为较为明确的职责分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总体协调、

财务结算、产品销售、售后服务、招募销售人员及进行团队成员培训等。为了减轻创业团队

的资金压力，原始合伙人三年内不领取团队管理工作的工资，只按出资额分配公司的经营利

润。 

3.建立员工培训交流制度。班班公司对包括兼职销售人员在内的所有团队成员进行各种形

式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公司管理制度、销售技巧、团队管理和工作经验交流等方面，培训

成为了创业团队管理中的常规化工作，并逐渐建立起了班班公司的内部培训制度。 

从2017年2月开始实施虚拟合伙人模式以后，逐步拓展销售产品的品类和增加了兼职销售

人员，班班公司形成了虚拟合伙人、兼职产品销售人员和原始合伙人组成的产品销售人员团

队。班班公司创业团队的销售收入也从2016年的不到50万元，迅速扩大到2017年的140多万元，

并实现了盈利； 2018年销售收入为260万左右，毛利率为30%左右。就目前而言，班班公司

的经营管理取得了初创阶段的成功。 

3.案例分析 

根据Timmons过程理论的观点，可将班班公司的创业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创业准备、

企业设立和企业成长阶段。班班公司为了提高销售收入，招募兼职销售人员充实销售团队。

但随着人员的增加、业务的拓展及销售人员的流失等因素，造成费用开支大幅增加，而创业

团队成员也对创业项目产生了信心不足及出现了意见分歧，对创业项目的开展造成了困扰。

通过调整团队管理制度和利益分配机制，将原来部分销售人员发展成为虚拟合伙人，明确团

队成员的职责，以及加强对团队成员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调动了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提高

了团队的绩效。基于以上情况，实施虚拟合伙人模式这一过程处于班班公司的成长阶段，具

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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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虚拟合伙人模式强化了团队成员的心理认同 

加入班班公司虚拟合伙人团队的成员与原始创业团队成员都是在校大学生，在身份上具

备了初步的心理认同。除了身份上的心理认同外，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对通过参加创业项

目实践锻炼自身能力的这种学习方式感兴趣，并期望同时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在这种多重

目标构成的初始驱动力下，可逐步形成对创业团队及其创业项目的心理认同。该模式要求加

入虚拟合伙人的成员要对创业项目要有相应的了解和具备相应的实践经历（如具有销售经验

等），并且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合伙基金。这些条件门槛的设置，一方面可以考察其对虚拟

合伙人模式的认同度，另一方面通过筛选虚拟合伙人的过程也可加深虚拟合伙人成员的这种

心理认同。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成为虚拟合伙人的成员获得了较为长久的执着动力而

使心理认同得到强化，从而也对创业团队其他成员的心理认同产生正面的影响。 

3.2虚拟合伙人模式对大学生创业团队管理进行了有效的调节 

一种调节的体现是在制度本身，理顺了创业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班班公司的虚拟合伙

人模式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合伙人制度，依据出资情况获得对公司的股权和话语权；也不同

于被美国资本市场认可的双重股权制度，公司创始人团队以较低的持股比例却可拥有对公司

绝对话语权和控制权。虚拟合伙人不拥有对班班公司的直接所有权和控制权，本质上只是对

班班公司拥有有条件的债权，而这种债权权利的体现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拥有对兼职销售人

员的一定管理权以及由此得到一定数量的经济报酬，二是在完成销售任务时获得的提成收入

比例比其他成员的更高。由此，虚拟合伙人模式加强与密切了虚拟合伙人与班班公司的利益

联系（不同于企业与一般员工的关系），以及将原始创业团队成员对兼职销售人员的管理权

赋予虚拟合伙人，可减轻创业团队内部管理任务的同时，也调动了虚拟合伙人的工作积极性，

促进了产品销售收入的提升。另外，根据赵婧和李朋波的研究，认为需要应对创业机会开发

的回报价值不确定性，并且建立动态机制为未来治理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机会主义风险应对留

下治理空间[2]。班班公司设置虚拟合伙期限和虚拟合伙人退出机制，这种动态机制为未来创

业团队治理留下了空间，也能避免因合伙人过多造成意见分歧难以统一的困境。从以上分析，

虚拟合伙人模式从创业团队成员利益和创业团队管理制度两方面着手理顺了创业团队成员之

间的关系。对于还处于创业初期的团队而言，其规模较小和人员较少，组织结构比较简单，

需要解决的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问题还不是很迫切，但这类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创业团队

将来的发展。 

另一种调节的体现是制度转换。实施虚拟合伙人模式就是一种制度转换，但实施虚拟合

伙人模式并不是班班公司创业团队一成立就实施的制度，而是经过一段创业曲折之后才采用

的。从失败中复原和重新崛起是一个独立学习过程，有利于促进一系列更高层次的学习[3]。

班班公司这一制度转换过程是创业团队遇到了创业困境后实施的，是重新崛起的过程。这一

过程为创业团队成员提供了支持，也提高了团队成员中的自我效能，创业项目推进过程中所

产生的负面因素也得到了正向调节，有利于改善创业团队管理。  

3.3虚拟合伙人模式强化了大学生创业团队成员的团队认知 

保持创业团队的相对稳定，是创业项目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而创业项目的发展则是团

队成员对创业项目保持信心和降低团队成员流失的重要基础，两者互为因果。要实现两者的

相辅相成，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使创业团队成员具有相同的理念和共同的目标，即形成

团队认知。团队认知是团队成员在不断交替互动的过程中所构建的认知[4]。 

一方面，班班公司创业团队成员主要是在校大学生，与全身心投入到创业活动的团队相

比，对于项目成功的渴望和迫切性相对较弱，有利于缓和团队管理中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有

较充裕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团队磨合，以及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和心理特点，容易形成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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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氛围，利于团队成员之间形成相同的理念，减少团队成员之间形成价值观异质性的机率，

从而降低了因价值观异质性引发战略层面的价值观冲突[5]。 

另一方面，加入班班公司成为虚拟合伙人，是对班班公司的未来发展的一种肯定，以及

原始合伙人承诺三年内放弃领取管理工资以减轻创业团队的费用支出的做法，形成了原始合

伙人与虚拟合人共担风险的机制，起到了鼓舞士气和坚定团队创业信心的作用，也有利于团

队成员对创业团队的理念和目标的认同。实行虚拟合伙人模式后，为适应创业项目活动开展

的需要，班班公司加强了对团队成员的培训。由此形成的培训制度，这些以促进建立团队共

同愿景、团队管理和提高销售收入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活动，结合实践工作的锻炼，与实行

虚拟合伙人模式之前相比较，团队成员的工作业务素质和工作绩效得到了明显提升，团队成

员的团队认知，在大学生创业团队成员自身特点和虚拟合伙人模式所形成的团队管理制度等

的交替作用下完成了构建并得到了强化，也促进了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和感情联系。 

3.4虚拟合伙人模式补充了大学生创业团队创业初期的资金不足 

创业资金对于一般创业团队而言，往往是创业团队在开展创业活动初期必不可少的重要

资源。班班公司获得虚拟合伙人缴纳的合伙基金，实质上是向虚拟合伙人募集了至少有三年

还款期限的融资，解决了班班公司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问题。虽然班班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获

得的创业融资资金的规模不大，但对于大学生创业团队而言，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实际意义。 

4.总结与讨论 

4.1总结 

根据以上分析，虚拟合伙人模式对于大学生创业团队而言可强化团队成员的心理认同，

强化创业团队成员的团队认知，有效调节创业团队自身的管理。因此，实施虚拟合伙人模式，

可改善大学生创业团队普遍存在的松散和团队分工不明确的管理状态。另外，虚拟合伙人模

式还可补充大学生创业团队创业初期的资金不足。实施虚拟合伙人模式对大学生创业团队所

起到的以上几方面作用，最终提升了创业团队绩效。 

当然，大学生创业团队实施虚拟合伙人模式也存在管理风险。从班班公司的情况来看，

由于产品销售收入是其创业初期的主要收入来源，虚拟合伙人制度的设置，由虚拟合伙人及

其管理的销售人员来承担产品销售任务，导致班班公司过于依赖虚拟合伙人，如果虚拟合伙

人利用管理兼职销售人员的工作便利获取客户资源，另外组建团队开展相同或相关的业务，

不但导致班班公司的客源流失，还可能会成为班班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手。针对上述情况，可

从加强对虚拟合伙人的动力引导、提高退出门槛和完善考核管理制度等措施降低虚拟合伙人

退出的意愿，以及加强与兼职销售人员的感情联系和提高工作动力及规范其工作行为等方面

采取措施，以降低由于人员离职及由此带来的客户流失风险。 

本文提出的“虚拟合伙人模式”这一概念学界还没有严格的定义，还需对其进行界定和

丰富其内涵，以便开展更深入的探讨。实施虚合伙人模式的大学生创业团队班班公司，具有

前文所述的一些特点，但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生创业团队中，实施虚合伙人模式的团队只有班

班公司，前文所总结的特点是不是实施虚合伙人模式的大学生创业团队所独有或是实施虚合

伙人模式使上述特点更显著，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4.2讨论 

4.2.1虚拟合伙人模式是否利于创业团队成员差异性的扩大和团队行为的规范 

大量的研究表明，团队创业的成功率高于个人创业的成功率，其原因正是团队成员的差

异化为创业团队带来了多元化的技能、经验、社会网络以及创业初期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
[6]。与实施虚拟合伙人模式之前相比，实施之后的班班公司其团队成员的来源更丰富，创业

团队成员的不同专业背景使其能力构成具有多元化特征，从而使创业团队成员的差异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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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具备了对创业团队的绩效产生了正向作用的条件。并且，创业团队契约治理对新创企业

绩效有正向影响[7]。班班公司实施虚拟合伙人模式之前，其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和行为并不

是依靠正式的契约来规范的，而主要是依靠创业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维系。实施虚拟合伙人

模式之后，建立了正式契约和管理制度来规范团队成员之间关系和行为，为团队绩效改善创

造了条件。实施虚拟合伙人模式之后，班班公司创业团队成员的增加，成员的来源更广泛其

差异性也随之扩大，以及通过契约和管理制度使其团队行为得到规范，并且创业团队的绩效

也得到了改善。因此，可以作以下逻辑推导：虚拟合伙人模式有利于班班公司成员差异性的

扩大及其团队行为的规范，成员的差异性扩大使其互补性加强，团队行为的规范使团队目标

得到统一和聚焦，从而促进了团队绩效的改善。另外，绩效的改善反过来加强了团队成员对

虚拟合伙人契约的认知，起到了强化规范团队行为的作用，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当然，虚拟

合伙人模式在班班公司所起的这两方面作用是否也对其他创业团队产生作用，仍需论证。 

4.2.2 虚拟合伙人模式能否促进“学习型”团队的建立 

由于班班公司实施虚拟合伙人模式，虚拟合伙人对兼职销售人员负有管理责任，团队成

员的工作主要以兼职和分散的形式开展，采取对团队成员进行定期培训的方式加强对其的管

理，以推动项目业务的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促进了团队学习和团队成员的交流，起到统一

创业团队的理念和目标、培养了创业团队构建共同愿景的能力和提升团队成员的学习能力等

作用，结合工作实践、交流学习和经验总结，由此形成的班班公司的培训制度。班班公司通

过对团队成员加强培训，使创业团队具备或部分具备了Peter M. Senge提出的学习型组织应包

括的五项要素，尤其是在建立团队共同愿景和进行团体学习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改变团

队成员的心智模式，帮助其实现自我超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班班公司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培

训活动，提高了其团队成员对终身学习理念的认识，促进了创业团队学习氛围的形成和团队

学习制度的建立。班班公司采取虚拟合伙人模式，因而促使其采取定期培训等措施加强团队

管理，从而促进了“学习型”团队的建立。在此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其他创业团队实施虚

拟合伙人模式，能否对其建立“学习型”团队起到促进作用以及是如何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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