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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金平台纷纷发力助贷市场

二季报显示部分平台的助贷成绩不俗

信息时报 （记者 郑晓慧）

随着趣

店、拍拍贷、360金融等上市互金公司二

季报陆续发布，“助贷”业务再度成为行

业热议的焦点。 部分平台的助贷成绩不

俗，不仅合作持牌机构数量和资金规模

有所提升， 而且还带来一定的营收，获

取持牌机构资金做助贷已然成为行业

内最为明显的趋势。

助贷=互金平台出路？

据上市互金公司已披露的二季报

显示， 多家平台助贷业务占比持续提

升。 其中360金融二季度促成贷款总额

为483.78亿元，机构资金占比为85%；拍

拍贷二季度撮合额216.11亿元， 机构资

金占比为44.8%； 小赢科技二季度发放

贷款总额为101.7亿元，金融机构资金占

比26.7%。

上述几家机构都在财报中表示，此

后会继续扩大金融机构合作伙伴的数

量，并在此基础上将资金结构进一步多

元化。“目前，我们有20多个机构资金合

作伙伴。 本季度，机构资金合作伙伴撮

合的借款占总撮合金额的比例从一季

度的30.9％增长至44.8％，撮合金额贡献

了40.2%的经营收入， 持续证明了机构

资金驱动的发展态势。 ” 拍拍贷联席

CEO章峰表示。

未来，助贷业务规模和助贷资金来

源或将成为互联网金融平台之间的助

贷业务竞争的重点。 在今年年初，监管

部门下发“175号文”，要求P2P网贷平台

向网络小贷公司、助贷或为持牌资产管

理机构导流转型后，部分网贷平台便开

始迅速布局助贷业务。

记者了解到，“助贷业务”就是为放

贷机构的贷款业务提供支持和帮助，例

如：助贷公司向银行推荐客户，银行向

推荐的客户发放贷款资金，而助贷公司

要承担后续的风控、催收等职能。

助贷业务需明确监管方式

虽然目前各平台的助贷业务如火

如荼地进行着，但网贷行业平台转型助

贷并非易事。 华东地区某网贷平台负责

人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

所在平台的助贷转型之路并不容易，

“金融机构在选择网贷作为助贷机构时

更为谨慎， 初期合作授信规模不会太

高，我们也是将好的客户先推给金融机

构，以提升公司助贷业务占比。 ”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目前转型的

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几家头部平台，布

局早的平台相对来说更有议价能力，而

规模较小的助贷机构地位则较为被动，

需要支付资金成本、 场景的运营成本，

还有一部分风险成本，利润空间也会被

压缩。 随着越来越多的平台抢滩助贷市

场，能从中获得的高额利润也越来越不

可持续。

值得关注的是， 助贷业务在发展过

程中也催生出了一些乱象。“如个别城商

行，变相经营全国的业务；如个别现金贷

平台，没有放贷资质，借助助贷引入银行

资金，变相做了放贷业务；如一些大数据

服务公司，没有征信牌照，却以助贷的名

义做着征信的事情；更有甚者，一些银行

把核心风控外包，蜕化成资金管道。 ”苏

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在接受信

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过，助贷未来仍有前景，但助贷

业务还需要明确监管方式，比如兜底方

式、责任划分等。 资深互金行业研究人

员毕研广表示，中小银行并不具备流量

优势， 需要通过助贷的模式来扩张业

务，增加自身贷款业务比例。

薛洪言表示，助贷是新形势下金融

产业分工细化与合作深化的外在表现，

也是现阶段金融科技输出的主要载体。

“对于助贷来讲， 如何用技术打通整个

贷款业务环节是未来要面对的问题。 很

少有助贷公司拥有自己的风控、贷后技

术，如果拥有自主研发的技术、自主研

发的整个产业链应用技术，那才是真正

意义上的金融科技，才是以技术驱动金

融行业的发展。 ”毕研广这样表示。

紫金财险被罚

46

万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近

日， 银保监会官网公布对紫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紫金财

险”）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称，因未按

规定提取准备金，根据《保险法》的

规定， 对紫金财险及相关责任人李

全胜、何怀安处以罚款 46 万元。

处罚书显示， 紫金财险湖南分

公司交强险、 车险准备金长期提取

不足。 而紫金财险在准备金评估过

程中存在手工调整湖南分公司未决

赔款准备金的情况。具体而言，2014

年末，下调交强险 600 万元，商业险

350 万元；2015 年末， 下调交强险

1100 万元， 商业险 240 万元；2016

年末，下调交强险 2000 万元，商业

险 675 万元；2017 年末， 下调交强

险 1800 万元。上述手工调整均无明

确合理依据。

前

7

月原保险保费

收入增长

13.85%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近

日，银保监会官网公布今年 1-7 月

保险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

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28086

亿元，同比增长 13.85%。 其中，财产

险业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6773

亿元，同比增长 8%，人身险业务实

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21314 亿元，同

比增长 15.85%。

今年前 7 月， 保险业资金运用

余额 173331 亿元， 其中银行存款

24931 亿元，债券 60377 亿元，股票

和证券投资基金 22087 亿元。

大家财险大家人寿

正式成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昨

日，大家保险集团官方微信号发布

消息称，经银保监会批准，大家财

险和大家人寿正式设立。 大家保险

集团将迎来大家财险、 大家人寿、

大家养老以及大家资产四位新成

员。

据了解，大家财险由大家保险

集团设立，注册资本 40 亿元。同时，

大家财险安徽分公司等 36 家省分

公司也同时获准筹建。

此外， 银保监会也核准了大

家保险集团受让安邦集团持有的

安邦人寿 307.85 亿股股份， 占安

邦人寿总股本的 99.984%。 受让完

成后， 安邦集团不再持有安邦人

寿股份 ， 安邦人寿正式更名为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即大家人寿 ）

。 大家保险集团表

示， 未来大家人寿下属的安邦养

老将更名为大家养老、 安邦资管

将更名大家资产。

BATJ开启信用卡还款收费

支付服务免费午餐将“散席”

信息时报讯

从昨天起， 度小满金

融的用户在进行信用卡还款操作时会

发现多出了一笔手续费。 事实上，此前

微信、支付宝早已开始对信用卡还款收

取服务费，而京东金融也将从 9 月 1 日

开始对超出最高免费还款额度的用户

收取服务费。 至此，“BATJ”四大巨头的

信用卡还款服务都开启了收费模式。

收费成必然趋势

近日， 度小满金融发布通知称，自

2019 年 8 月 29 日 0 时起， 使用信用卡

还款功能时，每笔信用卡还款将额外收

取实际还款金额的 0.1%作为手续费。

京东金融也对信用卡还款服务规

则做出调整：从 9 月 1 日开始，同一用

户每月最高可享有 1 万元的免费还款

额度，超出最高免费还款额度部分将收

取 0.15%的服务费。

其实，在度小满金融、京东金融之

前，微信、支付宝已经进行过收费标准

的调整。

对于收取服务费的原因，支付机构

纷纷归结于成本上升。 度小满金融披露

的收费原因是，随着业务的发展，信用

卡还款综合经营成本快速增长，为平衡

成本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微信此前也

表示，每一笔还款背后都会产生支付通

道手续费，腾讯财付通一直在投入成本

进行手续费补贴。

业内人士指出，支付机构开启收费

模式，的确与成本上升有关，随着备付

金集中交存， 大量备付金利润消失，支

付机构也失去了与银行就通道费用的

议价权。 此外，当前支付市场 C 端流量

已见顶，机构不再需要“赔本赚吆喝”。

支付服务收费，将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

“当前，信用卡还款规模越来越大，

支付机构在这项业务上的补贴也越来

越高，备付金集中交存后，大量利息随

之消失，成本承压之下，收费也是理所

当然。 ”易观支付分析师王蓬博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跑马圈地”时代终结

此外，业内人士表示，免费模式结

束也与用户增速放缓有关。“免费服务

下的补贴政策， 目的是借此获取客户，

提高用户黏性。 而当前，不管是移动支

付用户量还是交易规模，都明显出现了

增长放缓的态势，支付机构的免费策略

已经产生不了更大的推广效果，收费也

是理所当然。 ”王蓬博说。

事实上， 随着成本上升及流量见

顶，支付服务收费“版图”一直在扩大，

业内认为，未来将有更多支付机构和支

付服务项目加入收费大军。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

示， 支付行业免费模式的逐渐终结，也

是向正常商业逻辑的理性回归。 支付行

业已经结束快速扩张期，进入竞争的下

半场。 未来，B 端产业互联网、跨境支付

将是行业竞争的焦点。

据经济参考报

互金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