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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总额 4.3 亿 绿能宝兑付一拖再拖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黄希

禁止关联交易”。 但是，现在这类业
务正撞在监管部门的枪口上。
5 月 8 日，商务部发布通知，自

美股上市公司 SPI （绿能宝能
源互联网股份公司）旗下的互联网

5 月 2 日至 6 月 30 日，商务部组织
各地开展融资租赁行业风险排查工

金融平台绿能宝兑付危机持续发
酵。

作， 其中互联网金融被列为首项重
点排查对象。商务部表示，本次风险

从最初的 4 月 17 日发布公告，

排查工作对象为所有内资融资租赁

表示按照 T+30 日的形式向投资者
进行兑付，结果 5 月 9 日又发公告
称，由于款项催收、项目融资、项目

试点企业和外商投资融资租赁企
业， 其中 “关联公司从事互联网金
融、投资咨询、财富管理、第三方理

销售及逾期项目起诉等事宜需要一
定时间，从 5 月中旬开始暂不能按
T+30 的形式启动兑付，但承诺会根

典当等业务的企业， 以及关联公司
包括股东、股东投资的企业、同一实

据项目回笼资金尽快开展兑付工
作，自 4 月 17 日起计，确保 180 天
内完成所有兑付。 截至目前，平台
逾期支付租金总计 2.22 亿元，涉及
线上投资人 5746 人，逾期项目融资
总额 4.3 亿元。
这次是否又是在“画饼”呢？
随着兑付再延期、曾宣称的股
东忙辟谣，投资人已渐渐失去信心，
尝试各种途径维权。 记者获悉，来
自全国各地的投资客纷纷赶往该公
司所在的注册地（苏州）进行投诉，
截至 5 月 10 日上午 11 点， 苏州
“12345”平台有关“绿能宝”的投诉
累计近 30 单。 据悉，目前苏州警方

财、小额贷款、融资担保、商业保理、

之所以大量
投资人参与投资
绿能宝， 除美股
上市等重要背景
外， 平台还宣称
母公司 SPI 曾得
到史玉柱等大佬
投资。 但如今史
玉柱正忙着撇
清。

已介入调查。

兑付计划延期
4 月 17 日， 针对提现逾期情
况，绿能宝首次公开发声，承认项目
逾期，“因光伏补贴延迟等原因，致
使目前平台提现出现逾期现象，承
租人不能按期兑付提现金额。 ”按
照当时的承诺，提现逾期最长将在
180 日内按照 T+30 日通过平台向
投资人进行兑付。
5 月 10 日是绿能宝应该首次开
始兑付的时间， 而投资人等到的却
是“失望”。 根据 5 月 9 日的最新公
示，由于款项催收、项目融资、项目
销售及逾期项目起诉等事宜需要时
间，从 5 月中旬开始暂不能按 T+30
的形式启动兑付。 但会根据项目回
笼资金尽快开展兑付工作， 自 4 月
17 日起计， 确保 180 天内完成所有
兑付。 “5 月份预计回笼的资金共计
三笔， 金额分别为 800 万元、200 万
元、500 万元， 金额合计 1500 万；6
月份回笼资金将达 4200 万左右”。

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本公司
所投资的企业”也是重点关照对象。

投资者急维权
在兑付一拖再拖、 负面消息层

东 方 ＩＣ 图

3.8 亿元， 已进入司法诉讼程序；线

SPI 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首

佬联合打造”的表述留存。

上平台承租人逾期未支付的正常租
金、 正常售后回租的到期及逾期项
目，合计金额逾 0.31 亿元。
对于为何绿能宝不通过银行或
其他融资渠道获得银行贷款的质

日，跌破发行价 18.9 美元，以 16 美
元收盘。 次日，SPI 以 16.53 美元收
盘，此后一路下跌。截至 5 月 11 日，
SPI 股价报收于 0.52 美元。
另一方面， 曾宣称的股东也在

绿能宝官方微博在 2016 年 12
月 23 日发布的一篇文章《光伏行业
的江湖： 狂人彭小峰和他的 “绿巨
人”》 中也曾写道，“多轮巨额融资
后，SPI 长长的股东名单上，史玉柱

疑，绿能宝方面解释，由于光伏产业
资金需求量大、周期长，一直面临着
融资难问题， 想通过政策性银行或
商业银行贷款等渠道融资更是难上
加难。 目前， 绿能宝已向苏州工业

忙憋清。 5 月 8 日， 史玉柱发布微
博，称自己并非绿能宝股东，SPI 还
欠他一笔钱。
“几年前几位长江同学找我说，
同班的彭小峰重新创业， 大家一起

的名字赫然在列。 继保健品、游戏、
金融之后， 史玉柱的商业版图再添
能源一角”。

园区相关部门领导提出了希望获得
银行过桥贷款的期望， 并承诺提供
的债权作为抵押。

支持他创业。 我就答应了并认购一
些其 SPI 公司的可转换债券， 后转
换成普通债券。 ” 史玉柱表示，“也

为了解进一步进展，《国际金融
报》 记者近几日多次尝试拨打绿能

就是说我公司与 SPI 的唯一关系是
SPI 欠我们一笔钱。 ”

宝官网客服电话和其运营方上海美
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登记

史玉柱还称， 将督促彭小峰尽
快还钱。 “我并不是强调我也是受

的联系电话， 均未接通。 据苏州警

害者，站台误导你们投资，大嘴巴确

方证实，绿能宝在苏州的办公地址，

实有责任， 所以我会尽我所能督促

已经无人办公。
绿能宝官网在线客服则告知记

彭小峰还款的！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
上好了！ ”

者， 目前该公司没有设置对外接待
的部门。 关于何时兑付、 如何兑付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绿能宝官
网上显示的股东阵容中仅有中国节

的问题在通过在线客服统一记录后
向上级反馈， 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相

能环保集团、新兴际华集团。 据悉，
绿能宝前光伏巨头赛维创始人彭小

关通知。

峰于 2015 年推出，此前官网宣称投
资人包括联合金融、新兴际华集团、
恒大集团、 巨人投资、 城市地产、

史玉柱忙撇清

根据计划，绿能宝将通过第三
方介入的方式，完成具备短期偿还
能力的加急催收项目款项催收事
宜，其中包括通过法律手段正在追

能宝，除美股上市等重要背景外，平
台还宣称母公司 SPI 曾得到史玉柱
等大佬投资。

SPF 太阳能基金和中国动向等。
不过，《国际金融报》 记者点开
具体项目安全保障的“信誉保障”一
栏下，仍能看到“绿能宝是由两家国
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级企业携手

但如今，母公司 SPI 自顾不暇，

讨的 EPC 及线下项目，回款总额约

股价一路暴跌。 2016 年 1 月 19 日，

之所以大量投资人参与投资绿

出不穷的情况下， 千名投资者抱团
维权。
投资人杨先生对 《国际金融报》
记者透露， 现在投资人想尽各种办
法，希望能要回自己的钱，在群内统
一组织群友向苏州“12345”进行投诉
和举报是其中一个思路。 目前其所在
的维权群中已经汇聚了上千名投资
人，投资金额从一万到十几万不等。
记者了解到， 由于江苏绿能宝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注册地位于苏
州， 所以部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投
资客向苏州“12345”消费者投诉平

身临监管风暴
实际上，自 2015 年初绿能宝上
线伊始，关于平台涉嫌“自融”和“自

台投诉。 据当地媒体报道， 在 5 月
10 日上午 9 点至 10 点之间， 就有
超过 10 个电话集中投诉 “绿能宝”
逾期不返还投资人钱财。 截至该日

担保”的质疑就从未间断。
据零壹融资租赁研究中心 2016
年初的数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1 月
底， 绿能宝平台共上线 542 个项目
（不含 2 笔信息不明的项目）， 成交

上午 11 点，有关“绿能宝”的投诉累
计近 30 单。
杨先生告诉记者， 从群友口中
获悉， 目前苏州市经侦大队已经对
此事介入调查。 在经侦介入后，他

金额约为 9.45 亿元。 其中承租人为
绿能宝关联公司的项目有 408 个，
成交金额达 4.66 亿元， 约占总成交
笔数的 75%， 约占总成交金额的

们会将目前手上所有的资料提供给
警方，希望能够推进还款进程。
5 月 12 日，《国际金融报》记者
以“绿能宝 维权”作为关键词搜索
QQ 群，能查找到近 50 个以上相关

50%。 所有项目共涉及 43 个承租人
（其中包含 1 名自然人）， 其中有 19
个承租人为绿能宝的关联公司。
以官网现存的新手专享——
—美
橙 Z653 号项目为例，《国际金融报》
记者发现， 要约收购方为美太投资
（苏州）有限公司。 天眼查信息显示，
该公司为 SPI100%全资子公司，同

群组， 这些大大小小群里的投资者
数量粗略统计超过 2000 人。
根据近日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
技术专家委员会发布的 4 月 16 日
至 4 月 30 日互联网金融监测情况
报告， 负面舆情指数排名前 5 名的

时其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夏侯敏，
也就是绿能宝的运营公司上海美桔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网站依次为：绿能宝（13386）、盛世
汇海（878）、钱程在线（745）、海银会
（665）、钱妈妈（572）。该系统重点对
互联网金融平台涉嫌诱导性宣传、

彭小峰、许家印、史玉柱、陈义红、郑

绿能宝融资租赁副总经理何琳

收益率过高、 公告异常等三大类运

跃文、蔡朝晖、王张兴等商界公司大

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融资租赁并不

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分析。

获客成本、合规成本高企 P2P 平台陷盈利困境
国际金融报记者 ｜ 付碧莲

做 P2P 赚钱吗？
“我做 P2P 六七年了，去年是
所在平台第一次实现年度盈利，但
估计今年很难延续去年的势头。 ”5
月 12 日， 一位华南地区的 P2P 平

更大，大家都在烧投资方的钱而已。
但等钱烧完后， 如果无法继续再融
到资金的话， 那也就难逃关门大吉
的结局。
该负责人称，“前几年情况稍微
还好一点， 来钱相对容易。 但也正
是由于来钱容易， 大家花钱也 ‘疯
狂’，市场推广、产品广告投放等都

本已然成为压在 P2P 平台身上的
另一座大山。 “对不合规产品整改、
资金对接银行存管等， 都需要付出
很大费用。 ”该负责人称，仅平台资
金对接银行存管一项， 平台要消耗
的成本就是数百万元。“所在平台目
前还未上线银行存管， 但已经在与
银行努力对接中， 预计会在下半年

基点； 上海市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
为 8.45%， 较上月上升 12 个基点；
广东省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为
9.98%，较上月下降 32 个基点。 4 月
份， 全国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为
9.3%，环比下降了 11 个基点，同比
下降了 194 个基点。
随着严监管的持续进行， 网贷

业务转型的重点。 目前，约有 1000
多家平台已涉足汽车抵押借贷业
务。 根据零壹研究院公布的报告，
“2016 年中国 P2P 车贷百强榜”，排
在第一的微贷网年交易额 451.1 亿
元。 微贷网 CEO 姚宏表示：车贷业
务受到 P2P 平台青睐的原因有以
下三个方面。首先，车贷标的小而分

台负责人对 《国际金融报》 记者感
叹，各种成本不断上升，P2P 要实现
盈利的确不容易。

是不惜成本。 这两年监管一严，大
家都开始有所收敛。 ”
但如今获客成本已越来越高。

完成。 这块费用核算下来很可能将
吞食掉今年的利润”。

行业综合收益率继续下行。据了解，
目前平台主流综合收益率区间仍分
布在 8%至 12%，占比为 55.68%；其

散，符合政策上对借款上限的要求；
第二，汽车具备强质押和变现属性，
比较容易做风控；第三，汽车属于普

其实，记者曾与不少 P2P 平台
人士聊起过这个话题， 但要么讳莫

实现盈利的宜人贷 2016 年第四季
度运营成本及费用为 6.76 亿元，全

“动刀”投资收益

次为综合收益率在 12%至 18%的
平台，占比为 29.32%；综合收益率

及类消费品， 加上市场规模逐年增
长， 其中蕴含着足够多的潜在优质

如深，完全不愿意聊；要么直言不
讳， 但听到的回答中很少有肯定的
答复。
如今，在严监管的大潮下，想要
继续生存下去的 P2P 平台都在竭
尽全力地朝合规方向奔跑。 然而，

台来看，盈利情况并不乐观，其中包
括陆金所、 信而富、 你我贷、PP－

年为 21.7 亿元。 其中，销售费用依
然是平台成本的大头。 2016 年末，
宜人贷销售成本的比例上升到接近
80%。
“宜人贷的获客成本绝对不算

8% 以 下 的 低 息 平 台 ， 占 比 为
11.62%；综合收益率达 24%及以上
的高息平台，则是极少数。
“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网贷利
率的下行是必然的。 之前很多平台

资产端， 平台更有机会从这项业务
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也有平台押注房贷业务。 3 月
31 日，红岭创投发布消息，宣布正
式上线房产抵押担保贷款产品 “房

money、宜人贷、微贷网、红岭创投
等 14 家平台中，收入超过亿元的平
台预计有 8 家，亏损的平台有 5 家。
“像宜人贷这样能持续盈利的
P2P 平台是令人羡慕的， 但是也依
旧难抵成本不断高企的压力。 ”上
述负责人坦言，像红岭创投这样大
规模、老资格的 P2P 平台都还没实
现盈利，多数中小平台盈利的难度

是业内最高的。 ” 上述平台负责人
指出， 一方面，P2P 平台数量大，很
多资源都消耗在彼此间的竞争上；
另一方面，近两年 P2P 平台接连出
事令投资者对这一行业产生越来越
多的怀疑和不安全感， 这无形之中
也大大提高了 P2P 平台继续获客
的成本。
除获客成本高企之外， 合规成

成本的不断高企让越来越多的
P2P 平台选择在投资者收益上 “动
刀子”。
据网贷之家统计，今年 2 月，全
国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为 9.51%。
其中， 北京市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

的高利率都是靠补贴贴出来的。 烧
钱烧出了 P2P 行业的一片繁荣盛
象，但是钱总有烧完的时候。 ”上述
P2P 平台负责人表示，“未来想要继
续在这一行业打拼的 P2P 平台必
须谋求转型，单一的网贷业务很难
支撑起平台的盈利。 ”
自去年 8 月份网贷暂行办法规
定借款上限后， 小额分散成为平台

易贷”。 在红岭创投的转型计划当
中，房易贷今年背着 60 亿元的业绩
压力。
在该人士看来，P2P 平台的转
型， 要么是在规模做大的基础上进
行多元化方向发展； 要么就选择一
个细分的垂直领域进行专业而深入
的运作。 但真正能实现成功转型的
平台并不会太多。

即使达到合规的全部指标，盈利依
旧是一家企业的终极目标。 如果无
法实现盈利，多数 P2P 平台仍旧难
逃被淘汰的结局。

费用吞噬利润
从目前已披露年报的多家大平

为 9.8%，较上月下降 27 个基点；上
海市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为
8.33%，较上月下降 5 个基点；广东
省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为 10.3%，
较上月下降 15 个基点。 到了 3 月
份， 全国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为
9.41%。 其中，北京市网贷行业综合
收益率为 9.77%， 较上月下降 3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