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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互聯網金融產業園效果圖。

■孫明達表示，公司的風
險控制團隊，許多是從銀
行公司加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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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網貸不時爆出公司倒閉及老闆跑路新聞，但是
以簡便高效見稱的P2P業務，依然受到許多投資

者和貸款用戶的歡迎，繼去年爆炸增長後，今年仍將
維持高速增長勢態。在三月份的兩會中，互聯網金融
被第一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意味互聯網金融在政府
層面正式獲得認可。隨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等
央行高層支持互聯網金融發展的表態，更給該行業吃
下了一顆定心丸。

年底貸款額料超千億
從事網絡貸款業務跟蹤和分析統計的上海網貸之家
研究員馬駿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預計，今年互
聯網貸款仍呈調整增長態勢，預計今年底，網貸餘額
將超過1,000億元，較去年268億元增長近三倍。網貸
之家數據顯示，4月份網貸全國總投資人數30萬人，
總借款人數4.6萬人。按此增速，2014年底借款人有
望突破10萬人，相對於A股和餘額寶分別有6,000萬
和8,000萬的投資者，網貸空間未來發展巨大。
隨着許多網貸公司實力進一步增強，他們紛紛向全
國各地和以及中西部發展，並且紛紛出高薪爭奪一些
銀行風控高管，有的網貸公司因實力所限，吸引各地
小額貸款公司進行放貸渠道合作。馬駿認為，目前許
多網貸公司不但實力逐漸壯大了，也吸引許多銀行高
管把握風險控制，為了滿足投資人快速增長的投資需
求，許多網貸公司本地業務已遠不能滿足項目投資需
求，因此，他們有必要向全國一二線城市布點，而中
西部則是他們拓展的重點之一。
深圳紅嶺創投董事長周世平告訴記者，為了尋找更多
的貸款項目，該公司目前正在重慶、合肥、昆明、成
都、佛山等8個城市設立分公司，主要從事貸款項目的
尋找、風險評估和業務合作的接洽，每個城市已立下5
億元貸款項目目標。記者在他的辦公室電腦現場看到，
其安徽合肥一個商業中心兼高級公寓項目因位置好未來
發展前景佳，其兩天各4,000萬年利率18%的標的已被
投資者在一分鐘內搶光。「我們現在不缺少投資者，關
鍵是好的項目難找，市場競爭太激烈了。」

平保擬分拆陸金所上市
他稱，今年公司網貸目標將達100億元，較去年增長4
倍，明年將增長300億元，後年將達1,000億元。記者問他

後年的目標能否實現，是不是有點過大，他說：「按
照年增長四倍、風控人才到位和全國布點來看，我
們這一目標還是留有保守的餘地。」
平保旗下的陸金所則依托其強大的實力、資

金和人才以及旗下平保全國數量眾多的銀行進
行O2O（線上到線下）業務，因此發展十分順利，
目前其網貸餘額居全國同行之首。
近日有消息指，陸金所更有意分拆上市，即使以極保
守的10倍市盈率計，網貸平台市值可達310.7億港元。美
國P2P研究機構lend academy本月初發表的一份報告
指，中國P2P市場較美國更大，且發展更快。按報告排
名，陸金所的lufax.com排名全球第三。

港企拓大中華圖分杯羹
與內地網貸公司紛紛搶駐布點相同的是，去年7月成

立的香港第一家土生土長的P2P網貸平台Welend僅僅
上線運營了7個月，員工就翻了一倍。其創始人兼
CEO 龍沛智稱，該公司為了給P2P市場創造一個雙重
引擎，已經選好了下一個拓展大中華區的目標。他稱：
「我們現在正處於區域擴張的階段，公司從去年6月開
始運營後，已經收到了2.56億元的貸款申請，而這個申
請數字還在以每月兩位數的速度呈現遞增趨勢。」

與傳統的銀行一樣，互聯網貸款業務的
關鍵是要把控好貸款風險，否則即便業務
再多也是虧損和倒閉，因而銀行風險控制
人才便成為許多有實力的網貸公司相互爭

奪的關鍵對象，紛紛以高薪和股權爭相吸引其加
盟。

管控風險 穩健發展
紅嶺創投董事長周世平告訴記者，以前由於風

險控制人才的不足，公司許多項目風險得不到有
效地控制，既影響了公司的效益，也抑制了公司
規模的擴張。於是，他們以高薪從平安銀行挖走
一位從事風險控制的副行長，主管公司的風控業
務。現在公司正是因風控人才團隊完備，公司業
務向全國各大中城市擴張貸款業務，由當地分公
司負責人第一道關把握貸款項目風險，深圳總部
風控高管再度把關，從而控制好項目的風險，很

好地規避了項目的風
險。
融金所集團董事長

孫明達也同樣強調風
險的重要作用，目
前，公司組建了近十
人的風險控制團隊，
他們有許多是從銀行
公司加盟的。馬駿表
示，以前網貸公司因
實力不濟，他們無法
從銀行挖角風控高
管，這些銀行高管也考慮網貸公司的實力和發展
前景，不願輕易跳槽。經過幾年尤其是近一兩年
的快速發展，一些業內領先網貸公司如紅嶺創
投、人人貸等可以從銀行挖角其風控高管，以保
證公司穩健高速發展。

目 前 內
地互聯網金
融發展迅速，
P2P、眾籌融資等

金融模式在保持井噴態勢。據業內不
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內地約有超過
2,000家P2P網貸平台。不過，在野
蠻生長的同時，是魚龍混雜，許多人
藉機詐騙，或者是經營不善倒閉，
令投資者損失慘重。為此，周世平
和融金所集集團董事長孫明達等均
呼籲國家盡快出台互聯網金融管理
法規，以規範該行業的穩健發展。

119家平台倒閉跑路
目前內地以P2P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

亦面臨着諸多問題：P2P平台跑路頻頻發
生，大量的虛假標和自融標層出不窮，P2P
成為非法集資的高發區。馬駿告訴記者，據
統計，累計已有119家P2P平台「倒閉」或
「跑路」，涉及資金共計約21億元。其中，今
年前4個月出現問題的網貸平台達近40家。
周世平表示，正是因為目前沒有相關法規出

台，導致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成立網貸公司欺詐投
資者錢財而損害了這一行業的信譽。許多銀行大
客戶因對網貸行業不信任，因擔心風險，寧願購
買銀行理財產品也不投資網貸。未來如果互聯網
金融法規出台，行業得到規範穩健發展，將會吸
引大量中高端投資者，屆時這一行業將會獲得更
好的發展。他透露，銀監會可能有望在今年下半
年出台互聯網金融法規，屆時該行業將可以獲得
規範和穩健發展。

香港證監提醒眾籌風險
鑑於內地及海外P2P活動日趨活躍，香港證

監會本月初亦提醒香港市民有關包括P2P在內
的眾籌活動的風險，指相關活動可能受《證券

及期貨條例》、《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及或相關的證監會規定，包括有關投資要約的
法規、中介人發牌及業務操守規定以及適用於
自動化交易服務及／或認可交易所的規定所規
限，而視乎活動特性，其他本港法律和法規亦
可能適用。
香港證監會指出，根據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

會組織發表的報告，眾籌一般指透過網上平台，
從眾多個人或機構取得小額款項，用於向某一項
目、業務或個人貸款以及其他需要提供資金。較
常見的眾籌類型包括股權眾籌、點對點網絡貸
款、捐贈眾籌及報酬／預售眾籌。

去年是內地P2P（Peer to Peer，「點對點」互聯網貸款）發展的元年，隨着資金實力增強、人才增多及行業規

範的逐步建立，今年P2P行業再現爆發式增長，今年底網貸餘額有望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激增

近3倍。網貸公司紛紛向全國各地及中西部快速擴張網點，政府亦大力推進互聯網金融產業發展，深圳近日更宣布

巨資建設三大互聯網金融產業園。內地P2P一哥平安保險（2318）旗下陸金所，更有意趁熱分拆上

市，P2P熱潮可見一斑。有業者期望內地互聯網金融法規早日出台，令行業有法可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蔡競文

獲政府祝福 紛設網點 向中西部擴張

網貸野火 燒遍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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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市網貸餘額部分省市網貸餘額
省份省份 貸款餘額貸款餘額 比例比例

廣東廣東 9090..5050 億元億元 2525.. 0505 %%

北京北京 8383..5353 億元億元 2323.. 1212 %%

上海上海 6767..7070 億元億元 1818.. 7474 %%

浙江浙江 3636..3434 億元億元 1010.. 0606 %%

江蘇江蘇 2323..3434 億元億元 66.. 4646 %%

其他其他 5959..8686 億元億元 1616.. 5757 %%

■周世平稱，公司目前正
在重慶、合肥、昆明、成
都、佛山等8個城市設立分
公司。 李昌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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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和深圳市最近均在大力發展互聯網
金融，均視其為重要的新興產業來支持和發
展。廣東互聯網金融協會日前正式成立，成
為全國首家由政府批准成立的省級互聯網金

融行業組織。深圳市更在羅湖、福田等三個區分
別設立互聯網金融產業園，並出台優惠措施以推
行該行業發展。

探索行業標準和監管
新成立的廣東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陳寶國表示，

將建立監督委員會以及投資保護委員會來促進行業

自律。作為首個行業組織，擔負着探索行業標準和
監管溝通的責任，希望廣東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更
進一步具體明確行業底線。
深圳市繼年初出台支持互聯網金融產業發展的政

策外，最近福田、羅湖和南山三個區均推出互聯網
金融產業園，以吸引聚集互聯網金融企業入駐，並
將在稅收和租金等方面適當地予以優惠。其中，騰
邦集團承接福田互聯網金融產業園的規劃、建設和
運作，借助自有物業，騰邦集團將斥資百億打造該
產業園，通過重組產業、服務、資金、技術、人才
等優勢要素，其總規模達將70萬平方米。

深圳建互聯網金融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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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民間互聯網貸款發展風起雲湧，一些
股份制銀行甚至保險公司也加入混戰，而工
行、中行、建行和農行這四大行仍未在互聯網
貸款領域有所動作。上海網貸之家研究員馬駿

表示，因網貸業務規模仍偏小，其並未對四大行業
務產生明顯的衝擊，因此，四大行對網貸業務並不
急於參與。

陸金所借平保優勢跑前
馬駿稱，目前，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近2,000

家網貸公司，可謂魚龍混雜，但是一些大型股制銀

行、信託和保險等公司也紛紛加入網貸行業，如招
行小企業E家、平保陸交所、陝國投的金開貸等紛
紛扎堆，尤其是陸金所借助平保集團的資源、人才
和網點的優勢力拔頭籌。
不過，目前四大行來自傳統行業的貸款業務仍相當

不錯，每年仍可賺取巨額的利潤，而今年的網貸餘額
也就千億規模，只相當四大行貸款業務的零頭，因此
網貸業務仍不足以對其構成威脅。其實，四大行憑借
其強大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網點等優勢，發展網貸
平台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當全國網貸餘額一旦突
破萬億，四大行將會不得不加入混戰。

規模偏小 四大行未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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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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