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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追问*ST雏鹰营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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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贷创始人、联席 CEO 张俊表示：

“我们的借款撮合额在 2019 年一季度保

持稳步增长，表明市场对技术驱动的消费

贷服务需求依然强劲。目前我们的注册用

户数已突破 9000 万， 这意味着我们服务

的群体和范围正在进一步拓宽，离实现普

惠金融的梦想渐行渐近。未来我们将在监

管指导下继续拓展借贷服务，投资技术增

强核心实力，同时探索国内外发展机会。”

拍拍贷联席 CEO 章峰表示：“2019

年第一季度， 我们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

化， 机构资金合作伙伴数量进一步增加。

本季度通过机构资金合作伙伴促成的借

款占撮合金额的比重由 2018 年第四季度

的 20.4%提高到 30.9%。 展望未来，我们相

信公司能够进一步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

化，推动业务增长。 ”

坚持普惠金融初心

服务千万级小额借贷用户

近两年，随着我国经济事业的不断完

善和发展，普惠金融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凸

显。 同时，金融科技行业通过十余年的业

务探索，也在普惠金融领域取得了实质性

的进展。

拍拍贷作为金融科技行业头部平台，

从创立之初就以实现普惠金融为最终愿

景，致力于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便捷可得

的借款撮合服务。 根据财报数据，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平台的注册用户数已

达 9386 万人， 其中累计借款用户数达

1543 万，累计出借用户数达 68.97 万。 同

时，拍拍贷在普惠金融实践中也始终坚持

小额分散的原则， 财报数据显示拍拍贷

2019 年第一季度笔均借款额为 3387 元，

与 2018 年平均借款金额 3000 元左右基

本持平。

目前拍拍贷借款用户已经覆盖了全

国 97%以上的城市和地区，借贷人群也以

20~35 岁的年轻群体为主，大量的借款都

通过真实的生活消费场景体现，其中将近

六成被用于日常消费， 其余则被用于装

修、旅游、医疗、兼职创业等生活需求中。

在公司的不懈努力下，普惠金融正持续地

触达更广泛的地区和人群。

技术投入增长

强风控助力普惠可持续发展

拍拍贷财报数据显示，2019 年第一

季度的撮合额为 190.80 亿元。 从其历史

数据来看， 撮合额的峰值出现在 2017 年

第三季度，金额为 209.54 亿元，此后受行

业整体风险上升影响，2017 年第四季度

和 2018 年第一季度撮合额出现波动，但

在平台加强风险管理之后开始回暖，自

2018 年第三季度起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增

长，2019 年第一季度重回历史高位。 这也

再一次验证了拍拍贷作为行业头部平台

的业务实力。

在撮合额取得增长的同时， 拍拍贷

2019 年第一季度风险水平表现良好。 根

据财报数据，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拍

拍贷 15-29 天、30-59 天、60-89 天的逾

期率分别为 0.80%、1.61%、1.45%， 这意味

着 90 天以内的逾期率相较于上季度末的

数据降低了 0.1 个百分点；90-119 天 、

120-149 天、150-179 天的逾期率分别为

1.29%、1.31%、1.20%，这意味着 90 天以上

的逾期率降低了 0.43 个百分点。

普惠金融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着服务

成本高、风险大等诸多挑战，而拍拍贷在

撮合额取得增长的同时， 逾期率稳中有

降，不但反映了平台对于风险管理的高度

重视， 也表明其通过不断加强技术研发，

已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之

路。财报显示，拍拍贷 2019 年第一季度的

研发费用为 8770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的

7460 万元增长 17.6%。

得益于市场对拍拍贷稳定资产质量

的肯定，2019 年第一季度公司助贷业务

占比也持续得到提升。 财报显示，通过机

构资金合作伙伴促成的借款金额占总撮

合额的比例，从 2018 年第四季度的 20.4%

上升至 2019 年第一季度的 30.9%，占比突

破三成并仍在快速增长中。

健康的营利水平是普惠金融可持续

发展的内在要求。 财报显示，拍拍贷 2019

年第一季度仍然保持了健康的盈利能力，

总营收达 14.583 亿元， 净利润 7.031 亿

元。此外，拍拍贷现金储备充足，财报显示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为 19.073 亿元， 短期投资金额为

14.441 亿元，现金和短期流动资金总额约

为 34 亿元， 这也为充分应对不断变化的

行业环境打下了良好基础。

拍拍贷 CFO 何德亮表示：“我们很高

兴公司第一季度的财务业绩保持稳定增

长，这再度证明我们的市场实力和近期业

务的增长趋势，特别是经营盈利能力与效

率大幅提升。我们的现金和短期流动性资

金约为 34 亿元， 这表明我们的资产负债

表依旧稳健。 ”

拍拍贷发布 2019首季财报：注册用户突破 9000万 持续助力普惠金融

北京时间 5 月 15 日，金融科技公司拍拍贷（NYSE：PPDF）发布了其 2019 年第

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拍拍贷累计注册

用户数已达 9386 万人，其他运营数据和财务数据表现亮眼，均保持增长的态势，其

中一季度撮合额达 190.80 亿元；总营收达 14.583 亿元，净利润达 7.031 亿元。

主营业务失利

深南股份谋求转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雅菲 见习记者 罗

晓彤）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滑739.58%，深南

股份准备另辟蹊径。 昨日，深南股份发布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告，称将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威海怡和100%股权。

昨日，深南股份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公告，称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向赵美光、仲秀霞和任义国等3名交易对方

购买其持有的威海怡和100%股权，交易资产

的预估值和拟定价尚未确定。

根据公开资料，威海怡和的主营产品

有油料装备、水处理装备、整体自装卸运输

车、海上物资及换乘装备、工程抢修装备以及

特种车辆等各类专用装备。 2018年，威海怡和

净利润为3245.61万元， 同比增幅高达2.5倍，

其营业收入为4.09亿元， 是深南股份营业收

入1.82亿元的一倍有余。

对于这次入局专用装备制造领域，深

南股份表示，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

营规模将显著扩大，盈利能力将稳步提升，能

够对经营风险进行有效的分散， 避免由于对

单一市场过分依赖造成的经营业绩波动，抵

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加强。

根据深南股份2018年年报， 公司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1.82亿元， 同比增长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0.4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滑739.58%。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雅菲）

“国

内生猪养殖第一股”*ST雏鹰， 在公

布大幅下滑的年报逾半个月后，收

到了深交所的问询函。 14日晚间，深

交所在问询函中连发20问，要求就经

营情况、 对外投资负债等六大方面

作出回应。 而在收到问询函的同一

天，*ST雏鹰子公司还因破坏草原生

态及污染环境严重， 而被中央环保

督察组点名。

业绩大变脸受到质疑

根据*ST雏鹰4月25日发布的年

报， 公司在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35.56亿元，同比下滑37.6%，净利润

巨亏38.64亿元，同比下滑8650.78%。

为此， 深交所于5月14日晚间对*ST

雏鹰下发关注函，要求公司结合上述

行业的市场环境、销售单价、主要成本

因素、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等，说

明毛利率大幅下降并且为负值的原

因及合理性。

*ST雏鹰年报显示，2018年第四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58万元，而

根据公司此前披露的销售情况简

报， 第四季度公司生猪销售收入合

计4.15亿元。 两次公告披露的营业收

入与销售金额不一致， 深交所要求

公司说明原因， 并说明第四季度营

业收入大幅下滑的合理性。

与此同时，*ST雏鹰副业毛利率达

95.44%也被“盯上”。 年报显示，*ST雏鹰

2018年互联网类金融及其他业务实现

收入金额2亿元，毛利率高达95.44%。

受业绩大幅下跌和深交所下发

问询函影响， 昨日*ST雏鹰再度跌

停，这也是其近期来的第11个跌停

板。

子公司破坏生态被点名

*ST雏鹰在收到深交所问询函的同

一天，其子公司吉林雏鹰农牧有限公司被中

央环保督察组点名。

5月14日，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吉林省反馈“回头看”及

专项督察意见，吉林雏鹰农牧有限公

司因破坏草原生态及污染环境的问

题被点名。 天眼查显示，雏鹰公司为

上市公司*ST雏鹰的全资子公司。

公告显示， 雏鹰公司未经审批，

擅自改变草原用途，私自开挖两个鱼

塘，违规开垦种植水稻，未经批准建

设科研中心办公楼、病死猪无害化处

理厂、润禾日盛光伏发电项目等。 雏

鹰公司超面积违法占地(

草原

)问题

突出， 在国土部门备案占用492公顷

土地，但实际占用约624公顷，超占面

积达132公顷，草原破坏严重。 同时，

雏鹰公司共建设30个大规模粪尿储

池，均为敞开式。 企业还以改良土壤

之名， 直接将粪尿排放到附近草原，

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深交所问询要点

1.

结合行业的市场环境 、销

售单价、主要成本因素、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情况等， 详细说明毛

利率大幅下降并且为负值的原因

及合理性；

2.

说明营业收入与销售金额前

后披露不一致的原因，第四季度营业

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3.

说明互联网 、类金融及其

他业务的具体内容， 在公司生产

经营困难且该业务收入大幅下滑

的情况下， 毛利率仍大幅增长的

原因及合理性；

4.

公司对子公司吉林雏鹰的

借款余额为

24.78

亿元。说明发生

借款的内容、借款期限，并结合吉

林雏鹰的生产经营情况， 说明对

其大额往来款的原因及合理性 ，

是否存在通过子公司为第三方提

供财务资助或被关联方资金占用

的情形；

5.

报告期内 ，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1.9

亿元， 均为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

坏账准备。 请结合其他应收款的

性质、欠款单位的还款能力，说明

未进行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原因， 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的计提金额是否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