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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合规大考加速市场退出 生态型企业将崛起
本报记者 李晖 北京报道

随着网贷备案的延期，合
规大考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
期的行业常态，而机构在此轮

洗礼中的生存与转型备受市
场关切。

论坛” 上 ， 派 生 集 团 董 事 长 、 小 黄
狗董事长、 团贷网创始人唐军在

松， 未来在三到五年内，99%的网
贷平台都会死亡。 而平台在退出

根据自身情况 创造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闭环

在近期由中国经营报社主
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学术支
持的“第三届中经金融科技高峰

发表“合规‘大考’背景下，金融科
技企业如何提升自身竞争力”的
主题演讲时表示： 无论监管严或

或转型的过程中， 必须打造出自
有的小金融小生态闭环， 才能在
市场中涅 存活。

唐军指出，“当然，我是在分享我自己的一段创业经历，以及
我自己如何转型的。 只做零散客户、零售业务的话是没有竞
争力的，所以我要创造一个自己的小生态闭环，当然这是有
很大风险的。 ”

九成网贷平台或将退出市场

据了解， 团贷网在行业中已
具有了一定影响力， 但出于对行
业的思考和危机感， 唐军持续布

一斤，利润高达几百元。而这些废
旧衣服的再利用场合很多， 包括
今天会场的地毯、墙布、手套、袜

局转型方向。 他将目光投向了智

子， 还有北方修路下面铺的东西

能垃圾分类回收领域，于 2017 年

有一部分就是废旧衣服做的。 ”

创立了环保科技企业小黄狗，建
立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生态链，拟

而据其透露， 这些衣服分拣
后， 还可以出口到很多不具备纺

近段时间以来，网贷备案验收

与团贷网战略合作互为犄角，达
成打造可持续性化的金融科技网

延期的同时，一系列平台暴雷跑路
事件集中发生。 行业风险的加速暴

贷平台、形成业务闭环的目标。
唐军透露： 目前，“小黄狗”

织生产能力的非洲国家， 而涉及
到的中间商资金需求很大。
据唐军透露， 小黄狗的融资
将用于设备生产、 技术研发和智

露，合规化前景的晦暗不明，也让市

已经在北京、深圳、广州、东莞、
重庆等地开始铺设试点运营，此
前不久，“小黄狗” 以 60 亿元估
值获得了中植集团 10.5 亿元的
风险投资。

能回收机投放，本身属于资产，铺
设后即可产生收益， 与一些互联
网行业早期纯粹烧钱获得市场有
本质不同，此外，环保产业是国家
相关政策重点支持产业， 未来发

唐军分析认为， 目前废品回
收行业的个体户很难从各类金融

展前景不可估量。
在论坛主题演讲的最后，唐

机构拿到授信， 但从垃圾处理的
行业前景来看， 他们的盈利空间
是可持续的， 而且废品收购、处
理、 加工的中间环节有很多资金
需求。

军指出，“当然， 我是在分享我自
己的一段创业经历， 以及我自己
如何转型的。只做零散客户、零售
业务的话是没有竞争力的， 所以
我要创造一个自己的小生态闭

他以废旧衣服回收为例，“南
方的衬衣卖到 10 块钱一斤，两万

环，当然这是有很大风险的。 ”
对于网贷行业的前景， 他表

多块钱一吨， 北方的羽绒服平均
价格在 3000 元一吨左右，一块五

示，“虽然我比较悲观， 但是对大
行业是比较看好的， 监管政策越

在唐军看来，金融严监管已经
成为新常态。“未来三年到五
年内，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
金融科技，无论备案与否，99%
的平台都会死掉，严监管只是
加速了平台的淘汰。 ”

场参与者进一步陷入迷茫。
行业的低迷也同时反映在行业
论坛等活动的活跃度上，唐军在会
上表示，“我 2015 年经常参加各种
论坛，那时是互联网金融、科技金
融、金融科技最火爆的时候，大家都
很乐观，聚在一起谈论科技金融、互
联网金融的未来有多么伟大、多么
美好，都充满着梦想，充满着理想。
但是，过了三年的时间，我们很少再
看到有人大规模地办这种论坛了。
今天在这个论坛，我们更多的是讨
论行业的风险、行业的合规、行业的
未来，其实就是行业的危机。 ”
在唐军看来， 金融严监管已
经成为新常态。“未来三年到五年
内， 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
科技， 无论备案与否，99%的平台
都会死掉， 严监管只是加速了平
台的淘汰。 ”
对于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唐
军认为，“网贷目前在利率、 技术、
人才等方面在与银行、信托这类传
统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并不占优势，

特别是资产上基本属于次级债，一

钱，下个月借了钱，再过几个月，未

旦遇到大环境不好时，模式就很难

必他有这个需求，未必有还款的能

持续。 ”
对比网贷行业的脆弱，唐军以

力，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数据，一些不
完整的数据。 所以，我们的风险永

互联网科技企业和一些大型实体经
济公司的发展路径为例分析认为，
这些企业的壮大是源自打造了一个
生态闭环，或者形成了稳定的供应
链系统，由此形成了壁垒。 他指出，

远会比他们高。 ”
在唐军看来，目前网贷市场参

“阿里巴巴正是由于生态内的强大
数据积累后，能够建立起强大的风
控体系，支撑未来的万分之几的低
坏账。 ”

他自己在内，没想明白这个行业到
底该怎么走，这个行业的战略和未
来在哪里。 很多时候是迷茫的，他
自己也曾经迷茫了很久。

他进一步指出，网贷这类市场
零散的客户，在千变万化的高利率

因此，唐军认为，“未来网贷平
台也好，金融科技也好，都需要转

市场上，如果掌握不到借款人借钱
后做什么，做的怎么样，要保持低坏

型，并且认真、理性地多认清自己，
多思考自己的战略，如果真的能够

账是不可持续的。 唐军表示，
“
我们
每天开那么多分公司，全国各地到

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转型之路，我们
就努力去尝试。 ”事实上，他及他创

处去找客户， 也通过网上找客户。

建的企业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转型，

我们不知道客户来源于哪里，我们
的客户都是零散的客户，今天借了

如何打造一个可持续化的金融科
技，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小闭环。

与机构更多是跟风、效仿，缺乏对网
贷行业特点和企业核心战略的深刻
思考。 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包括

精彩观点
唐军认为，
“
未来
网贷平台也好，金
融科技也好， 都需
要转型， 并且认真、
理性地多认清自己，
多思考自己的战略，如
果真的能够找到一个特
别好的转型之路， 我们就

严，淘汰得越快，最后活下来的也
未必是可持续的。但是，我真诚地

努力去尝试。 ”事实上，他及
他创建的企业也一直在思考
如何转型，如何打造一个可持
续化的金融科技， 能够有一个

希望我们行业的从业者， 包括我
在内，我们都能够认真地、理性地
多认清自己，多思考自己的战略，
如果真的能够找到一个特别好的
转型之路，我们就努力去尝试，希
望我们这个行业真的能够良性地

自己的小闭环。

发展，越办越好。 ”

汇联科技获 2018 技术创新机构奖项
科技赋能金融赢认可

西北平台今金贷
积极运用金融科技赋能三农

文 / 刘小懿

当前，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快
速发展，我国的农村经济也迎来了

金融科技浪潮下， 科技和金

快速增长。 尤其是西北地区，秉承

融的融合日益加深， 科技赋能金

其自有的种植业、 养殖业优势，以

融成为行业加速发展与转型的重

及
“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近年来

要推动力量。

融两大战略领域，业务内容涵盖地

伴创造价值。 据悉，汇联科技打造

产财务顾问服务、地产投资、融资

大数据获客等整体解决方案，在前

租赁、消费信贷、在线理财等。

端，为客户提供快速、本地化的场

深耕资产管理，汇联金融专注

景搭建和精准获客能力； 在中端，

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与服务， 通过

通过风控模型与大数据分析技术，

“
强大的团队优势、 丰富的行业经

为客户提供技术与系统模块化、定

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与此同时，由

作为中国领先的房产金融服

验、创新的开发能力、资源整合能

制化输出；在后端，通过牌照以及

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的支

务商，汇联金融（8030.HK）聚焦并

力”等核心优势，率先开辟行业内

与资方的技术合作，为合作伙伴实

撑， 并且三农经济本身对资金需

打造房地产全产业价值链金融服务

轻资产”开发合作模式，赋
领先的
“

现业务的持续性与合规性。

求大的特性， 它们的发展对资金

的业务模式，深耕资产管理与住房

能基金管理公司、金融机构、开发

的扶持需求也逐渐扩大。

消费金融两大战略领域；其旗下子

商，最终实现多方合作共赢。

同时，汇联科技通过科技赋能
创新消费金融服务，采用星云大数

但由于三农群体信用体系缺

公司汇联科技通过科技赋能房地产

金融科技赋能住房消费金融

据系统、雷神量化风控系统、鹰眼

乏、 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覆盖有

上下游产业，专注为消费金融、物业

领域， 公司拥有近百人资深金融

人工智能系统， 接轨全球前沿科

限等原因， 三农金融群体的资金

服务、供应链金融等垂直领域进行

科技研发团队，“以国际化的风险

技，如人脸识别、声纹识别、设备指

需求增大与其资金需求得不到满

金融科技赋能，输出大数据、风控

管控体系、 定制化的消费信贷产

纹跟踪、客服机器人、用户数据交

体系、智能获客等整体解决方案。

足的矛盾也正在彰显。 数据指出，

今金贷获颁“2018 中经 FinTech·普惠金融践行机构”

品、标准化的信用支付工具”为核

叉检验等技术，推行智能集约化运

汇联金融主动拥抱监管，作为

心优势， 提供线上金融产品与服

营，打造汇联科技核心竞争力。

当前我国“三农” 金融的缺口达

济体， 农牧贷主要是西北的一个特

微企业、 三农群体金融需求的作

3.05 万亿元， 而仅占农地面积三

色， 为当地实体三农项目提供金融

用，于是上线了今金贷这个平台，

行业内的关键性指标之一，银行存

务， 实现高效的移动服务体验。

运营了三年，平台也取得了一些成

管一直是行业关注的焦点。 6 月 20

2016 年，汇联旗下子公司荣获“国

果，目前是甘肃前列的互金平台，

日，汇联金融旗下互联网借贷信息

家高新技术企业”及“深圳市高新

但在扶持实体的过程中，平台也深

中介平台汇理财宣布，汇理财与新

技术企业”双高认定。
汇联金融凭借近 20 年专业

分之一的耕地流转， 就能为互联
网金融创造每年 2000 亿元以上
的抵押贷款市场， 机械化扩张也

扶持， 主要涉及经济作物种植、牧
业、渔业及当地特色养殖行业。 ”
据悉， 随着西北三农经济的

将在未来五年提供另一个千亿级

发展， 其模式也逐渐由原始的个

感西北的互金领域发展远不及北

网银行合作的银行存管正式上线，

的农机市场需求。

体农户经营转为以信用合作社、

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区，

标志着其在保障用户资金安全方

地产金融服务经验， 聚焦房地产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

经济发展公司为组织的共同体形

金融科技的程度还有待发展。

面再迈一步，在拥抱监管、合规化

全产业价值链金融服务， 积累了

P2P、众筹、第三方支付为主要形

式。 其中经济发展公司更是甘肃

近日， 第三方网贷资讯平台

建设道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一批高价值的用户群体。 在金融

态的互联网金融正在为三农融资

地区近两年出现的新型模式，它

网贷之家发布网贷行业 6 月 月

与此同时， 其旗下子公司汇

需求提供新的解决之道。

涵盖三农企业、上下游经营企业，

报，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

联科技，凭借多年行业服务经验、

今金贷是一家总部位于甘肃

包含种植、养殖，还有渔业，以及

底，甘肃省正常运营平台仅 4 家，

精准高价值用户群体积累与金融

兰州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于 2015

旅游、文化等副业，共同组成完善

而同期广东省数据为 396 家，北

科技创新精神， 持续输出行业解

年 5 月正式上线运营， 目前已经

的经济体。 今金贷也主要跟专业

京为 359 家，上海为 243 家，在成

决方案，获得行业一次次认可。 在

稳健运营三年有余。 在三年的发

合作社、经济发展公司合作，为三

交量方面，也相差甚远。

展过程中， 今金贷瞄准西北三农

农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三农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

“第三届中经金融科技高峰论坛”
上，汇联科技荣获“中经 FinTech
2018 技术创新机构”！

与科技融合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
下，汇联科技应运而生。

发技术的同时，加速与业内技术公
司达成合作，强化金融科技解决方
案的持续输出能力。 2017 年 6 月，
汇联科技与国际著名风险评估公
司 SAS 建立了战略合作，建立起支
撑整个业务发展的智能化风险量
设，发展以大数据为核心、以科技为
驱动的
“
智能”系统，形成了
“
智能风

汇联科技定位于为房地产上下

控”“智能线上审批”“智能运维”

游产业提供金融科技赋能的科技平

“
智能客服”等核心业务应用能力。

平台运营数据显示， 平台累

融的支持， 而互联网金融也是以

甘肃金畅集团深耕西北金融近十

计成交额已突破 20 亿元，待收余

赋能普惠为初心而生。 今金贷会

年的经验， 发挥互联网金融的科

额中 90%来自企业贷产品， 借款

秉承‘立足西北 服务实体’的企

技优势、便捷灵活优势，为西北地

企业多为西北地区农牧企业，截

业使命，继续前行。 未来为了更好

区、“一带一路”沿线中小微企业、

至目前， 平台已累计帮扶西北地

地服务三农， 我们会坚持小额分

汇联金融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三农群体提供资金撮合业务。

区、“一带一路” 沿线 600 多家实

散、信息中介的平台本质，高标准

于 2001 年成立，并于 2012 年 5 月

据了解，作为上市公司旗下技

体企业、三农企业。

的信息披露、银行存管、系统信息

今金贷董事长张彦军介绍：

汇联科技在不断提升自身研

化管理体系，通过底层技术平台建

加速赋能
以金融科技为核心

金融市场需求， 结合平台母公司

厚积薄发
聚焦房产金融服务

强强联合 持续输出
行业整体解决方案

台，凭借强大的技术研发团队，持续

经过市场检验与用户认可，汇

输出高新技术成果，为消费金融、物

联科技打造出三大行业解决方案，

业服务、供应链金融等垂直领域进

三大智能系统和六大服务体系，构

行金融科技赋能，输出大数据、风控

建高质量综合金融科技服务机构。

体系、智能获客等整体解决方案。

此外，汇联科技还拥有
“
一照难求”
的互联网小贷牌照及多项软件著

7 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公司

术驱动的 Fintech 公司， 经过近 3

“
平台的主要资产类型包括企业贷

张彦军表示， 平台母公司甘

安全等工作，合规发展。 并致力于

总部位于深圳， 运营网络辐射华

年的沉淀与积累，汇联科技持续提

未来，汇联科技将持续创新金

和农牧贷，企业贷主要给融资难、融

肃金畅集团自 2010 年就开始在

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 利用大数

南、华东、华北、华中、西南等区域。

升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大数据驱动

融科技能力，深度赋能消费金融领

资贵的中小微实体企业提供服务，

西北提供金融服务，2015 年随着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

近年来， 公司聚焦并打造房地产

科技创新，打造开放的、数据驱动

域、物业服务领域、供应链金融领

涉及了生产加工类、商贸类、批发零

互联网金融逐渐发展渗透到西

三农群体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的

全产业价值链金融服务的业务模

的科技平台，赋予合作机构迭代升

域，并逐步渗透到房地产上下游产

售业、 服务业等多种类型的实体经

北， 看到这个新方式对解决中小

资金撮合业务。 ”张彦军总结道。

式， 深耕资产管理与住房消费金

级的客户服务解决方案，为合作伙

业，持续输出行业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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