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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金中概股营销费用增长惊人 三季报超17亿元

披露研发费用支出的4家平台，同期加总共投入2.08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见习记者 张雪囡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三季报

明确披露研发支出费用的

4

家金融

科技平台（趣店、简普科技、和信贷、

信而富）， 均在三季度加大了对

IT

研发的投入，合计达

2.08

亿元。 其

中，趣店研发费用同比涨幅最高，达

到

342.6%

。

但是，与此同时，三季度

6

家平

台 （拍拍贷、 宜人贷及上述四家平

台） 的营销及推广费用， 合计超过

17

亿元。

市场推广费惊人

国内美股金科新兵在销售及推

广业务上可谓一掷千金。

6

家公司

均披露了营销及推广费用， 合计超

过

17

亿元。

数据显示， 拍拍贷第三季度销

售及市场推广费用高达

2.25

亿元，

同比增长

140.3%

。这主要是由于网

上客户收购支出增加所致， 包括向

网络广告及搜索引擎营销的网络营

销渠道支付的费用。

趣店第三季度营销费用高达

1.879

亿元，比去年的

3880

万元，增幅

384.7%

。

营销费用最高的为宜人贷， 相关

支出约

8.44

亿元，同比增长

37%

。 其

次是简普科技， 营销与推广费用高达

3.87

亿元。体量较小的信而富，该费用

为

7913.5

万元。

单季研发投入超2亿

在财报中明确披露了研发支出的

4

家平台， 今年第三季度的科研总经

费达到

2.08

亿元。

这些平台的研发费用，与国内大中

型券商的研发投入基本相当。

2016

年年

报显示：华泰证券全年科研投入达

2.93

亿元， 研发投入在营收中的占比达

1.73%

； 广发证券全年研发投入金额

1.56

亿元。

趣店今年三季度研发开支为

5270

万元， 比

2016

年的

1190

万元人

民币增加

342.6%

。

该公司表示， 主要原因是研发

人员的平均工资及研发人员的股权

激励费用增加； 同时增加了研发人

员的数量， 提升了数据分析与风险

管理能力。

简普科技第三季度研发费

3490

万元，同比增加

77.8%

。 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研发费用的增长主要

是由于薪资成本的增加。

信而富第三季度研发费用为

1.079

亿元，同比增长

44.9%

，环比增

长

3.4%

。 财报指出，主要原因是研究

和产品开发费用的增加。 值得一提的

是， 信而富研发费用的占比是几家平

台中最高的，为

51.38%

。

和信贷第三季度研发费用为

1260

万元，占总支出的三成。 记者了解到，

研发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员工开支

与平台维护费及托管银行账户管理费

增加。

现金贷整顿波及消费金融 四大禁令逼行业洗牌

没有自主获客渠道和风控系统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将受较大冲击

证券时报记者 胡飞军

近日， 在下发规范整顿 “现金

贷”的通知后，银监部门针对持牌消

费金融公司， 也出台了包含四大禁

令的指导细则，要求整顿参与“现金

贷”业务的消费金融公司。

业内人士认为， 消费金融公司

被纳入“现金贷”整顿范畴，相关细

则将使得消费金融公司洗牌分化，

尤其是对没有自主获客渠道和风控

系统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将产生较

大冲击。

“合规整顿把违规企业， 例如

获客和风控都依靠外包的机构以

及不合规的机构都淘汰了，相当于

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了。 ”一家持牌

消费金融公司同业金融部总监对

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消费金融公

司的获客渠道和风控等核心业务

都不能外包，需要走合规经营的自

主发展路径。 ”

四条规范细则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自

12

月

7

日开始， 银监会非银部陆续向各地

银监局消费金融公司监管处室下发

通知， 要求各地银监局对辖区内消

费金融公司按照《关于规范整顿“现

金贷”业务的通知》相关要求，落实

整顿辖区内消费金融公司参与 “现

金贷”业务工作。

所谓消费金融公司，是指经银

监会批准，不吸收公众存款，以小

额、分散为原则，为居民个人提供

以消费为目的贷款的金融机构。 据

记者统计，截至目前，银监会批准

开业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合计有

22

家。

上述通知要求的具体措施包

括，禁止消费金融公司通过

P2P

等

方式给无放贷业务资质的机构提供

资金发放贷款，禁止消费金融公司

通过签订三方协议等方式与无放

贷业务资质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

款； 禁止辖内消费金融公司将授

信审查、 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

包等； 消费金融公司投资范围严

格限定于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证

券， 不得投资 “现金贷”、“校园

贷”、“首付贷”等为基础资产发售

的资产证券化（

ABS

）产品；禁止辖

内消费金融公司发放无指定用途

贷款， 督促其严格贷前交易背景

真实性调查等。

无获客渠道者影响大

“缺乏自主获客能力的消费金

融公司， 由于业绩压力不得不寻

求与第三方机构合作， 操作过程

中可能出现动作变形，准入机制、

产品设计和开展业务就会不规

范。 ”马上消费金融首席执行官赵

国庆表示。

业内人士表示， 监管整顿对部

分消费金融公司直接影响较大的，

包括不得与无放贷业务资质的机构

合作放款、 不得将授信审查和风控

系统外包等要求。

苏宁消费金融相关人士对记者

表示，“对公司影响不大， 因为公司

有自己的场景渠道”。

“对于没有自主获客渠道的消

费金融公司影响较大， 他们之前

是跟非持牌的机构做助贷， 而这

次通知直接把他们获客渠道堵死

了，业务规模也受到影响。 ”上述

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同业金融部总

监表示。

消费金融专业人士认为， 从结

构上看， 严格的牌照管理和 “现金

贷” 整顿， 利好那些存量牌照持有

者，尤其是利率较低、依靠风控能力

盈利的持牌机构。

浦发银行副行长潘卫东：

流程重构是

数字化转型最难点

证券时报记者 王君晖

数字化战略是浦发银行总体六化战略

的重要一环。

昨日，在第

142

场银行业例会上，浦发

银行副行长潘卫东介绍了该行借助金融科

技提升数字化经营管理能力、 推进数字化

转型的情况。

“数字化的转型对于我们来说，最难的

不是技术的应用，而是流程的重构。 ”潘卫

东表示， 互联网给银行业带来很大的风险

和挑战，数字化的风险是同步发生的，所以

风控也要同步内嵌， 稍有滞后就会带来毁

灭性风险，在提供服务产品的同时，首先要

进行风险控制。

从业务层面看， 浦发银行数字化转型

涵盖三个领域。在零售业务领域，构建了开

放式互联网金融平台，应用

API

（应用程序

编程接口）前沿的技术，将财富管理、消费

信贷、开户、支付等服务快速对外输出，融

入互联网场景。

此外， 该行已实现零售业务从获客到

产品、服务、营销，乃至于整个风控的全流

程数字化再造。

在公司金融领域， 浦发银行利用数字

化技术深耕产业链金融服务， 针对资金管

理、支付结算、财资管理等推出配套方案，

支持客户“互联网

+

”流程再造，推出对接行

业的线上平台， 同时向核心客户及上下游

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云资金监管服务。

在金融市场领域， 浦发银行为更好地

服务机构客户，专门推出“

e

同行”金融服

务交易平台，支持场外资金交易，包括资产

的转让等业务。 目前已服务超过

380

家机

构，累计交易规模近

2000

亿元。

智能风控方面， 浦发银行一方面构建

包括企业信贷服务系统、额度管理系统、抵

质押品管理系统在内的全面的风险管理系

统，覆盖信用、市场、操作、合规等风险；另

一方面，实施“天眼”计划，依托信息挖掘与

整合能力，刻画客户、业务、押品等风险主

体视图；再次，打造涵盖线上线下全渠道的

企业级反欺诈系统。

潘卫东介绍， 在践行数字化战略的过

程中，浦发银行积极推动业务经营场景化，

形成线上经营平台和实体经济 “互联网

+

”

的融合发展。

目前，浦发银行已与中国移动、阿里巴

巴、腾讯等企业开展合作，其中与阿里、腾讯

开展的信用卡合作累计获客已超

600

万户。

潘卫东还介绍，为顺应人工智能的发展，

该行发起成立了开放性的智能金融创新联

盟， 首批加入的企业包括百度网讯科技、科

大讯飞、上海清算所，后续范围将继续扩大。

保监会已解除浙商财险监管措施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证券时报记者从业内获悉， 保监

会日前已经解除对浙商财险的监管

措施。

今年

9

月

5

日， 保监会对浙商财

险发出监管函， 因该公司二季度核心

偿付能力仅达

45%

， 低于

50%

的最低

要求，风险综合评级为

D

级，保监会责

令其增加资本金，完成增资扩股工作。

保监会还要求浙商财险总公司和分公

司停止接受非车险新业务， 包括直接

保险和再保险业务， 以及停止增设分

支机构。

浙商财险的增资工作于去年

6

月

就启动，注册资本金拟从

15

亿元增至

30

亿元，原有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同比

例认购。 今年

9

月

20

日，保监会批复

同意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30

亿元

人民币，增资正式完成。 三季度末，浙

商财险核心偿付能力大增至

268%

，

综合偿付能力为

328%

。

浙商财险此前偿付能力的下滑，

主要祸起侨兴私募债违约事件。

2014

年

～2015

年， 浙商财险为在招财宝上

销售的惠州侨兴电讯工业有限公司和

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私募债提

供了履约保证保险。

2016

年

12

月，侨

兴方面到期无法兑付债务，构成违约。

招财宝上的投资者对外曝出此事，引

起业内外的震惊。

违约事件曝光后， 浙商财险等多

家金融机构手握广发银行的兜底保函

去主张债权，却被告知保函是假的，遭

到拒绝，随后广发银行紧急报案。

尽管追偿进行得不顺利， 但浙商

财险承担了先行赔偿的责任。 有业内

人士评价，这笔赔偿的意义重大，不仅

对投资人进行了补偿， 还让一场信任

危机免于发生。

赔付令浙商财险的元气大伤。 浙

商财险今年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

该公司今年

1～9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净流量为

-59967.39

万元，同比下降

3.47

亿元，主要受“支付原保险合同赔

付款项的现金” 同比增加

5.34

亿元的

影响。

今年

12

月

8

日，银监会通报了“侨

兴债”处罚结果，称这是一起银行内部

员工与外部不法分子相互勾结、跨机构

跨行业跨市场的重大案件，“涉案金额

巨大，牵涉机构众多，情节严重，性质恶

劣，社会影响极坏，为近几年罕见”。

银监会对广发银行总行、 惠州分

行及其他分支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罚

没合计

7.22

亿元，创下银监会史上最

大的罚单金额纪录。

近日，继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

贷”业务的通知》后，监管层针对持牌消

费金融公司也提出了具体细则。

笔者就此采访了持牌消费金融机构

马上消费金融

CEO

赵国庆，他指出，“持

牌机构要勇于承担，遵守监管合规经营，

构建以自主获客、 自主风控为核心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发挥普惠金融属性，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 才是消费金融未来的发

展道路。 ”

“做金融一定要持牌”是赵国庆一贯

坚持的观点。 金融是经营风险的行业，

不是任何企业都有资格、有能力可以胜

任。 具体到消费金融，是关乎民生、关乎

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的领域，加强监管

十分有必要，将清除发展过程中的乱象，

为行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自主获客 + 自建风控

“未来，监管将越来越严，合规能力

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符合监

管要求是底线，企业要做长久、做到卓越

就必须以更高标准严格自律，在此基础

上全面构建可持续发展能力。 ”结合监

管新提出的几点细则，赵国庆分析了构

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思路。

“自主获客能力是持牌机构可持续

发展的起点。 ”赵国庆表示，缺乏自主获

客能力的公司，由于业绩压力难免转向

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操作过程中可能出

现动作变形，准入机制、产品设计和开展

业务就会不规范。

而有自主获客能力的公司，可以直

接找到真正有需求的目标用户群，绘制

精准的用户画像，提供符合用户需求的

产品服务，且有助于提高风控水平。

据悉，马上消费金融深耕消费场景，

依托自身科技能力进行自主获客，基本

覆盖了家电、

3C

数码、电动车、摩托车、

教育、医美、旅游和家装等线上线下的全

场景，与

BATJ

、三大运营商达成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合作商户近

10

万家，注册

用户

2000

万， 实现

100%

自主获客，且

不良率处于行业内较低水平。

监管要求持牌机构不得将风控业务

外包，与马上消费金融坚持自主风控的

思路不谋而合。

赵国庆认为，“消费金融公司所从事

的业务是小额、分散、无抵押的纯信用贷

款，风控外包将给机构带来巨大风险；自

主风控能力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需

要在展业过程中长时间打磨。 ”

谈到如何构建自主风控能力，赵国

庆指出：“消费金融归根到底是对人授

信，必须了解场景、了解用户、了解业务，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起风

控模型并持续升级，才能将风险降到最

低水平。 ”

当持牌机构构建好自主风控能力、

杜绝风控外包的情况，自然不存在第三

方机构提供增信服务或兜底承诺，也不

会出现第三方机构向借款人收取息费的

情况，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保护消费者

权益。

加强管控

确保资金真实用途

监管细则中对消费金融公司投资提

出具体要求。 对此，赵国庆表示，“消费

金融持牌机构要不忘初心，坚持消费金

融的消费信贷属性，坚持服务百姓大众

和助力实体经济，坚持自主开展业务，推

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

业内人士认为，消费金融与民生息

息相关，具有普惠金融的特点，是一项有

意义的事业，不过做好消费金融不是容

易的事，需要深入场景为用户提供贴身

服务，获客难、风控难、贷后管理难让不

少公司望而却步。

部分公司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与非

持牌机构合作将业务外包或者直接将

资金投资于“现金贷”、“校园贷”、“首付

贷”等为基础资产发售的（类）证券化

产品，做了一些违背了消费金融本意的

事情。

对此，赵国庆表示，“马上消费金融

坚持自主开展业务，为有消费金融需求

的客群提供服务，确保资金支持用户消

费、进入实体经济，为拉动内需和供给侧

改革贡献力量。 ”

落实到具体业务中，赵国庆认为，加

强业务管控，确保资金的真实用途，引导

资金用于消费是关键。 据介绍，马上消

费金融严格按照《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

法》等法规要求，在贷前、贷中、贷后等全

流程的各个环节，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信

贷资金管控，确保贷款的真实用途。

贷前严格审查贷款用途。 每笔贷款

在申请环节，均要求客户如实填写贷款

用途，不填写用途或用途不合规的拒绝

发放，此外，公司还会通过电话核查用户

借款用途的真实性，如用户描述存在虚

假情况均将拒绝其贷款申请。

贷中加强贷款资金流向监测。 在自

主支付产品中引入银联闪付、微信支付

等支付工具，加强与场景合作，客户使

用自主支付贷款进行购买和消费；监控

贷款资金流向， 对贷款用途存疑的，公

司有权要求借款人提供其银行交易明

细等资料，确保贷款流向申请时的场景

消费。

贷后强化贷款用途真实性检查。 贷

款发放后，维持一定的电话抽查比率，收

集跟踪贷款真实使用情况，如发现和申

请时用途不一致的情况，将要求客户提

前归还贷款。

最后，谈及对企业发展和行业前景

的期待，赵国庆表示，“消费金融任重而

道远， 持牌机构应承担起推动行业健康

发展的责任， 在监管指导下做好合规发

展的表率，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坚持

服务百姓民生， 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 ”

（CIS）

赵国庆：持牌消费金融机构要勇于承担

构建可持续发展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