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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两会，普惠金融、
互金监管再次成为热议话题，2014 年到 2017 年，互联网金融连
续四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编者

全盛资本集团董事长刘阳：

平台与机构要
“普”
“惠”结合

本报记者 崔敏

近年来，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经
历了由狂热到理性的过程，
发展到
现阶段，
在经过监管的规范和激烈
的市场竞争的大浪淘沙后，
有人认
为 2017 年互联网金融将迎来生死
大考验，
最后可能只剩下几十个甚
至十几个平台。但是，
也有的人认

为危机之中蕴藏机遇，
这个行业仍
然大有所为。
全盛资本集团董事长刘阳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互联网金融如今是一个困难与机
遇并存的时期，
大洗牌的过程中不
乏新兴企业的高速成长和获得资
本青睐，
也不乏大量平台被淘汰。
在刘阳看来，渠道为万业之
王，金融为万业之母，金融行业一
定不会衰退，
它会是中国实体经济
发展的一大助力。所以就需要监
管部门使它更加规范，
也促进围绕
金融产业链的第三方服务机构获
得长足的发展。
对于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
刘阳认为，
一定是术业有专攻，

做产品的就把产品做好，
做风控的
把风控做好，做渠道的把渠道做
好。然后这些机构通过第三方服
务机构构建一个完整的金融生态
圈，让大众享受到便捷的服务，解
决所有的金融需求。
“全盛资本要
做的事情就是搭建这个渠道，
成为
一个客观公正的、
客户信任的第三
方机构，成为百姓身边的金融管
家”
。
刘阳进一步解释，
互联网平台
与金融机构各司其职，
互联网负责
“普”，充分发挥流量入口功能，让
更多人能够便捷、
无障碍地享受到
金融服务；
而专业的金融机构负责
“惠”
，
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进行产
品设计、风险控制，降低中小微企

业的用款成本。
事实上，
在其他企业进军网贷
行业，进军第三方支付的时候，刘
阳就看到了单一服务模式未来可
能会出现的瓶颈，
因此他带领全盛
资本加深品牌多元化、
跨领域的业
务布局，
打造创新第三方金融服务
生态系统，
实现其让资本更好地为
社会、
经济发展服务。
目前一些较大的金融机构市
场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如何突破
区域限制，
让百姓享受到接地气的
普惠金融服务任重道远。因此，
全
盛资本在全国 26 个省、200 多个城
市已布局了 600 多家门店 ，采取
O2O 的模式，
线上获客，
线下体验，
专注于帮助金融机构降低成本，
帮

助老百姓享受优质的金融服务。
在面对 C 端客户服务层面，
全
盛资本打造了金融管家，
致力解决
大众从出生开始的一系列完整的
金融服务系统，
包括借贷、
理财、
支
付、
资产配置等结合不同场景的全
生态金融服务。在面对 B 端客户
上则打造了金融工场，通过全国
600 多家门店按照金融机构的需
求定向寻找金融资产，
提高机构获
取优质资产效率的同时降低其成
本。
刘阳非常看好第三方金融服
务市场的前景。他表示，
未来金融
产业链的服务市场是一个蓝海，
并
且随着市场培育度和成熟度的提
高，
这一市场的规模会逐步增大。

中业兴融总裁章强：

应鼓励互金企业加入医改队伍

本报记者 崔敏

目前，三甲医院就医难、就医
贵的情况已成为医患矛盾的核心
问题，
而社区卫生服务站是目前分
担三甲医院门诊量的重要角色。
据最新卫计委官方统计数据，
截至
2016 年 10 月，全国共有社区卫生
服务站为 34387 家，与 2015 年 10
月同比减少了 173 家。按照每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覆盖 1 万—2 万人
群的标准而言，预计全国需要约

10 万家服务站才能达到较为饱和
的覆盖率，
而目前服务站个数仍远
未达到需求数量。
针对社区卫生服务站同比下
滑的情况，中业兴融总裁章强认
为，
当前的市场环境无法让社区卫
生服务站创造出长期稳定的盈利，
从而导致部分社区卫生服务站的
退出。造成盈利预期偏差的客观
因素有几点：第一，市民对社区卫
生服务站的认识程度浅，
造成两者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第二，优质医
疗资源缺乏，
大部分专业的医疗人
员仍只任职在三甲医院，
极少下沉
到民办社区卫生服务站当中；第
三，资本支持缺乏，部分市政府没
有足够的预算给予，
而民间的闲置
资金也没有大幅度投入，
导致服务
站用于设备购置、基础建设、日常
运营等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去年，中业兴融设计了“医融
宝”产品，将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资
金需求告知大众，引导民间闲置
资金投入到其建设当中。据介
绍，这款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资
产端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具有如下
特点。一是服务站融资额度少，
符合小额分散的监管要求；二是
垄断性较强，每个社区只能设立
一所服务站，避免了服务站之间
的市场竞争，经营较为稳定；三是
供求缺口大，目前服务站覆盖面
远远不能满足社区人民的需求，
医疗与互联网结合将是一个新产
业发展的机遇。
基于中业兴融自身对产业深
耕经验，章强建议，应鼓励互联网
金融企业加入医改队伍，
促进民间
资本进入，
为社区卫生服务站引进
更多的资本获取渠道。

2017 年仍是互联网金融行业
的整改年，
以合规为主基调。目前
监管层的政策基本面已经确定，
互
金行业必须紧跟合规的共识，
各项
牌照资质、
企业规模没法在期限前
达到监管要求的平台将被淘汰。
此外，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
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主张小
额、
分散的经营模式也会导致做大
额和企业端为主的平台被摒弃在
合规门外。今年的互金平台再次
迎来洗牌，
经过筛选后余下的平台
都将是整体合规并且具有资本实
力的，
那么平台之间还存在什么优
势呢？
章强认为，
平台优势在于其资
产端是否优良，资产风控是否专
业。在过往大额的资产端被清洗
后平台急需开发符合社会需求新
型资产端，
并提高对新型资产的风

控能力。
章强建议，应将传统新兴联
合，
今年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存
在相当多的合作空间。银行具有
较大量的存款用户，
而互金平台在
其专业的细分领域具有很多资源，
或可通过合作，
充分发挥双方的优
势。
此外，在消费金融的细分领
域中，章强表示，目前最看好境外
旅游这一块，在收入增加、旅游消
费升级、签证便利、航班增加等有
利因素下，中国人将迈大步“走出
去”并越走越远，而目前能提供分
期旅游消费的仅有途游等少数几
家平台。中业兴融目前已经与国
内一家老牌旅游公司达成了战略
合作关系，近期将共同推出以年
轻人为服务对象的出国旅游分期
产品。

易通贷 CEO 康文：

监管应为网贷行业留出创新空间

本报记者 崔敏

从 2014 年到 2017 年，互联网
金融已经连续四年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国家层面的重视程度显
而易见。P2P 网贷作为金融相关
行业，监管层划出业务边界，划定
行业范围很重要。
易通贷 CEO 康文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

网金融、P2P 网贷行业在中国还是
新兴行业，业务模式尚未成型，从
业者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待
互联网金融、P2P 网贷，监管层和
市场还是要给予更多鼓励，为行
业创新留一些空间。对于互联网
金融的监管，要避免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包容、创新、
防范风险的心态对其进行适度监
管才是正道。
2016 年，P2P 网贷行业的监管
措施已经很明晰，行业隐形门槛
的确立，将使优胜劣汰、洗牌整合
加速，未来行业内平台数量预计
会下降到几百家。
“预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仍然是今
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而金融

行业对这两方面的贡献和担当不
可谓不大。尤其是产业结构调
整、经济升级离不开对新兴产业
和中小企业的扶持，
‘ 双创’本身
也需要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去
支持。从现实情况来看，传统金
融和互联网金融相配合、互补，才
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因次希
望今年全国两会更多地提出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和金融创新有关的
提案。
”
康文告诉记者。
“易通贷产融结合模式给难以
享受到银行融资的中小企业提供
了新的融资渠道。银行的
‘嫌贫爱
富’是它的业务模式决定的，资本
市场中主板、创业板、新三板各司
其职。但是对应的借贷融资市场
却缺乏相应的多层次金融服务。

P2P 网贷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
康
文表示。
易通贷在 2012 年确立“产融
结合模式”，将借款人锁定在优质
产业中的中小企业主，
让有借款需
求的中小企业主以个人身份借款，
引导公众投资人闲置的金融资本
流向中小企业，
“把钱借给还得起
钱的人”
，
与产业资本良好结合。
康文认为，互联网金融、P2P
网贷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创新，
有不
可估量的前景，不能因为少数“披
着 P2P 外衣”的违法者搅局，就否
定这个行业。未来互联网金融、
P2P 网贷领域还会细化、细分，从
业者将深挖自己擅长、
熟知领域内
的市场，
形成多家有特色平台主导
的市场。易通贷始终坚持，
“小而

美”
是这个行业未来的趋势。
“因为金融行业的性质，其服
务 的 人 群 、行 业 、地 域 都 有 差 异
性。传统的银行业尚有覆盖全国
的几百家，互联网金融行业亦是
如此。
‘小而美’的 P2P 网贷平台可
以利用精细化、差异化的经营策
略和专业的服务形成其独特优势
存活于市场。未来的 P2P 网贷市
场 ，应该是既有‘ 大而全 ’、亦 有
‘小而美’。
”康文补充道。
在康文看来，未来网贷行业
将会细分市场，根据不同业态本
身特点，形成不同的模式。中小
型网贷平台会明确自己的目标市
场，专注于某一个业务领域和优
势产品，深耕细作。这样能显著
降低风险，
推进风控能力专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