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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小贷：超七成营收下降 5 家已摘牌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唐逸如

内人士表示。
已获得网络小贷牌照的鸿丰小
贷总经理钱道雄在接受 《国际金融

自去年股转系统对类金融企业
挂牌、融资限制后，新三板小贷公司
的日子就不太好过。
近日， 多家新三板小贷公司发

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发展网络小
贷业务要“稳”一些。“最近我一直在
开发新的风控模型， 逐步试水这一
块业务。 ”钱道雄表示。

布了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国际金
融报》记者经过统计发现，目前已登
陆新三板的小贷公司中， 已经有 5

行业两极分化
资金规模成瓶颈

家申请终止挂牌，1 家决定减资，另
有 1 家公司被股转系统实施风险警
示。
而在营业收入方面， 超过七成
的挂牌小贷公司都出现了下降。 在
净利润方面， 仅有半数小贷公司保
持增长。

超七成营收下降
盈利水平喜忧参半
《国际金融报》记者统计发现，
2017 年上半年仅有 10 家新三板小
贷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其中，
滨江科贷营业收入增幅最大， 达到
17.49%。 而共有 30 家小贷公司营
业收入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
其中阳光小贷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
锐减 49.13%。
对于营业收入下滑的原因，
多数公司表示是受经济大环境影
响，以及贷款规模出现下降所致。
比如，文广农贷表示，2017 年上半
年公司经营收入及利息收入都出
现了同比下降， 主要原因是资产
证券化到期归还后致使贷款规模

上半年原材
料上涨对实体经
济有比较明显的
回暖作用， 企业
的贷款需求比较
旺盛。 但目前困
扰小贷公司发展
的最大瓶颈是无
法扩大资金来
源， 也就意味着
无法扩大营业规
模。

虽然挂牌公司的业绩喜忧参
半，但央行近期发布的《2017 年上
半年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
显示，截至 6 月末，全国共有小额
贷 款 公 司 8643 家 ， 贷 款 余 额 为
9608.2 亿元， 相比去年底增加 313
亿元， 平均贷款余额为 1.11 亿元。
这是近三年来小贷公司贷款规模
首次出现回升，且刷新了历史最高
纪录。
“小贷行业目前的两极分化现
象越来越严重。”上述行业人士告诉
《国际金融报》记者，“好的企业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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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摘牌的原因， 顺泰农贷和
通源小贷都表示是因为公司经营和
战略发展规划的调整。
此外， 泰鑫小贷做出了减资
的决定， 将注册资本由 2 亿元减
少至 1 亿元。 泰鑫小贷表示，减资
的原因是因为公司受所在地嵊州
市范围内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
户和农户资金需求持续下降的影

小贷、阳光小贷、中祥和等公司都拿

拓展中间业务
转型网络小贷
面对业务规模缩减的风险，一
些小贷公司也在积极转型， 加大中
间业务收入，而有一些小贷公司已
经拿到了网络小贷的牌照， 正在筹
划开展网络小贷业务。
《国际金融报》记者发现，多数

半。 数据统计显示，共有 20 家小贷
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响，放贷额度持续下降，公司正常
经营无需再维持 2 亿元注册资
本。
此外， 昌信农贷因为实际控制
人失联， 公司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润同比增长， 另外 20 家小贷公司
则出现了下降。 其中， 商汇小贷

的原因，被股转公司实施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昌信农贷”变为“ST 昌

利率市场风险， 公司在当地金融办

2017 年 上 半 年 净 利 润 5120.96 万
元，在所有新三板挂牌小贷公司中

信”，惨遭戴帽。

贷”、“小微助贷”等中间业务，逐步
降低贷款利息收入在公司总收入中

缩小。
在净利润方面， 则是喜忧参

拔得头筹。
值得注意的是， 受股转系统对
类金融企业挂牌、融资的限制，自去
年底佳和小贷、 三花小贷宣布终止
挂牌以来，2017 年上半年又有三家
小贷公司加入了终止挂牌的行列，
分别是中兴农贷、 顺泰农贷以及通
源小贷。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监管层的
高度关注。 今年 4 月，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向主办券商下发
通知， 要求各家主办券商加强小
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
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公
司等具有金融属性的挂牌公司，
以及 P2P 业务挂牌公司的风险防
控。

江苏省小贷公司都与开鑫贷平台合
作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 从而收取
相应的担保手续费，丰富公司收入。
比如，文广农贷就表示，为应对
许可的范围内，通过逐步开展“开鑫

的占比，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
此外， 还有不少小贷公司意识
到了互联网金融可能带来的冲击，
决定拓展网络小贷业务，以拓展市
场空间。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包括鸿丰小贷、元丰小贷、国汇

到了网络小贷的牌照。
但是， 无论是开展融资性担保
业务，还是互联网小贷业务，目前对
于小贷公司业绩的提升作用都有
限。
中祥和在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中披露， 上半年营业收入中贷款利
息收入为 714.16 万元，而互联网贷
款利息收入仅为 22.82 万元。 传统

适应了目前的经济环境， 正在逐渐
好转。 ”
钱道雄也认为， 上半年原材料
上涨对实体经济有比较明显的回暖
作用，企业的贷款需求比较旺盛。但
目前困扰小贷公司发展的最大瓶颈
是无法扩大资金来源， 也就意味着
无法扩大营业规模。
统计数据显示，从去年 1 月 29
日开始， 没有一家新三板挂牌小贷
公司实现融资目标。 此前， 已挂牌
小贷公司中也仅有 7 家通过定向增

贷款业务利息收入是互联网贷款业
务利息收入的 31 倍。
而恒晟小贷的半年度报告显
示， 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1305.4 万

发、发行债券的方式实现融资，合计
募资 52560 万元， 融资方式以定增

元， 其中担保费收入为 196.43 万
元，占比仅为 15%。

为了拓展资本融资渠道， 现在这一
部分的功能没有了， 每年还要付出

某一不愿具名的小贷行业内人

大量的维护成本。 现在就是希望再
等等，看看有没有转机。”钱道雄说。

士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对于有
资质、有技术、有规模的小贷企业来
说， 开展网络小贷业务是一个好的
机会， 但对大多数小贷公司来说盲
目开展意义不大。
“如果连本地的业务都做不好，
跨地域的网络小贷业务更难做，线
上的场景搭建、 风控模型都需要新
建，成功的基础又在哪呢？ ”上述业

为主。
“我们上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上述业内人士亦认为， 小贷公
司上市的主要目的是融资或者扩大
影响力。但现在成本付出了，却无法
实现融资功能。“有一定规模能承担
其成本的公司，还希望再等一等。但
如果公司负担成本很大的话， 这些
公司就会选择退市， 转向能解决这
些问题的市场”。

金苏在线逾期背后：“华宇系”疑似套利模式浮现
国际金融报记者 ｜ 付碧莲

P2P 平台金苏在线的一场提现
延迟风波，不仅引发了投资者对该平
台的信任危机，同时也牵扯出其引以
为傲的国企股东——
—中国华宇在整
个互金领域所打造的“华宇系”。
旗下拥有十几个 P2P 平台的
“华宇系”， 是出于对互联网金融的
战略性布局考虑，还是只为出卖国
资背景套利？

提现延迟到账
9 月 6 日，有投资者在网上爆料
称， 金苏在线提现提不出来，9 月 1
日发起的提现到 9 月 5 日还没到账。
对此， 当天官方在 QQ 群发布
公告称， 因银行存管系统调试造成
资金延迟，9 月 2 日之前申请的提
现已全部还款。 目前数据迁移仍然
存在若干小问题，预计于 9 月 11 日
前完成最终数据迁移动作。
尽管官方作出了解释， 但不少
投资者心中仍有疑虑。
“那些大型 P2P 平台进行资金
存管时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如今爆雷的平台实在太多，而‘提现
困难’、‘兑付逾期’往往就是平台出
事或跑路的前兆。 ”
金苏在线投资人孟刚（化名）对
《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家人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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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金苏在线背后隐现的“华
宇系”靠谱吗？
康桥金融是中国华宇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华宇”）的控股

而其中除了新新贷、 诚汇通少
数几家已经上线了银行资金存管，
大部分平台都未上线资金存管。
但早在 3 月 26 日，中国华宇在

孙公司。 工商信息显示， 康桥金融
的股东为深圳中京华宇集团有限公
司， 后者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华宇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 “中国华
宇”)。
而中国华宇背后则站着中国核
工业集团， 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国资
股东背景， 也难怪金苏在线引以为
傲。
只是， 隶属于中国华宇的 P2P
平台又岂止金苏在线一家！

官网发布公告称， 对于近期网络上
出现的关于“中国华宇参与 P2P 网
贷平台”等的不实新闻报道，特作出
公开声明： 中国华宇从未介入任何
P2P 网贷平台的投融资业务， 且从
未授权下属公司进行任何 P2P 网
贷平台的投融资。
在分析人士看来， 要么是中国
华宇旗下的子公司、 孙公司在胡作
非为，要么就是国资背景被人“明码
标价”地进行套利。

康桥金融旗下还有一家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前海融诚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 后者运营网贷平台象宝宝金

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下，金苏在
线有点“尴尬”了。
“在互金领域，国企股东背景被

一笔 2 万元的投资款于 9 月 8 日到
期，已决定不再续投，到期就及时退
出来， 就是不知道钱到时候还能不
能提现。 ”
目前，从金苏在线的官网来看，
仍是正常运营状态， 而且正在积极

非常看中金苏在线， 于近日强势入
股金苏在线。 于是， 金苏在线已然
成为一家有国企股 东背景的 P2P
平台。
只是，《国际金融报》 记者从可
公开的渠道查不到康桥金融究竟占

融。
而象宝宝金融在今年 7 月底公
告称：由于我司内部管理不善，内部
个别人员矛盾及系统权限、 流程的
设计缺陷，导致系统故障，后台无法
正常操作，借款人无法操作还款，导

买卖并不鲜见，平台以此来增信。 普
遍的操作方式就是，有国企背景的公
司入股 P2P 平台一段时间，往往是 3
至 6 个月，到期后再悄悄退出，而其
中完全不涉及资本金的缴纳。 平台方
面则需要支付几百万元的费用来借

推广迎国庆的活动。
当然， 也有投资者愿意相信此
次提现困难的确仅是技术问题，特
别是不久前金苏在线迎来了国企背

金苏在线多少股份以及出资额，而
金苏在线的宣传中也没有提及任何
实质性的数据。

致百万到期标的发生逾期。
通过一层又一层的股权关系，
与中国华宇有关系的 P2P 平台如
今已有 15 家之多。

用一段时间的国企背景股东。 ”
一位业内人士此前对 《国际金
融报》 记者坦言，“真正国企入股的
平台， 肯定是愿意公布具体入股比

景的股东。
9 月 1 日，金苏在线宣布，由国

背后牵出“华宇系”

包括互融宝、OK 贷、 新新贷、
邦邦理财、诚汇通、卓金理财、金汇

例而且有实质资本金入注的， 因为
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更能对平台起

务院领导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控
股子公司旗下深圳前海康桥金融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康桥金融”）

实际上，如今在互金行业，所谓
的国企、央企、上市公司股东已然不
再是金字招牌，“爆雷”的不在少数。

微金、金统贷、星月创投、中铁钱庄、
一起理财、 中航生意贷以及已经出
问题的财团网和景腾金融。

到增信的作用。 而对于股权比例和
资本金缴纳状况遮遮掩掩的， 基本
也就可以判定是假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