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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金融平台与融资方、担保方均出同门
文 / 特约撰稿 郑利鹏

者电话采访提出的“借款企业

项目单一，关系复杂

本报记者 何莎莎 北京报道

担保方和借款企业控股方同为
中新房南方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中新房南方集团’）是

除了首页发布的 8 个项目中标注中新房南方集团为借款企业的担保方之外，其余 922 个项目中，中新房南方集团均为借款企业的
控股方。 换言之，中新房南方集团有限公司除了为湖南金岸地产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服务外，还同时是该地产公司的控股方。

2016 年 1 月 19 日， 湖南大
型 P2P 平台湖南芒果财富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芒果
金融”） 被爆控股股东中新房南
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新资管”） 的股权被冻结，随
后 1 月 20 日， 中新资管发布公
告， 称股权被冻结是原借款人
“伪造担保协议”被法院查封。
芒果金融也在官 网 中 针 对
此事发布公告， 并分别从公司
股权结构、 项目详情以及担保
额度等角度对投资者质疑进行
了回应。
不过，针对《中国经营报》记

否合规”等问题，芒果金融方面
以“需要更为专业的负责人来
解答，而负责人正在开会，会后
答复”为由结束通话。
本报记者根据 芒 果 金 融 官
方网站公布的项目及融资金额
统计发现， 中新房南方集团为
借款企业湖南金岸地产置业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项目总借款
金额高达 7.49 亿元。
截至发稿时，记者未获得上
述问题答复， 此前通过邮箱发
送的采访提纲也未得到芒果金
融方面反馈。

国资背景，央企门下
从股权结构看，芒果金融属于国资背景，央企门下。 不仅如
此，在担保背景上，芒果金融也实力雄厚。

记者在芒果金融平台上梳理发

款企业的担保方之外， 其余 922 个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湖南

能为自己另一家公司湖南金岸地产

现，自发布第一个项目
“开业庆典体
验标 01” 至今， 平台共有项目 932

项目中， 中新房南方集团均为借款
企业的控股方。

金岸地产置业有限公司此前的大股
东和芒果金融的控股企业之一湖南

置业有限公司融资。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称：“按照

个，除了“活期宝”和“新手体验标”
两款产品外， 其余 930 个产品在项

记者致电芒果金融客服确认，芒
果金融目前平台发布产品均围绕
“
株

经天纬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大股
东同为周光辉， 而湖南金岸地产置

惯例，投资人最关注的应该是债务
方的信息披露。 不过，鉴于芒果金

目介绍中均有如下注解：
“
本项目属

洲电商产业园”项目展开，融资借款

业有限公司当前的大股东已经更名

融平台有可能进行关联担保和自

于债权转让项目， 借款企业主要用
于某央企系统控股子公司建设新型

企业为湖南金岸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也就是说， 中新房南方集团有

为韦辉， 工商资料显示变动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4 日。

融，那就应该加强对所谓原债权人
的信息披露，来澄清自融嫌疑。 ”

O2O 模式的株洲电商产业园，属于
企业经营借款， 总借款 4 亿元人民

限公司除了为湖南金岸地产置业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服务外， 还同时是

按照上述逻辑，在 2016 年 1 月
4 日之前， 芒果金融的控股企业经

芒果金融官网目前披露的信息
仅显示，原债权人为刘胜辉，以及其

币。 借款企业成立于 2010 年，现在

该地产公司的控股方。

天纬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有可

身份证件。

定向开发株洲电商产业园项目，此
项目是湖南省和株洲市重点扶持项

芒果金融近期成交数据

目， 依托于株洲电子商务的独特优
势，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 O2O 模
式，助力株洲电子商务的发展。预算

成交额（万元）

利率

420

18%

210

9%

0

0%

总投资人民币 15 亿元，可实现销售
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25 亿元，此产业
园总开发周期二至三年。 借款企业
的担保方中新房南方集团承诺，转

对于公司的股权结构， 芒果

清华五道口战略咨询顾问柏

金融在 1 月 20 日的平台公告中
阐述为： 芒果金融由湖南经天纬

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公
司架构上看， 芒果金融属于地域

让期满， 如果债权转让人未按其承

地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占股
1%，中新资管控股 51%，深圳小马

性互联网金融平台中比较优质的
平台。

收购全额本息。 ”
不同的是， 除了首页发布的 8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占股 48%构成。
其中， 湖南经天纬地网络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仅占股份 1%，主要便
于提供阿里巴巴产业带的技术支

相比较普通的 P2P 平台，芒
果金融的 P2B 模式风险较小，此
外， 企业借贷比个人借贷承受能
力强。
“
尤其重要的是，他家（芒果

个项目中标注中新房南方集团为借

撑。 依据上述信息，中新资管是芒
果金融的大股东。 而中新资管的
股东中，中新房南方占 51%，深圳

金融）背后有国企资信的背书，还
有国有担保公司合作， 提供全额
的本息保障。 还有就是芒果金融

业内人士认为，芒果金融拆标融资的做法，可能是为了降低自身的运营风险，更好地让投资者接受（因投资者未必知道融资会用于
同一家企业），其次债券有额度，不允许一次性超过。

新通域投资有限公司占 49%。
据了解，中新房南方控股股

跟湖南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所有
着业务和模式的合作， 和中南大

记者注意到， 此前曾有投资者
质疑芒果金融超额担保。

芒果金融客服对此予以确认。
不过，该客服工作人员补充说，主要

文菁认为， 这样的做法可以分散利
率风险、保证资金不闲置、降低融资

变动风险。 结合芒果金融平台的
总体情况来看， 可能会增加风险

东是中国新型房屋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新房集团”），而中

学法学院有着法律合规的合作。”
柏乐表示。

按照芒果金融官网公告披露的
信息， 目前唯一的借款企业待还金

还是看国家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
管政策是否变化。

成本， 更重要的是平台可以利用时
间差来进行借新还旧。

总量。
“目 前 尚 未 有 更 好 的 解 决 办

新房集团是央企中国建筑材料集
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不过，他也指出，因为该平
台成立时间较短， 市场验证偏

额不超过 4 亿元， 而平台担保金额
已经追加至 7.8 亿元。 不过，记者注

“这很显然已经属于拆标。 ”业
内人士认为， 芒果金融拆标融资的

前述业内人士解释称， 业内
所谓的拆标分为期限拆标和金额

法， 只能等 P2P 监管细则尽快落
地， 否则难以杜绝互联网金融平

从上述股权结构看，芒果金
融属于国资背景，央企门下。 不

少。 目前主要是直投模式和债权
转让。 所以，还需要重点辨别是

仅如此，在担保背景上，芒果金融
也实力雄厚。 根据芒果金融官网
披露的资料显示，其担保方为中
新房南方集团。

否有设立资金池和非法集资的
嫌疑。“一般来说，这种模式下会
存在资金池风险、项目真实性风
险等等。 ”

意到， 株洲电商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为 15 亿元 （外界新闻报道到 2016
年计划投资 19 亿元），也就是说，湖
南金岸地产置业有限公司未来还有
可能继续通过上述方式在芒果金融
平台进行融资。

做法， 可能是为了降低自身的运营
风险，更好地让投资者接受（因投资
者未必知道融资会用于同一家企
业），其次债券有额度，不允许一次
性超过。
君富财富华东区金融分析师周

拆标。 期限拆标的风险在借款人
经营的连续性、 稳定性， 时间风
险和资金池流动性管理方面。 金
额拆标的风险是金额巨大， 不管
如何拆分， 都存在大单元风险，
多元化投资虚假风险， 企业资产

台打擦边球。 ”前述业内人士说。
据了解，2015 年 12 月底银监会公
布的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
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
稿）》中已经明确提出禁止拆标等
12 种行为。

诺回购， 中新房南方集团将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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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华中首家 P2P 网贷投资
理财平台的飞速贷， 近日被投资

者爆料， 已于 1 月 19 日开始限制
提现。 而据飞速贷在官网 QQ 群
中披露的公告显示， 逾期的原因
主要是受武汉几家金融平台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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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标存风险，监管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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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还款

“跑路”的影响，加上年底部分借

《中国经营报》记者登录飞速贷

致电飞速贷官网客服。对方表示，公

2013 年上半年，谢明又发现杜

款人本金逾期。 网站标的到期后，
提现压力过大， 公司垫付金大量
支出，导致目前无法及时提现。

官网后发现， 平台标的平均年化收
益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此外，资
金托管机构并未明确。基于此，记者

司确实没有第三方资金托管， 而逾
期处理情况与 QQ 群内披露的公
告一致，目前没有其他进展。

丽华等人伪造《董事会决议》的事
实。 与此同时，其他股东们对安图

逾期公告仅群内披露
“
年底果然是多事之秋， 网贷

称，首先将暂时关闭回款转续投功

收购债权， 出让金额采取 T+1，周

在 QQ 维权群中表示，现在平台已

账户内，不过无法提现。 当记者询

平台说雷就雷。 ”来自武汉本地的
投资者小秦对记者表示，1 月 19

能与净值标通道及积分折现功能；
其次，回款提现账户受监事会成员

末节假日顺延的到账模式。
对于这一回款方式，大多数投

经出现逾期， 只能走一步是一步。
“
钱放在账户里也是放着， 索性就

问， 预计什么时可以实现全部回
款，对方表示自己并不清楚，也无

日突然发现投资了半年的飞速贷
限制提现，此后其他投资者也纷纷
表示无法提现。
此后， 飞速贷在其官方 QQ
群中发布处理方案公告。 据公告内
容显示，由于受武汉几家金融平台
相继“
跑路”的影响，加上年底部分
借款人本金逾期，飞速贷网站标的
到期后，提现压力过大，公司垫付
金大量支出，导致目前无法及时提
现。 目前，飞速贷网站所有标经武

监管，而提现从 2016 年 1 月 20 日
开始， 当天到期投资者回款按 5%
比例提取，后期根据资金回笼情况
调高提现比例，直至完全放开。 剩
下的资金可以选择留在账户中，或
者选择回款续投，续投标借款时间
3 个月，年化收益率 8%。 而关于债
权转让，则只有新充值资金才可以

资者都表示无法接受。 小秦也在
QQ 维权群中表示，飞速贷资金没
有第三方托管， 很有可能涉嫌自
融。 现在回款只回本息的 5%，剩下
的资金如果选择全部续投，感觉就
是热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如果放在
账户里面，感觉也很难再拿回来。
不过，也有不少无奈的投资者

直接投进去，但愿平台最后能转危
为安。 ”
对于逾期事件处理情况，飞速
贷方面在记者电话采访中表示，目
前的处理情况和 QQ 群里发布的
一致。 即当天到期的投资者可以拿
到本息的 5%， 剩下的选择续投年
化 8%的 3 月标， 或者回款至用户

法给出任何承诺。
而平台在逾期后，仍不断发布
新标。 公司方面表示，这些标都是
给续投的投资者投资提供的。 值得
注意的是，出现逾期至今，飞速贷
并未在公司官网公告中进行披露，
而仅在官方客服群内小范围披露。
有网友在第三方网贷平台吐槽，表
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出现逾期
问题后，被坑进去。
小秦也表示， 作为负责任的

飞速贷逾期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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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然限制提现 飞速贷被指涉资金池
本报记者 汪青 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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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龙增资扩股之事一无所知；徐哲
提供的 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系杜等人为制
造的虚假数据。
至此，谢明彻底看清，这从头
到尾就是个骗局，因此强烈要求杜
丽华立即还款。
2013 年 7 月 2 日，杜丽华与谢
明协商签署《补充协议》，变更“富
人德的连带担保责任”为“以全部
的黄金珠宝玉器抵押担保”。
“
2013 年 7 月 3 日 ~5 日，我与
杜丽华指定的杜晓玉对全部的黄金
珠宝玉器进行了清点， 杜晓玉提供
的书面材料显示， 所有珠宝的账面
价值约 7.9 亿元。 双方签收并装箱，
由我将数百箱珠宝易地存放保管，

资料显示，飞速贷系武汉慧明
昊金融信息投资有限公司旗下运
营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创立于
2012 年 8 月，注册资本金 1000 万
元，企业法人朱飞。 平台标的以 1
月标和 3 月标为主，平均年化收益

月颁布的最高法关于民间借贷年
利率的规定，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
率未超过年利率 24%，出借人请求
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
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超过

年 的 13.92% 下 降 至 12.75% ，P2P
网贷已然不再是高收益的代名词。
上述业内人士指出，在利率下
行及实体经济不景气的大势下，伴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建立健
全，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收益率下行

示， 如果没有第三方资金托管，投
资者资金全部沉淀平台自有账户
中，很有可能涉嫌“资金池”问题。
此时，对方则表示，具体情况自己
并不清楚。
在监管政策未正式落地之前，

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资金存管合
作。 所谓的资金存管意味着，资金
存管机构承担实名开户和履行合
同约定及借贷交易指令表面一致
性的形式审核责任， 但不承担融
资项目及借贷交易信息真实性的

约为 20.06%。 截至目前，累计贷款
总 额 3.79 亿 元 ， 累 计 投 资 人 数
5496 人。
而以名为“新丽大厦房屋借款

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借款人请
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
率 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已成必然之势。“过高的收益率虽
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不过投资者
也要为自己的投资行为买单。 ”
资金安全一直是互联网金融

行业内为避免涉嫌资金池的主流
方式是选择与第三方支付机构进
行资金托管，将平台自有资金与投
资者资金相隔离。 此外，也有部分

实质审核责任。 同时设置不超过
18 个月的过渡期。
资深业内人士张 朝 阳 表 示 ，
将投资者资金进行第三方存管

约定不准拆封。 ”谢明表示，后经核
查， 这些所谓价值 7.9 亿的黄金珠
宝，实际购买的账面价值不足 2000
万元人民币 （此数据来源于原珠宝
所有人王女士）。
“2013 年 ~2014 年期间， 我和
我太太多次找寻谭江霞、徐哲以及
杜丽华，要求尽快归还本息。 杜丽
华拒不还款，谭江霞和徐哲人间蒸
发。 ”谢明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2015 年 8 月 6 日还款到期之
日，杜丽华却矢口否认李文莉已将
安图泽龙的股份转移给杜指定的
第三人石宁的事实，要求谢明“归
还旺民长富的股权”，否则，拒不支
付 3.5 亿元本金和利息。
2015 年 8 月 8 日，杜丽华派人发
邮件给谢明，称在没有她授权的情况

100 万元，第 8 标 10 万”为例，其
借款期限为 3 个月，预期年化收益
率达到 22%，其还款来源主要是借
款人生意周转回款。
有业内人士指出，年化收益达
到 22%，对于借款人而言，其还款
利息将可能达到 30%。 根据去年 9

此外，飞速贷的平均年化收益
率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汇付
天下近期发布的《汇付天下 P2P 网
贷行业报告》 显示，2015 年我国

企业被关注的重点。 不过，记者在
飞速贷官网上却并未查阅到关于
资金托管的相关内容。 对于资金安
全的问题， 飞速贷客服对记者表
示，公司确实没有进行任何的第三
方资金托管，因为即使是有第三方
资金托管也未必安全。 而当记者表

有实力的平台成功与银行签订资
金存管协议。
根据 2015 年年底正式颁布的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
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
多次提及， 网贷机构应当对用户
资金与自有资金进行隔离， 要与

已经成为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标
配。 而对于没有资金托管，将投
资者资金沉淀在平台自有账户
上的平台，肯定是不符合指导意

下，谢明将股份转让给石宁，构成单方
违约， 说谢明还拿走了她 7.9 亿元的
珠宝，还有什么理由要求还款？杜明确
彻底地拒绝支付 3.5 亿元本息。

见和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势必会
被要求进行整改，甚至有可能被
清退。

2015 年 11 月 18 日， 谢明向
国家公安部提出杜丽华等的诈骗
控告。

汉监事会审核查看，均属实，无虚
假标。 平台已经将所有抵押物交由
监事会成员监督保管。 广大投资人
可与监事会成员联系核实情况。
对于具体回款细节， 公告中

将暂时关闭回款

回款提现账户受监事会成员监管，而提现从 2016 年 1 月 20 日开

关于债权转让，则只有新充

转续投功能与净

始，当天到期投资者回款按 5%比例提取，后期根据资金回笼情况

值资金才可以收购债权，出

值标通道及积分

调高提现比例，直至完全放开。 剩下的资金可以选择留在账户中，

让金额采取 T+1，周末节假

折现功能。

或者选择回款续投，续投标借款时间 3 个月，年化收益率 8%。

日顺延的到账模式。

公司， 在遇到问题后首先应该光
明正大地进行披露， 与投资者进
行沟通， 而不是像飞速贷这样藏
着掖着， 其居心究竟如何也值得
思量。

年化收益超 20%

P2P 网贷总体规模突破万亿元，月
增长速度保持两位数；但行业平均
年化收益率却持续下滑， 从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