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上海市金融办

获悉，上海交银小额贷

款公司筹建验收合格的

批复已下发。下一步，

交银小贷将办理设立登

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

并正式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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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太平洋保险获悉，其

将联合凹凸租车推出“出险代步车”增

值服务，购买太平保险车险出险的用户

即可选择使用凹凸租车代步。

据了解，太平洋保险将对新投保

客户赠送“凹凸租车”代步车增值服

务。在保单有效期内，客户车辆出险

即可选择使用凹凸租车提供的代步

车。一旦用户车辆出险报案后登录太

保微信端，即能“一键预约”代步车的

交车时间和地点，凹凸租车的车管家

将送车上门。

目前，双方首批在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南京、杭州六大城市共同推出

该服务，后续还将逐步推广至全国一二

线城市。

记者了解到，在美国，家庭拥有一

辆汽车的占比为33.7%，其中75%会选择

购买“租车补偿险”，出险后保险公司将

承担修车期间的租车费用，用户可直接

从保险公司合作的租车公司免现金交

割使用代步车。

数据显示，目前有 28.3%的中国家

庭拥有一辆汽车，3.48%的家庭拥有两辆

以上汽车，中国出险代步车市场规模约

25亿元。至 2020年，将有 57%的中国家

庭有能力拥有汽车，若新增家庭唯一用

车的人群购买出险代步车的比例与美

国相当，那么出险代步车市场规模将达

150亿元。

不仅如此，来自凹凸租车的用户调

研数据显示，超过 7成的受访者因为可

选车型有限、价格太高而从未使用过出

险代步车，在车辆出险维修时，出租车、

专车、租车成为主流的替代方式。在使

用过出险代步车的受访者中，有超 7成

的受访者使用出险代步车是为了满足

车辆维修期间的出行需要，33%的受访

者因为可以免费使用或仅需支付较低

费用选择使用。

对此，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推动和实现可持

续价值增长，太平洋保险于2011年便开

启了“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战略转型，

积极创新产品和服务，与创新的商业模

式和平台深度融合，开放共享能力，探

索创新，实现服务体系的全面升级。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网贷之家和盈灿咨询昨日联合下发

的P2P网贷行业月报显示，7月份，P2P网

贷行业单月成交量达到1829.73亿元，较6
月份环比增加了 6.77%，距离单月 2000亿

元大关仅有一步之遥。

至此，今年前7个月，P2P网贷行业累

计成交量达到 10252.58亿元，首次自然年

内累计成交量突破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累

计成交量的2.68倍。

截至 7 月底，P2P 网贷行业历史累计

成交量为2.39万亿元。

从各省市P2P网贷的成交情况看，上海

7月单月成交量也突破了400亿元大关，达

到了407.95亿元，位居全国第三位。而北京

以470.88亿元的成交量跃居全国首位，广东

以468.31亿元的成交量排名第二位。

P2P 网贷行业成交量再创历史新高

时，P2P 网贷行业贷款余额也随之走高。

截至 7月底，P2P网贷行业贷款余额增至

6567.58亿元，环比6月底增加了5.71%，是

去年同期的 2.94倍。按照 2016年以来网

贷贷款余额增长速度，预计到2016年年底

网贷贷款余额相比 2015年年底的贷款余

额或许能实现翻倍。

从各省市的贷款余额看，前五位由北

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所占据，这五个

地区的累计贷款余额达到 5954.61 亿元，

占全国贷款余额总量的比例为 90.67%。

其中，上海7月底的贷款余额为1452.75亿

元，环比增速超过10%。

值得一提的是，7 月底 P2P 网贷行业

正常运营平台数量进一步下降至2281家，

相比 6月底下降了 68家。“本月已创了近

一年正常运营平台的新低，可见P2P网贷

行业从平台数量上看‘去糟留精’的大势

已经不可逆，这对行业健康发展是有利

的。”网贷之家报告指出。

停业及问题平台方面，7月份达到了

101家，其中问题平台51家（跑路30家、提

现困难20家、经侦介入1家）、停业平台50
家（停业 43家、转型 7家）。截至今年 7月

底，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达到 1879 家，

P2P 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 4160 家

（含停业及问题平台）。

其中，山东、上海、广东三个省市，7月

份停业及问题平台分别达到了 18 家、16
家、15家，累计占当月行业停业及问题平

台数量的比例接近 50%，或许与该几个地

方平台数量较多，当地的监管机构对于互

联网金融整顿力度较大有一定的关系。

而从停业及问题平台发生类型上看，

7 月停业转型类型的平台数量占比为

49.5% 、问 题 平 台 的 平 台 数 量 占 比 为

50.5%，停业转型平台数量与问题平台数

量几乎相等。网贷之家表示，政策监管趋

严的背景下大量平台主动清盘停业已经

成为近期行业发展的常态，对于行业的发

展无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根据批复信息，交银小贷公司注册资

本2亿元，注册地为浦东陆家嘴，法定代表

人为张剑。

值得一提的是，交银小贷有望成为首

家银行系小贷公司。资料显示，交银小贷

主发起人为交银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交银国信资管由交银信托全资控股，而交

通银行控股交银信托。

在交银小贷紧锣密鼓筹备开张之际，

与其同时期申请设立的万达小贷已悄然

开张。近日，万达小贷上线了一个名为

“万达贷”的 App，推出了一款名为“万能

CASH”的产品，最高可贷 2 万元，日息

0.03%至0.04%；另一款名为“家装分期”暂

未发售，最高可贷20万元。

据介绍，万达贷是一款针对中小微

企业、个人消费者提供的“移动贷款”解

决方案，仅需几分钟即可获批贷款额

度，且随用随提，多个贷款产品将逐步

上线。

万达小贷由大连万达集团作为主发

起人，联合万达商业地产、万达网络金融

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2亿元，于今年

1 月 26 日正式开业。作为一家互联网小

贷公司，万达小贷业务受理从申请到放

款、还款、贷后监测等均在网络上完成。

记者获悉，万达小贷公司商业模式

为：依托万达集团商业资源及多维交易

数据，借助万达征信、万达大数据中心数

据的整合与分析运用能力，挖掘万达商

业系统中资质良好的中小微企业、个人

消费者及高净值客户，为其量身定制基

于场景的互联网信贷产品。在起步阶

段，万达小贷先做集团内部、上下游产业

链中资质优良的中小微商户和个人客

户，后续将逐步开放至全国中小微商户、

三农客户。

网易小贷也是陆家嘴的另一豪门小

贷。去年7月3日，网易小贷正式开业，该

公司由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网易（杭

州）网络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杭

州朗和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博冠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金为 3亿

元。目前，网易小贷已推出移动端个人消

费类贷款产品“白领贷”，用户只需在微信

或易信公众号上提交申请，网易小贷公司

通过大数据线上审批模型，审核通过后便

可极速放款。

与万达小贷模式类似，网易小贷也是

依托网易生态系统及互联网大数据，推标

准化、模型化、批量化的信贷产品。起步

阶段主要为网易供应链上的经销商、代理

商、业务合作方等提供贷款服务，未来经

营范围将逐步扩大至全国。

上述三家豪门小贷均是在“陆九条”

发布实施后落户陆家嘴的，其中交银小贷

和网易小贷的落户地还是陆家嘴新兴金

融产业园。

为更好地促进互联网新兴金融企业

在陆家嘴的聚集，2014年 10月底，陆家嘴

管委会宣布设立陆家嘴互联网新兴金融

产业园暨创新孵化基地，并制定发布了

《陆家嘴互联网新兴金融产业园暨创新

孵化基地配套措施》。根据规划，产业园

确定生命人寿大厦和良友大厦等总计 10
余万平方米的办公区域，以满足适合不

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的互联网新兴金

融企业需求。小额贷款正是陆家嘴互联

网新兴金融产业园大力引进的新金融业

态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落户

在浦东的小贷公司已达24家，占上海全市

的比重近两成，其中多数小贷公司落户地

在陆家嘴。除上述三家外，还包括上海首

家外商独资的小贷公司——上海浦东普

罗米斯小额贷款公司等。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继上海国际集团和上海国盛集团后，

上海国资流动平台再现新模式。近日，上

港集团公告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

海城投已将其持有的上港集团股份3亿股

（占上港集团总股本的1.29%）换购上海国

企ETF份额。同日，另一家上市公司交运

股份也公告称，持股 5%以上股东久事集

团也已将其持有的交运股份3449.49万股

股份（占交运股份总股本的 4%）换购上海

国企ETF份额。

资料显示，上海国企ETF是基于中证

上海国企指数开发的ETF产品，覆盖上海

所有优质国企改革标的，样本股由66家上

海国企上市公司组成。截至 2016年一季

度末，该指数自 2013 年初以来的涨幅达

72.80%，相对上证国企 100 和沪深 300 的

超额收益率分别达到 55.42%、45.25%；截

至 2016 年一季度末，该指数市盈率为 29
倍，低于沪深 300指数的 34倍，体现出估

值低、成长性好的特征。

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换购 ETF 份

额，此前一度被看作是大股东变相减持的

途径。不过，在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推

进背景下，上海国资委控股的上海城投和

久事集团以所持上港集团和交运股份的

股份换购上海国企ETF份额，被认为是上

海国资流动平台建设探索的新模式。

上海城投表示，以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换购上海国企ETF份额，目的在于支持参

与上海国资流动平台建立，进一步丰富所

持的资产组合，降低非系统性风险的影

响，分享上海国资国企改革过程中的价值

增值，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久事集团也

表示，换购的目的在于优化资源配置，并

完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提高资本运营效

率。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相比国际集团

和国盛集团更多从国资监管和运营的角

度打造的国资流动平台，国企 EFT 被认

为是更市场化的国资流动平台，有利于

加强市值管理，对国资的保值增值都有

好处，预计后续会有更多上海国资上市

公司大股东实施“股份换购 ETF 份额”

计划。

而上海国资委旗下另一家上市公司

兰生股份此前则公告称，为了在保持良好

流动性的基础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

益率，分享上海国资国企改革过程中的价

值增值，公司以自有资金 3亿元认购上海

国企ETF基金。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记者近日获悉，拉卡拉上半年整体

平台收入已超过上一年度的80%，支付、

征信、信贷、理财等多个细分领域均取得

较快发展，其中以信贷和理财等金融业

务的涨幅最为明显。

拉卡拉相关负责人表示，“业绩大幅

提升，主要是综合性的金融业务布局使

得各条产品线日渐成熟，同时运用大数

据、征信等科技手段有效提升了平台的

风控能力，让逐步释放的金融业务得到

了保障。”

公开资料显示，支付作为拉卡拉平

台上的核心业务，在移动支付与POS收

单两个领域长期保持行业前三。2015
年拉卡拉全平台交易规模达到 1.6万亿

元，其中针对B端商户的收单业务超过

9000亿元。随着平台向智能化、科技化

发展，拉卡拉通过支付业务为横向延展

的信贷、理财等金融产品发展较快。

除支付业务外，拉卡拉金融公司已

率先完成了全年的利润指标，特别是个

人信贷业务，呈现出井喷式增长，半年内

申请用户量增长近 5倍，上半年累计放

款规模同比去年下半年增长超过150%。

据悉，拉卡拉旗下的考拉征信在取

得企业征信牌照和个人征信资质后，陆

续上线了个人信用分、商户信用分、职业

诚信信用分等多款产品，而成立不久的

考拉基金也在半年时间里完成了对 15
个项目的投资。

首家银行系小贷公司落户陆家嘴
金融城已成豪门小贷聚集地

正常运营平台创近一年新低

P2P成交额上月逼近2000亿元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换购国企ETF份额

上海国资流动平台探索新模式

太保携凹凸租车
推“出险代步车”

拉卡拉平台半年
收入超去年80%

小额贷款是陆家嘴互联网新兴金融产业园大力引进的新金融业态之一。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