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2P网贷平台春节迎“大考”（主）

坏账频出需谨慎

本报记者 陈莹莹

继去年红岭创投爆发1亿坏账风波之后，近日，红岭创投再度被爆出现7000万元坏账。 2月 7日下午，红岭创投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证实这一消息，并表态将为此次坏账兜底，承担本息兑付。 据了解，这已经不是这家老牌P2P平台第一次曝出坏账。 尽管如此，该平台负责人在 2月14日的投资人交流会上称，红岭创投于2月 9日正式启动国内市场上市准备工作，整体市值超过500亿元。

“网贷之家” 发布的《中国P2P网贷行业2015年 1月月报》（下称《月报》）显示，2015年1月，我国新上线的网贷平台达121家。 与此同时，1月P2P问题平台达69家，为历史次高水平。 专家和业内人士预计，P2P网贷平台问题频出，使得投资者对这方面的投资更趋理性。 尤其是2月将迎来传统节日春节，预计网贷成交量将进一步下降。

再现大额坏账

临近农历春节，P2P网贷平台“炸弹频出” 。 近日，多位网友在红岭创投论坛发帖质疑安徽 4号标存在风险。 据悉，安徽 4号标自 2014年6月起在红岭创投申请融资，项目融资额为7000万元。 项目共发标11期，1000万元5个月，1000万元11个月，5000万元 18个月，自2014年 6月12日起发标。

很快，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在红岭创投官方论坛发布“天塌不了，森海园林的情况早就在掌握中” 的帖子 ，证实安徽4号借款方的确为安徽森海园林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紧接着 ，红岭创投在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森海园林借款情况的说明” ，对此事正式回应 。 公告称，森海园林于2014年6月在红岭创投平台上申请借款7000万元，文达电子提供无限连带担保 ，文达学院以学费收费权质押。 当前红岭创投一方面与借款企业确认债权、协商还款计划；另一方面，向福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申请财产保全，但由于处置时间较长，在贷款到期前未必能够顺利变现，但是仍将按期支付投资者本息。

2月14日，该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副总裁牛冰同时通报了两起坏账的进展。 据其介绍，广州纸业案子已经在2月13日完成民事判决，红岭创投的诉讼主张得到了法院的完全支持，但最终损失情况尚无法判断。 而森海园林案件，该公司目前在寻找重组方案 ，法院则计划在5月 21日开庭 ，“对这两笔案件 ，收回收益是有信心的。 ”

《月报》显示，今年1月问题平台事件较去年底虽有所减少，但是依然属于较严重的月份，单月问题平台多达69家，问题平台的月发生率为 3 .90%，仅低于 2014年12月，远高于去年同期。 这些问题平台爆发呈现地域性分布，多位于山东、广东，其次是浙江、江苏、四川、上海。

成交量增速放缓

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曾经表示过对P2P介入大型项目的担忧，认为大项目风控难度大，风险较集中，对于风控团队要求很高。 而不少投资者也学着“用脚投票” 。 临近春节，网贷行业活跃度有所降低，许多网贷平台成交量上升速度趋缓 ，甚至出现下降态势。

数据显示，2015年1月，许多省份网贷成交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网贷成交量仍位居前五位，累计成交量达295 .92亿元，占全国总成交量的82 .70%，较上月下降9 .33亿元。 其中，广东、上海、浙江三地网贷成交量较上月分别下降3 .89%、5 .83%和 6 .42%。

网贷之家首席研究员马骏表示，2月将迎来传统节日春节，预计网贷成交量将进一步下降。 “在我们选取的20家成交量较大的平台中，超过半数平台1月成交量较上月有所下降。 其中小企业E家1月成交量较上月下降幅度最大，下降幅度达55 .72%。 另外 ，陆金所、有利网、金信网、鑫合汇、钱爸爸1月的成交量下降幅度也在20%左右。 ”

fund

03

机构新闻

2015

年

2

月

16

日 星期一

编辑：殷鹏 美编：苏振

CFP图片

政策利好保险资管

□本报记者 李超

春节前，保险业最新公布的数据

为行业注入信心。 在中国经济面临

“三期叠加” 之际，保险业在保费收

入、 资金运用等方面均斩获明显增

量。 最新发布的分析报告认为，保险

资管行业在参与养老地产、 住房养

老、城镇化等方面存在机遇，未来多

方面政策将对保险资管行业产生正

面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财险、寿险竞争力

格局出现调整。2013年度，综合竞争力

位居财险市场前三位的分别是安邦财

险、人保财险、平安产险，位居人身险

市场前三位的分别是国寿股份、 平安

人寿和友邦中国。 投资收益率方面，安

邦财险、建信人寿分别居于当年财险、

寿险公司中的首位。

2月13日， 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

在中国保险学会举办的《中国保险业

竞争力报告 （2014）》 发布会上表

示， 中国保险业已进入最好发展时

期。 2014年， 全国保费收入突破2万

亿元大关，保险业总资产突破10万亿

元大关， 增速达17. 5%， 是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最高的一年。 保险行业经营

效益也显著提升。2014年保险公司利

润预计可达2046. 6亿元， 同比增长

106. 4%。

周延礼表示，保险资金运用方面，

预计2015年1月利润为333.63亿元，同

比增长184.07% 。 保险业总资产达

10.38万亿元， 净资产达13652.97亿

元。 他透露，保监会近期研究尽快启动

“十三五” 期间保险发展规划工作。

近期发布的 《中国保险业竞争力

报告（2014）》中，中再资产和广发证

券相关人士提出， 保险资管行业多元

发展面临四方面机遇： 商业保险参与

社会保障潜力巨大； 保险资金参与养

老地产是大势所趋； 险资参与住房养

老，可以提供社会保障新模式；保险资

金参与城镇化， 可带来保险业发展新

机遇。

未来多方面政策将对保险资管行

业产生正面影响。 直接政策涵盖保险

资管公司开展资管产品业务试点、资

管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

务、信贷资产证券化、上海自贸区建设

等领域。 间接政策包括丰富健康保险

产品等方面。

随着大资管时代加速到来， 资管

行业同业竞争越发激烈，产品种类、收

益率等逐渐分化。 银行理财保持稳步

发展，公募基金内部结构逐渐转变，信

托增速放缓， 券商资管新产品发行数

量、发行份额在飞速增长后有所回落。

对保险资管公司而言，《证券投资基金

法》 的实施既是机会又是挑战， 一方

面， 可以显示出保险资管机构的竞争

力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保险资管需面

对运营机制、内部控制、人员储备等方

面的挑战。

报告认为， 保险资管应以原有母

公司或业内委托的保险资金为中心，

同时兼顾第三方资产管理， 而非盲目

加码第三方资产管理。 从短期来看，寿

险利率市场化新政策实施后会造成利

差减少现象， 对险企资产配置和现金

流造成一定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将增

强险企未来年金等产品的价格优势，

促进多种寿险产品的发展。

中信证券收购KVB

昆仑国际弯道超车

□本报记者 杨光

瑞郎“黑天鹅” 事件波澜未定，中

国外管局加速中国外汇交易市场扩容

的速度，刚刚批准国泰君安证券和嘉实

基金两家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银行间

外汇市场和外汇衍生品市场会员之际，

中信证券与KVB昆仑国际 （股票代码：

8077HK） 的控股股东签署协议， 收购

KVB昆仑国际60%的股份引人关注。 中

信证券在这个时点收购一家海外知名

的外汇交易商，背后有何玄机？

有关专家分析， 中信证券参股KVB

昆仑国际，已经具备了天时（中国外汇市

场开放）、地利（香港上市公司）、人和

（海外华人创立和管理）这三点，已经没

有道理再选其他目标。

目前还有多家知名的券商和基金

在积极争取获得外汇交易市场牌照，有

的机构已经提前从银行挖角，并且开始

搭建交易平台。 每当新的行业契机开启

时， 领先的机构都想成为市场第一，抢

完第一个拿牌照的名分之后还要抢谁

能第一个营业和推出产品。 所以，中信

证券“弯道超车” ：在别人还在抢牌照

和忙着筹建的时候，直接收购一家现成

的并且是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和市场影

响的外汇公司。

国内刚发牌照显然没有现成的外

汇公司让中信证券去收购，只能把目光

投向海外，但贸然开展海外收购的风险

很大，连平安这样的金融航母都曾在海

外收购中吃过苦头。 再加上欧美的法律

体系相对复杂，真正完成收购恐怕仅弄

法律文件没个一年半年也搞不完。

值得关注的是，KVB昆仑国际是全

球仅有的5家上市的知名外汇交易商

之一， 财务状况稳健。 港交所公告显

示， 该公司在1月底刚刚发布盈喜公

告，预计2014年业绩盈利。 招股说明书

中显示， 该公司全球只有不超过60名

员工，年外汇交易量超千亿美元。 资料

显示，公司战略发展极为进取，注重互

联网金融技术，从新西兰起步，由国内

民营资本投资， 海外华人团队管理，十

年时间在悉尼、墨尔本、多伦多、中国

香港等国际城市快速布局，2013年完

成上市，在业内获得多项大奖。 这也就

不难理解中信证券为什么会如此青睐

而将其纳入囊中。

目前全球外汇交易市场上的服务提

供商基本上是三分天下： 来自欧美包括

澳洲算一类，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所受的

监管也最严苛； 来自我们的邻国日本的

服务商， 因为日本历史上的经济地位和

日元作为避险货币的独特属性， 在国际

市场上也占有一定席位； 剩下的那部分

市场份额来自新兴市场国家， 包括中国

在内的交易商占有。 KVB昆仑国际属于

第一类。

专家指出，中信证券选择KVB昆仑

国际为收购对象， 其意义不只是通过

“弯道超车” 来省掉拿牌照和筹备营业

所需的时间成本这么简单； 更重要的

是， 通过收购一家国际知名的成熟公

司，一下子就无风险地省掉了至少十多

年的经验积累和各种管理体系完善的

时间，直接快速开展业务。 特别是经历

了瑞郎“黑天鹅” 之后，长时间积累的

国际市场的交易经验和危机应对经验

显得更加珍贵。

再现大额坏账

临近农历春节，P2P网贷平台 “炸弹频

出” 。近日，多位网友在红岭创投论坛发帖质疑

安徽4号标存在风险。 据悉，安徽4号标自2014

年6月起在红岭创投申请融资， 项目融资额为

7000万元。 项目共发标11期，1000万元5个月，

1000万元11个月，5000万元18个月，自2014年

6月12日起发标。

很快， 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在红岭创投

官方论坛发布“天塌不了，森海园林的情况早

就在掌握中” 的帖子，证实安徽4号借款方的确

为安徽森海园林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紧接

着，红岭创投在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森海园

林借款情况的说明” ， 对此事正式回应。 公告

称， 森海园林于2014年6月在红岭创投平台上

申请借款7000万元，文达电子提供无限连带担

保，文达学院以学费收费权质押。 当前红岭创

投一方面与借款企业确认债权、 协商还款计

划；另一方面，向福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申请

财产保全，但由于处置时间较长，在贷款到期

前未必能够顺利变现，但是仍将按期支付投资

者本息。

2月14日，该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副

总裁牛冰同时通报了两起坏账的进展。 据其介

绍， 广州纸业案子已经在2月13日完成民事判

决，红岭创投的诉讼主张得到了法院的完全支

持，但最终损失情况尚无法判断。 而森海园林

案件，该公司目前在寻找重组方案，法院则计

划在5月21日开庭，“对这两笔案件， 收回收益

是有信心的。 ”

《月报》显示，今年1月问题平台事件较去

年底虽有所减少，但是依然属于较严重的月份，

单月问题平台多达69家， 问题平台的月发生率

为3.90%， 仅低于2014年12月， 远高于去年同

期。 这些问题平台爆发呈现地域性分布，多位于

山东、广东，其次是浙江、江苏、四川、上海。

成交量增速放缓

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曾经表示过对P2P介

入大型项目的担忧，认为大项目风控难度大，风

险较集中，对于风控团队要求很高。 而不少投资

者也学着“用脚投票” 。 临近春节，网贷行业活

跃度有所降低， 许多网贷平台成交量上升速度

趋缓，甚至出现下降态势。

数据显示，2015年1月，许多省份网贷成交

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广东、北京、上海、

浙江、江苏网贷成交量仍位居前五位，累计成

交 量 达 295.92 亿 元 ， 占 全 国 总 成 交 量 的

82.70%，较上月下降9.33亿元。 其中，广东、上

海、 浙江三地网贷成交量较上月分别下降

3.89%、5.83%和6.42%。

网贷之家首席研究员马骏表示，2月将迎

来传统节日春节，预计网贷成交量将进一步下

降。“在我们选取的20家成交量较大的平台中，

超过半数平台1月成交量较上月有所下降。 其

中小企业E家1月成交量较上月下降幅度最大，

下降幅度达55.72%。 另外，陆金所、有利网、金

信网、鑫合汇、钱爸爸1月的成交量下降幅度也

在20%左右。 ”

P2P网贷平台春节迎“大考”

坏账频出需谨慎

□本报记者 陈莹莹

继去年红岭创投爆发1亿坏账风波之后，近日，红岭创投再度被爆出

现7000万元坏账。 2月7日下午，红岭创投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证实这

一消息，并表态将为此次坏账兜底，承担本息兑付。据了解，这已经不是这

家老牌P2P平台第一次曝出坏账。 尽管如此，该平台负责人在2月14日的

投资人交流会上称， 红岭创投于2月9日正式启动国内市场上市准备工

作，整体市值超过500亿元。

“网贷之家” 发布的 《中国P2P网贷行业2015年1月月报》（下称

《月报》）显示，2015年1月，我国新上线的网贷平台达121家。 与此同时，

1月P2P问题平台达69家，为历史次高水平。 专家和业内人士预计，P2P

网贷平台问题频出，使得投资者对这方面的投资更趋理性。 尤其是2月将

迎来传统节日春节，预计网贷成交量将进一步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