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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意外”闯入

P2P

领域

网贷成银行新“出表通道”

□

本报实习记者 梅俊彦

招商银行近日悄然在 “小企

业

e

家” 金融服务平台上提供类

P2P

贷款的投融资撮合服务。 中国

证券报记者致电招行相关部门相

关人士， 他们并不愿意对此作出

评论。

东方证券研究报告指出，招

行意外地闯入

P2P

领域，其用意与

互联网企业相比恐怕大有不同，

更可能是基于“监管套利”意图。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监管部门对

银行的通道业务逐一收紧， 银行

也在寻求通道的突破。 网贷业务

的拓展规避了贷款额度、存贷比、

拨贷比等监管，可以成为新的“出

表通道”。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招行通

过网贷业务可以降低小微企业融

资消耗的资本和拓展客户资源，

继续跟民生银行在小微企业业务

上较量， 另外也可以把节省的资

本用于对公业务。

银行转向“线上”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近

年来银行不断布局互联网金融领

域，贷款业务呈现线上化趋势。

目前国内银行业网络贷款主

要有四种形式。 一是网银注册用

户直接在网银“网络贷款”页面申

请贷款； 二是搭建网络贷款专属

平台，客户注册后，可进行在线预

评估，提交贷款；三是客户可以直

接在页面申请贷款， 随后进入常

规传统贷款流程， 由客户经理跟

进； 四是与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

合作， 例如建行早前推出的 “

e

贷

款”系列，即与阿里巴巴等平台合

作展开。

据了解，工行、建行、交行、民

生、招行、浦发、渣打、花旗等银行

近年来纷纷通过上述形式推进网

络贷款。

今年上半年， 浦发银行就推

出了面向小微企业的信贷工厂产

品。 在信贷工厂模式下，客户通过

接入系统， 可以直接网上申请贷

款，提高申请效率。 浦发银行希望

通过这种模式来形成差别化竞争

力， 以跟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的

零售业务竞争。

今年下半年， 招行在供应链

金融上也开始把业务做到线上。

其“智慧供应联金融平台”不但支

持原有线下供应链金融审批放款

模式， 还将业务流程全部搬到网

上。 相关客户可以在线随时测算

当前可以在招行申请贷款的金

额，自助发起融资申请，平台在线

自动审批，实时放款。

与以往网络贷款不同，今年银

行在这块的创新开始尝试让客户

经理渐渐淡出整个贷款流程，不过

负债端仍然是银行的内生资本。

直到近期，招商银行在“小企

业

e

家” 金融服务平台上提供类

P2P

贷款的投融资撮合服务。 如此

一来， 银行的网络贷款业务把负

债端也摆到线上， 放款资金通过

资产证券化跟网上理财计划资金

对接， 业务模式上已经形同网贷

平台。

满足小微贷款需求

招商银行的网贷撮合业务在

模式上类似于陆金所的业务模

式。 有网贷人士撰文指出，招行网

贷目前已经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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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融资总额

为

1.29

亿元，平均每笔金额为

2150

万元， 平均每个投资者投资金额

为

64.5

万元。

东方证券研究报告指出，招

行闯入网贷领域， 其用意与互联

网企业相比恐怕大有不同， 更可

能是基于“监管套利”意图。

近年来， 监管部门不断尝试

关闭银行绕开贷款额度控制、存

贷比监管等通道业务， 但是银行

始终能找到新突破口。

东方证券报告指出， 招行通

过上述网贷撮合业务规避了贷

款额度、存贷比、拨贷比等监管，

从而创造了一块增量的中间业

务收入。 从业务实质上，招行的

P2P

服务更接近于资产证券化，

银行从事该业务的出发点主要

是监管套利。

报告同时指出， 招行可能是

为小微贷款需求另谋出路。 小微

贷款领域仍然是明显的蓝海，大

量优质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

招行此举可能正是为了满足自身

需求旺盛的小微贷款客户设立。

银行业人士指出， 招行的网

贷撮合业务在不消耗招行资本的

同时， 拓展了获客途径和优化了

放款流程， 有望进一步在小微企

业贷款上跟民生银行较量。 另外，

释放的资本将有利于招行重点发

力对公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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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酝酿出台政策“力挺”互联网金融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阿里巴巴和天弘基金的合作

从“余额宝”的业务层面正式进

入股权层面，互联网金融可谓进

入“井喷式”发展。 不断升温的互

联网金融让地方政府再也不能

“淡定”。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到，目前多个地方政府酝酿或出

台政策“力挺”当地互联网金融发

展， 并积极引入互联网金融企业

和人才。

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 地方

政府希望借助互联网金融 “东

风” 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解

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民间借贷

阳光化等属情理之中，但是地方

政府布局互联网金融产业切莫

“一窝蜂”， 需要警惕产业潜在泡

沫和风险。

多地“力挺”

互联网金融发展风生水起，

各地方政府着手考察调研、 出台

政策，亟欲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先

行一步”。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

究所所长、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发

起人黄震此前透露，“各地对互联

网金融发展兴趣浓厚，已有天津、

宁波、 杭州等地纷纷邀请行业人

士和专家出谋划策。 ”

据了解，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政府

19

日举行 “互联网金融中

心”、“互联网金融产业园”、“互联

网金融基地”揭牌仪式，京东金融

集团、百度小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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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互联网金融

机构签约入驻。 同日发布的《关于

促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将互联

网金融作为海淀现代服务业试点

的重要内容。

此前， 北京中关村已经聚集

了包括京东商城，拉卡拉、易宝支

付、融

360

、天使汇、人人贷等互联

网金融企业

33

家， 并发起成立了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北

京市石景山区也发布了支持互联

网金融产业发展的暂行办法，为

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提供一系列

人才、政策、服务保障。

江西省赣南市日前召开了一

场座谈会， 就加强赣南市电子商

务和互联网金融招商工作进行部

署。 要求加快推进项目招商，大力

培育电子商务、 互联网金融等新

兴业态。 另据媒体报道，目前湖南

有

4

家网贷公司， 尚处于导入期，

但批准网贷公司注册 “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分析师赵旭翔认

为， 目前互联网金融进入实质性

阶段，腾讯、百度等其他互联网厂

商将跟进， 业务也将从基金业延

伸至券商行业和银行业。

监管政策亟待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 互联网金融

势不可挡的热潮， 引发了包括央

行在内的多个监管部门的注意。

业内人士坦言， 截至目前该领域

仍处于监管“盲区”，尤其是部分

P2P

平台公司依靠“踩红线”的模

式急速扩张， 互联网金融潜在风

险隐患值得警惕。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

任、 中国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研

究员曹磊表示， 互联网金融业务

尤其是

P2P

平台目前较大比例业

务没有任何担保， 这种平台的风

险相对较高。商务部数据显示，我

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

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

6000

亿

元。 虽然国家级信用信息平台已

经在酝酿之中， 但具体信息尚未

对公众公开。 征信成本过高是影

响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

要因素。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此

前央行牵头多个相关部门奔赴

上海、深圳等地调研互联网金融

发展现状。 专家和业内人士预

计，互联网金融相关监管政策呼

之欲出。 “在合法合规、诚实守信

的前提下，一切有利于包容性增

长的金融活动和金融服务都应

该受到尊重和鼓励， 但非法吸收

公共存款、 非法集资的底线绝对

不能碰。 ”

另外，不少业内人士担忧，互

联网金融急剧扩张， 或已开始滋

生产业泡沫。 因此，黄震表示，地

方政府盲目跟风进行互联网金融

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 要警惕互

联网金融产业泡沫化发展。

网销渐入佳境

保险业盈利模式生变

□

本报记者 丁冰

保监会网站日前批复称， 已审核同意众安

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业， 注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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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注册地在上海，这意味着“三马”联手的互

联网金融合作进入实施阶段。

按照设想，“众安在线” 将突破国内现有保

险营销模式，不设分支机构、完全通过互联网进

行销售和理赔。而在产品研发上，它将避开传统

车险业务， 专攻与互联网交易直接相关的企业

及家庭财产保险、货运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证保险。

在互联网金融快速突破之际，据了解，保监

会已开始着手起草人身险网销业务监管制度，

以鼓励行业积极适应移动互联时代推进业务模

式创新。分析人士指出，网销保险从实务领域和

监管领域纷纷突破， 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在保险

领域正向纵深化方向演进， 未来保险业务从前

端产品开发和后端保险销售都将迎来改变。

众安在线突破

众安在线是由马云、马明哲、马化腾几位商

界风云人物联合打造的互联网保险公司， 与其

他保险公司不同， 它的目标客户群是互联网经

济的参与方，包括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服务提供

商、电子商务商家、网络购物消费者、社交网络

参与者等公司和个人客户。

近年来，金融领域下的保险、银行、基金等

细分行业纷纷挺进互联网金融。 中国人寿与阿

里巴巴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国寿产品将通过阿

里巴巴电子渠道销售。而包括泰康、新华保险等

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纷纷“涉网”，或自建平台，

或进驻网上商城等， 未来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

成为险企经营的重要部分。

不过， 上述企业目前的实践还仅仅是把网

络作为保险销售的一种尝试性渠道， 对业务贡

献微不足道。 而众安在线则更进一步，“股东希

望新公司有所创新，不仅体现在销售渠道，还要

延伸到产品研发。比如目前市场潜力较大、专业

程度较高的各类责任险，以及履约保证、信用保

证等保证保险。 ”众安在线有关人士表示。

分析人士指出， 对于互联网中存在的信息

安全、账户安全、资金流通等问题，众安在线能

够基于现有互联网数据分析， 开发出互联网环

境下充分保障和维护网民利益的险种。“从这个

角度来说， 众安保险不仅仅是一家互联网保险

公司，更是一家数据公司。 ”

网销平台将纳入监管

保监会对众安保险开业批复效率很高，对

此有业内人士认为， 这体现出监管部门鼓励保

险公司创新业务发展的思路。

不过，随着互联网保险如火如荼地推进，关

于保险网销业务合规性的质疑不断， 投诉明显

增多。 为进一步规范人身险网销业务经营和发

展， 鼓励行业积极适应移动互联时代推进业务

模式创新， 保监会正抓紧起草人身险网销业务

监管制度。

对此，多家保险公司持乐观态度。 “若将互

联网销售平台纳入监管， 将有利于行业良性竞

争。 ”一位中小险企负责人表示，由于网销是保

险公司直销行为，销售平台无需代理资质，因此

需要避免部分网站打着保险销售的名义销售假

保单，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整个保险网销生态

环境。

网销需要增加系统建设、在线支持、客户

引流、在线支付等硬性成本支出。 保险网销处

于初创阶段，规模尚不大，因此硬性成本摊销

较大，成本优势并不明显。 对此，有险企建议，

对风险保障较低的理财型保险产品减免保险

保障基金与监管费，以降低成本，让保险产品

与基金、银行理财等金融产品平等竞争。 同时，

通过行业性整体宣传，增强客户认知，降低客

户引流成本。

人身险条款较为复杂， 众多销售误导案件

多由此引发。 对此，弘康人寿建议，对于互联网

专属产品，应尽量摒弃专业术语、简化条款。 对

于此类产品， 监管部门应要求保险公司将产品

条款、说明书、保单口语化，甚至增加多媒体应

用，便于客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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