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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的寻求买主后，广
信贷的接盘方已于近日确定。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
广信贷目前已经和接盘方签订了
意向协议， 接盘方的股东中包括
国企和上市公司。

广信贷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

通过几家公司增资入股一子公

示，“广信贷平台的融资事宜目前
正在洽谈进行中， 全部确定后会
进行工商登记变更， 完成后会在

司， 以子公司直接接手广信贷的
方式进行。
2018 年以来，一些备案无望，

官网进行公布的。 ”此前曾有消息

实力薄弱的中小平台， 都在纷纷

传出收购方为广西银河天成集
团，但对方对此表示否认。
据记者了解， 广信贷收购会

寻找“买主”，公开报道显示，目前
已有 365 易贷、壹佰金融、有理树
金服等平台易主。

据记者了解，目前冠诚的展业是通过线下 40 多家门店，1000 多名员工进行线下展业的，但借
款人普遍无抵押为大额信用借贷。
公开信息显示， 广信贷的运
营主体为广信联合（北京）商务顾
问有限公司， 成 立 于 2013 年 6

交易时间 买方

交易金额（元） 并购股权比例

投哪网

2017/9

巨人网络

8.19 亿

40%

团贷网

2017/10

万和集团

14.8%股权

100%

简理财

2017/8

云游控股

3 亿（可换股） 55%

钱满仓

2017/10

天马股份

不详

15%

好贷宝

2017/5

奥马电器

7.84 亿

49%

6.12 亿

51%

2015/10

在备案压顶下，备案资质不
够的平台纷纷寻找出路。

鲸明理财

2017/11

睿康集团

不详

65%

爱钱帮

2017/7

凯瑞德董事长张培峰

5亿

70%

洋钱罐

2017/7

周亚辉（昆仑万维创始人）

不详

67%

已有越来越多的平台进行转
卖，自 2017 年下班年至今，规模
较大的平台中就已有爱钱帮、合

联金所

2018/5

优势资本、盈灿集团

不详

80%

亿钱贷

2018/3

深南股份

816 万

51%

58 车贷

2018/5

恒泰实达法人代表钱苏晋

不详

49%
100%

国资

收规模的三分之一。

产，但在风控挑战之下，是商业银

对于转让价格， 广信贷方面
表示，“实际上还在谈， 因为我们

行极少进入的领域。
实际上，据记者了解，在大额

变更。
中小平台卖身的数量就更

不同，但业内分析认为，中小平台
变更运营主体，主要是因为备案无

人，分别为耿彪和张小鹏，张小鹏
持股比例为 95%。

话肯定会在官网进行公布。 价格
基本上就是市场价格”。

为本行财富客户或代发工资客
户。 此外，消费金融公司和小贷公

望情况下，与其苦苦熬着等待转机
还不如趁早上岸降低损失，此外买

对于转让原因， 广信贷相关
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是 2017 年

广信贷的官网显示， 目前主
推的产品是“人人 +”，产品介绍

司也会涉足该领域， 但小额分散
的信用贷款占比较高大额信用贷

显示为，“是广信贷联合国内多家
优质资产提供方推出的一款信贷

款领域的参与者较少。
记者注意到，“人人 +” 产品

10 亿元的超额房抵存量业务，并
且还要寻找信业务增长点 ， 同时

类金融产品，产品期限为 36 个月
以内， 目标借款人群为有借款需

在风控部分都显示可由合作方垫
付，合作方为冠诚（北京）信息服

还要符合监管要求， 增强平台综
合实力，按照当时的备案节点，被

求的有车、 有房、 有稳定收入一
族，人均借款额度不超过 8 万元，

务有限公司。
但冠诚并不是重资产企业，

借款周期较长， 一般为 36 个月，
还款模式为等额本息还款”。

是否有垫付能力？
广信贷方面表示，“合作方会

2018/3

恒泰曹妃甸能源有限公司

不详

财富星球

2018/4

中再融

不详

100%

新联在线

2018/3

广东创升投资 30%、

不详

70%

不详

100%

内蒙古城投投资（国资）

1亿

100%

首都建设投资引导基金

不详

51%
100%

钱保姆

2017/9

浙江五松资管
辽宁森森农业、上海晶峰投资

2017/3
泰山金融

对于变更原因，虽然各家情况

现金类贷款领域， 传统银行有此
类产品，但贷款门槛很高，多要求

合拍在线

北科（北京）科技 40%

多，此前有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
自 2017 年以来， 已经有 31 家网
贷平台的运营主体发生了变更。

接触的上市公司比较多， 也不乏
有实力的国企， 如果最终敲定的

收购成了最好的选择。 ”
对方进一步表示，“作为民营

平台名称

上市 / 风投

关停还是转让？

月， 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
币。 目前显示的股东为两个自然

下半年开始准备转让程序的，当
时面临的情况是， 平台要清掉近

新股东背景

力贷、财富星球、投哪网、联金所
以及壹佰金融等平台发生股东

大额信用贷为主

B9

31 家 P2P 平台“
卖身”

广信贷“卖身”续命 国资接盘？
本报记者 郭建杭 北京报道

新金融

2018/3

积财金融

2018/2

中绒集团

不详

金储宝

2017/2

和平影视

1800 万

90%

2017/10

上海沃耘实业（国资）、

不详

100%

中健国金控股（国资）
民营

合力贷

2017/9

中治集团

不详

77%

宜湃网

2018/4

修正旗下投资基金

不详

100%

投友圈

2017/10

75%

方价格满意， 做 P2P 本就是为了
盈利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在监管
的背景下合规成本不断上升投入

精融汇

2017/9

前凯瑞德总经理谢曙等自然人 不详
3000 万
吉林金都集团

易享贷

2018/1

志宸金融（立捷集团旗下）

2245 万

51%

365 易贷

2018/3

银河天成集团

12132.5 万

40.03%

也更大，通过出让股权退出。

壹佰金融

2018/3

2000 万

40%

啄米理财

2018/3

2800 万

40%

广信贷

2018/5

小九金服

2018/5

实际上，在备案压顶下，备案
资质不够的平台纷纷寻找出路，
创始人转卖后套现退出， 或直接
关停清盘成为摆在平台面前的两

网投网
念钱安

个选择。
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关停

系平台，没有背景。 因此，找一个
好的背景， 同时增强平台抗风险

广信贷方面对记者表示，“冠
诚（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有一部分的风险金计提， 可以覆
盖掉逾期的借款。 ”

后推出的难度较大，“网贷不像别
的行业， 关停后存量业务的陆续

能力就成为我们这两年的工作重
点之一，在这期间，无论是融资，

公开信息显示， 目前广信贷
的平台逾期率为 0， 平台披露的
逾期率分为平台逾期率和借款逾
期率， 平台逾期率指针对投资人

消化兑付完成是需要时间的，一
旦决定关停了，不再做新业务，就

收购或是自己上市， 我们都做过
详细的研究。 ”

简称冠诚）是广信贷在信贷业务资
产端最早的一个合作方，也是目前
资产存量最多的合作方，信贷类资
产大约 70%来自于冠诚。 ”

广信贷公布的数据显示，平
台目前待收资产规模为 34 亿元，

据记者了解，目前冠诚的展
业 是 通 过 线 下 40 多 家 门 店 ，

的逾期率，因为逾期合作方垫付，
所以是 0， 但并不是坏账率的意

来说资金流就可能成为问题， 不到
万不得已，平台不会走这一步的。 ”

其中有接近 90%的资产为长期的
个人信用标。
据记者了解， 平台转让的市

1000 多名员工进行线下展业的，
但借款人普遍无抵押为大额信
用借贷。

思。 借款逾期率才是真实借款人
逾期情况的反映， 这个平台也做
了详细披露。 另外靠续贷维持坏

实际上， 记者接触的多位从业
者表示， 目前延期备案对行业是一
个利好的消息， 大家还有努力的空

场价格在 2017 年底，备案延期之
前， 市场转让价格约为待收规模

商业银行的从业者表示，大
额信用贷款对于风险模型和数据

账率为 0 的情况在先息后本的产
品比较多见， 而平台目前只有等

间，至于未来备案不成功怎么办，还
是要看具体的政策指向。

的四分之一，在 2018 年，自确定
备案延期后， 市场转让价格为待

要求很高。
大额信用贷款属于高定价资

额本息的产品， 所以不存在这种
情况。

但同时从业者普遍表示，在价格
合适的基础上能转让退出也是一个

没有新的利润产生， 但同时还要有
一批员工进行后续的催收， 对平台

后河财富

未披露（传言为银河天成集团） 不详
1.4 亿
张棉靖

52%

未披露
未披露

2017/12

黄希禹

不详

2016/10

浙江光大金盛

不详

2017/10

投融长富

80%

2017/12

杭州世鼎

未披露

2018/5

罗承明

2018/3

深圳市后河投资：74%、

20%
11%

未披露
不详

100%

叶荣涛：26%
据公开资料整理

好的办法，中小平台竞争力较弱，仅凭

与原有的业务进行融合，看重平台的

自身的实力备案成功的可能性较小，
交易脱手是一个脱离困境的选择。

资产端和资金端的业务流量。 ”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

但哪些企业会接盘呢？梳理此前
的转让信息，记者发现，收购方中上
市公司、国企是占比最多的。 此外，买

究员潘瑾健曾经公开表示， 上市公
司、 国有企业自身一般具备一定的
流动资金以及其他资源， 能够支撑

方的实力普遍超过原股东的实力。
对于这些收购方的收购原因，前
文所述的知情人士表示，“购买方的
原因比较复杂，有一部分是上市公司
通过收购一家平台提振股价，或者是

其收购平台，并给予相应支持。 而在
网贷备案门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
如果未来能够成功备案， 就相当于
持有了类金融牌照， 也能为企业自
身业务服务或提供资金来源。

金融科技竞技升级 机构“基因式”发展路径渐明
本报记者 李晖 北京报道

在金融科技巨头的赛场上，天
然分为两个阵营。 一种是以互联网

创新路径分化
作为一家定位于左手“普惠金

收入的 65%，超过支付收入成为第

金融和财富管理的需求深刻相关、

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更好地满足了

为：“别人开始用我们的技术，就是

起家，利用自身庞大的客户基础来
进军金融服务领域， 通过技术创

融”右手
“财富管理”的“金融科技”
公司，宜信发展中唐宁经常被问到
的一个问题是，BAT 的科技大家

一大收入项；从电商延伸到金融的
京东金融则通过成立服务“机构”
的金融科技事业部、系统输出从获

深度融合。 ”
普华永道在去年年底发布的
《2017 年全球金融科技调查中国

未被传统金融机构覆盖的差异化
需求。
在唐宁看来，这种科技化正在

对我们技术能力最好的证明。 ”
事实上，用科技赋能金融是行
业普遍认同的业务逻辑，但如何用

新、迭代金融服务的模式和体验的
公司，客群定位小额、高频，海量，

可以懂而且觉得很酷，你们的科技
能力体现在哪里？

客到风控解决方案等多项动作来
突出科技定位。

概要》显示，金融科技目前给中国
金融业带来最大的颠覆之一是对

渗透在宜信几乎每个业务领域。 比
如其开发的 AI+FOF 系统，“是 AI

很金融的方式去赋能科技，却不是
“提法”。
一个常见的

业务定位“连接”、“输出”或“赋能”

以从支付建立起金融生态的
蚂蚁金服为例， 在开放战略下，近

“
我不认为我们不酷。 ”在唐宁
看来， 宜信的那种“酷” 有所区

于渠道的颠覆，85%的受访者预计
移动应用将是未来五年快速增长

技术首次在私募股权行业的应用
落地产品。 ”据了解，这套系统用到

据唐宁介绍，宜信在金融赋能
科技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年。 通过母

年来其金融收入的占比正在持续
下降，根据预测到 2021 年时，蚂蚁

别——
—不是依托支付或社交入口
面向海量群体的让大众感知非常

的客户互动渠道。 多数中国的受访
者认为“扩大产品和服务的范围”

了 NLP、分析算法、知识图谱等技
术， 覆盖了中国 2 万多家投资机

基金间接投资、 股权众筹直接扶
持、新金融产业投资基金全球投资

金服的技术服务收入将上升至总

明显的科技，但这些科技却与普惠

和“拓宽客户基础”是金融科技的
前两大主要机遇，其次是“更好地
分析和利用现有的数据”。
唐宁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宜
人贷的“成功转型”。 据宜人贷
2018 年一季度财报显示， 该平台
72.5% 的 借 款 人 通 过 线 上 渠 道 获
取， 线上渠道促成金额的 100%来
自移动端。 出借行为 100%通过公
司的线上平台完成，其中 95%通过
宜人财富手机 APP 完成。

构，3 万个基金主体， 上百万家融
资企业， 可每秒实时分析 1000 万
条数据，大大提升私募股权投资的
效率。
甚至在区块链技术上， 这家并
非技术起家的公司也已经找到了落
地场景。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
宜信旗下互联网企业级金融服务云
平台“翼启云服” 的 Blockworm
BaaS 平台，已经在实践中与钢铁电
商平台实现了在供应链金融领域的

与全球科技创新。
公开信息显示，宜信的新金融
产业投资基金，在全球投资项目已
超过 30 家， 基金管理规模超过
200 亿元人民币， 覆盖网络借贷、
企业金融服务、保险科技、汽车金
融等金融科技范畴的各细分领域
的高成长企业。 据了解，其不仅是
国内最大的金融科技产业投资基
金，也是在美国金融科技领域投资

“这是由于 2011 年前后移动
互联网时代到来时，大家沉淀在手
机端的数据越来越多，可以让我们
一方面通过智能终端方式更加便
利地获取客户信息，一方面通过大
数据的方式对客户做出更精准画

区块链应用实施和系统对接。
唐宁认为，这种科技化不仅渗
透在产品上， 也融合在反欺诈业
务、智能催收业务、智能客服业务
等各个流程之中。 据透露，基于宜
信十二年积累的金融数据，目前宜

最活跃的基金之一。
“宜信在选择被投企业时，并
不会简单地盯着这家企业能在短
期内给宜信带来多大价值，而是以
整个金融科技市场为中心，以优秀
的企业为中心，而不是以宜信为中

像。 ”唐宁说。 事实上，这也真正让
宜人贷进一步从 PC 端和线下全
面
“走向移动化”，线上获客能力和

人贷和致诚阿福均已经开始对外
输出包括智能获客、 流量分发、反
欺诈等一系列技术能力。 唐宁认

心。 但宜人正是宜己，以人家为中
心，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最大的
受益者也还是我们。 ”唐宁表示。

传统机构，例如蚂蚁金服、腾讯金
融、京东金融等等；另一种，则是一
些金融基因明显的新金融公司，他
们在自营金融中更倾向于利用科
技让一些大众此前无法获得的金
融服务“走下神坛”，加快传统金融
模式的运转效率、满足客户不断变
化的现实需求。

未来五年最可能被金融科技颠覆的领域

随着金融科技发展走向深水
区， 上述两个阵营发展的定位差异
正在变得显著。
去年以来， 包括蚂蚁金服、京
东金融等金融科技巨头均在陆续
回归和明确“科技”定位，喊出“不
做 金 融 ”， 成 为 其 金 控 化 发 展“转
向”的里程碑式调整。 与此同时，
一些新金融机构在不断强化自身
的“科 技 能 力 ” 的 同 时 ， 更 乐 意 强
调自身不同于互联网公司的“金
融底蕴”。
宜信显然属于两个阵营的后
者。 但在 CEO 唐宁看来，宜信有
更具体的特点。“宜信的 DNA 首
先是金融底蕴， 同时兼具应用科
技的敏感性，以及创新的方法论。
会从自己的 DNA 去考量，做擅长
的事。 ”
在唐宁看来，公司 12 年来主要
做了两件事，一是普惠金融，二是财
富管理， 而这两件事都离不开科技
对金融的驱动和赋能， 也离不开金
融对科技的反向影响。 值得注意的
是，唐宁认为，这种科技创新的方式
与互联网基因公司有所不同——
—
“我们追求的科技是专业化科技，大
众可能不容易高频接触到， 但却与
金融深度、有效融合。 ”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

等方式， 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参

“
5、3、1”定律
在中国金融科技领域，超过十

优秀的组织每五年重塑自己一次。

是相信中国一定会成为信用社会，

合的路径。“怎么达成目标要有基

看来，
“
1”代表客户的未来需求。“
其

年的机构凤毛麟角，这些机构的沉
淀经验对同业发展具有难得的借

每五年就要建立起一些新的核心
竞争力，新的能力，这些能力是在

经济体系会以信用为价值尺度，而
不是抵押担保。“
即使当时市场调研

本正确的路径， 但很难完全正确，
因为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这其

关键是未来。 如果一个组织仅仅围
绕今天的客户需求， 那么这个组织

鉴价值。从小微普惠金融起家的宜
信， 是如何在市场变化中保持敏
锐，较为领先地做出适应市场的选
择， 形成目前一体两翼的业务格

这五年开启的时候所不具备的。 ”
因此， 每五年重置战略发展方向，
对处于变化中的企业是必选动作。
第二个关键数字是“
3”。 唐宁

时候基本上得到的都是否定反馈，
我们也选择走下去， 就是因为大方
向清晰。”而在财富管理方向进行布
局时，同样遵循这个原则，其大方向

实就是创业创新的魅力所在和挑
战所在。 ”唐宁表示。
第三步， 则是在具体执行层面
可以坚定同时灵活。 在唐宁看来，

是一个追随者，不可能引领。建立一
个核心能力，需要几年的时间，改变
组织需要过程。 真正的一家组织要
做的是看到五年之后客户真正的需

局，是行业颇为关注的。
在唐宁看来，一家企业能够不断
成长进步保持长青，涉及三个重要数
字，对于行业发展具有一定普适价值。
第一是“
5”，“拉姆·查兰认为，

认为，组织重塑有三个步骤——
—极
为清晰的大方向、基本正确的路径
和坚定灵活的执行。
以宜信创业过程为例， 唐宁告
诉记者， 宜信创业第一天的大方向

是相信中国未来的财富管理一定是
基于资产配置的。“
虽然这个方向目
前让客户理解并改变很难， 但是越
难说明这个事情越值得做。 ”
在确定大方向后，就需要有适

“
改变组织非常艰难，当组织每五年
进行下一次重塑的时候， 都像蜕一
层皮一样， 甚至当组织越来越大的
时候，重塑比早年创业还要艰难。 ”
第三个关键数字是
“
1”。在唐宁

求，甚至客户自己都看不到的需求。
组织能够看到， 并且围绕这样的需
求去建立核心竞争力。“
当核心竞争
力建立起来之后， 组织会在几年之
后与客户在未来需求会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