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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吸金 84家网贷平台上月陷入兑付危机

大大资资本本涉涉足足 PP２２PP面面临临洗洗牌牌
山东电网风电装机

突破600万千瓦

山东中小企业之声

今日开播

本报济南1月7日讯（记者 马
绍栋） 记者从省中小企业局了解
到，为加强中小企业宣传工作，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改善营商环境，助推
全省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由省
财政支持、省中小企业局和山东广
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山东中小企
业之声》8日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广播（新闻频道）开播。

据了解，该节目将以访谈的形
式进行，围绕全省中小企业发展政
策环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创业创新、产业集群、对外合作与交
流、经济运行分析等主题展开，通过
口语化讲故事的形式解读中小企业
政策，反映山东中小企业呼声，唤起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和激情，
搭建全省中小企业与主管部门沟通
的桥梁。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四上
午11:00—11:30，在山东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新闻频道）。

打印OPS服务

首进山东

本报讯 日前，爱普生宣布其
OPS服务（打印合约托管服务）正式
进入山东市场，爱普生终端解决方
案开发科经理周健表示，“就像交话
费免费用手机一样，OPS服务就是
免费用我们的机器，按照印刷张数
收费。OPS中一台打印机每年就可
以为企业节省成本4000元左右。”

对于一些创业初期的企业，预
算吃紧，且很多企业根本不知道自
己需要什么样的打印产品，难免要
在设备采购上重复投资。爱普生
OPS服务减少了整个生产过程中的
固定资产占用，可以腾出资金推动
创新。业内人士称，爱普生OPS服务
更适合轻量型，月打印量在1000页
至5000页之间的企业。 本报记者

市场资金面的紧张
程度在跨年时节不免会
有所加剧，从事民间借贷
的街头投资公司纷纷关
店谢客，与投资公司性质
类似的网贷平台此时也
难独善其身。据行业网站
网贷之家统计，仅去年12
月份P2P网贷问题平台数
已达84家。新的一年里，
随着一些上市公司对P2P
平台抢滩布局，这个行业
也将迎来大浪淘沙。

据网贷之家统计，在上
个月出现问题的84家网贷平
台中，有17家已经跑路，其他
的多为提现困难。这84家平
台大多去年上线运行，一家
注册地在四川的平台更是在
去年12月初上线，目前已出
现涉嫌诈骗的问题。

如此多发的问题平台的
背后是网贷行业的快速增长，
这从贷款余额的变化中就可

以体现出来。贷款余额是截至
目前平台上的借款人尚未还
款的金额总和，是作为衡量平
台信贷规模和安全程度的重
要指标。据网贷之家统计，
2013年P2P行业贷款余额268
亿元，截至2014年11月底，P2P
网 贷 行 业 贷 款 余 额 高 达
896 . 41亿元，2014年底行业贷
款余额预计将突破千亿大关。

在84家网贷平台中，注册

地位于山东的有不少，它们出
现的问题大多是提现困难。比
如P2P平台美嘉创投在上个月
23日发布公告称：“因临近春节，
我平台提现数额比较大，还有
因运营操作不当致使本平台资
金暂时有未回收款项，为保障
大家的资金能够安全过冬，经
美嘉领导人统一决定暂停美嘉
线上一切业务，对平台所有投
资人的待收提现款开始清盘。

月初上线月底就出问题

“不排除有些平台设立
之初就想好了圈钱跑路，但
大多数网贷平台还是因为资
金紧张暂时出现提现问题。”
济南一家财富管理公司营业
部经理程先生介绍，网贷平
台主要是在民间借贷中扮演
中介角色，一些无法通过银
行等传统金融渠道贷款的企
业、个人往往通过P2P平台向
民间投资者借钱，这也推高
了融资成本，一般融资项目
的年化收益率都要超过15%。

程先生说，相对正规的
网贷平台会对借款企业或
个人做一定的初步审核，才
提交到平台供投资人选择。
相比银行、小贷公司贷款审
核 来 说 ，这 种 审 核 并 不 严
格 ，因 此 也 更 容 易 出 现 坏
账。特别是到了财务集中催
收的年底，网贷平台兑付压
力更大。“和街头投资公司
类似，网贷平台最怕集中提
现带来的挤兑。”程先生说，
这些平台大多都没有储备

金，如果回款不及时，客户
集中提现一夜之间就能拖
垮一个平台。

“去年底还有一个特别
情况，就是股市飘红吸引了
不 少 投 在 网 贷 平 台 的 资
金。”程先生说，其实网贷平
台的风险很多客户都了解，
只不过高收益实在诱人才
往里投钱。眼下这波股市行
情，操作好了一天就能挣个
3%-4%，也不用因为网贷平
台跑路担惊受怕。

集中提现拖垮网贷平台

本报记者 马绍栋

“现在企业圈子里很多老板
都过得很不幸福，要么资金链紧
张，要么没有订单，要么招不到
人才，而我就没有这种感觉，可
以说企业非常健康。”提到去年

的经营形势，德州鲁樱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珉如是说道。

这是一家专门做豆沙馅的
企业，就是在这样一个小行业
里，鲁樱却取得了让人侧目的
成绩。在豆沙馅这个极度细分
的领域，它主导制定了行业标
准，而且还参与制定了多个食
品馅料的标准。

凭借年产 6万吨的规模，
鲁樱应该是豆沙馅料行业名副
其实的老大，一天350吨的产
量,十天产量就相当于一个中
等规模的厂一年的产量。去年
在整个食品业低迷的大势下，
鲁樱仍然逆势增长7%。

在食品领域，日本人的技
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可谓登峰造
极，国内许多知名食品企业最
初都是靠引进日本技术才逐步
做大起来，然而鲁樱却给日本
食品企业好好上了一课。日本

的山崎面包，在日本市场占有
率非常高。在用了鲁樱的馅料
后，山崎面包提出要买100吨
样品，用完后，该公司把生产、
研发包括质量负责人全派到鲁
樱厂里进行“研究”。“他们没想
到中国企业进步这么快，质量
控制能如此之严。”王珉说，山
崎面包曾把一箱馅料打开，一
个颗粒一个颗粒地检验合格程
度，一箱馅料几万个粒，只有不
到20粒有问题，这超出了日本
的加工水平。

在豆沙馅这么一个冷门、
小众的行业做出如此大的影
响，到底靠什么？一个是专注，
再一个是对人的关注。在采访
中王珉反复强调，鲁樱就是豆
沙，豆沙就是鲁樱，其他的不
做。王珉说：“也曾经有银行上
门，劝我涉足别的行业，钱都好
说，但我一直没动这个心思，就

扎扎实实把豆沙做好。”
再者就是对人的关注。在

鲁樱，王珉的手机号公开贴出
来，连员工白天洗衣服听收音
机吵到别人这种小事，都可以
直接给他发短信；夏天职工宿
舍免费开空调；15年来实发工
资没有拖过一天；订单再紧，星
期天必须休息，星期六必须打
扫卫生；出让49%股权，让业务
骨干都有股份……正是凭借这
一个个细节才能将员工凝聚到
统一的企业文化中，保证了产
品的安全，同样就保证了企业
的安全。

做到这些，这家企业的隐
形冠军事迹一直在上演。所有
的合作商基本都是食品业的大
牌，而且一年比一年向高端升
级；有一次蒙牛派专人驻厂进
行催货，因为其他供应商不能
取代鲁樱。

一个小众企业的幸福秘诀：

扎扎扎扎实实实实把把豆豆沙沙馅馅做做好好

本报记者 张頔

绍栋产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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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7日讯（记者 李
虎 通讯员 郭轶敏 段德咏）
记者近日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获
悉，1月5日20时15分，山东电网并
网风电机组出力达520 . 2万千瓦，创
出历史新高。截至去年年底，山东电
网并网风电场91座，机组容量622 . 2

万千瓦，同比增长24 . 4%，突破600万
千瓦大关；占山东电网统调装机容
量的10%。全年风力发电95 . 3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15 . 9%。

风电机组最大的特点就是“任
性”。因为是看老天的脸色发电，发
电出力忽高忽低。以去年11月份为
例，山东电网风电最大出力为475万
千瓦，最小出力仅为3 . 7万千瓦。风
电最大出力出现在后半夜的有24

天，占全月总天数的80%，这个时段
全网负荷较低。风电反调峰的特点
给调度管理带来了困难。必须准确
预测风力发电出力，才能科学安排
风力发电并网消纳。

资本布局P2P势头不减
在程先生看来，投资公司

还需要开个街头店面，但网贷
行业目前没有准入门槛和监
管，运作与风险全都靠平台自
身把控。这样一来，注册个网
站、搭建起在线平台就能撮合
投资与融资，有的平台为了提
高成交量以超高利息抢客，甚
至以假标、建资金池的方式疯
狂圈钱扩大规模，而这种方式

肯定难以持续。
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典型

代表，虽然监管体系还有待
完善，但网贷平台野蛮生长
势头还将持续下去。从联想
亿元资金注入翼龙贷到小米
领投积木盒子，就连广州市
政府成立的产业投融资平台
广州基金也与民生加银资管
共同创立了一家名为民贷天

下的国资与银行系P2P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

涉足P2P的仅上市公司就有
40余家，总投资额度超10亿
元。虽然一批资质不良的网
贷平台已经倒下去，但各路
资本布局P2P网贷平台的势
头不减，这个目前良莠不齐
的行业将在2 0 1 5年迎来大
浪淘沙。

投资P2P

先看“背景”

投资者对网贷平台如何
选择？网贷之家联合创始人朱
明春将投资平台分为两大
类———“需要动脑的和不需要
动脑的”。不需要动脑的平台
一般指拥有强大背景或获得
大型风投的平台，投资此类平
台短期内不会出现问题。而在
需要动脑的平台选择方面，朱
明春给出了几个主要指标：首
先要看团队是不是有金融背
景的和民间借贷业务工作经
验；其次要看融资项目的审核
情况，了解平台的待收情况；
此外平台成交的活跃程度以
及风控模式也是重要参照。

相关链接

网贷不只是P2P
P2B（个人对企业）模式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投融资服
务，借款企业及其法人要提
供企业及个人的担保，并且
基本上不提供纯粹的信用无
抵押贷款。

P2G（个人对政府项目）
模式主要为具有政府信用介
入的项目提供融资服务。

P2N（个人对多机构）模
式中的N一般为多家机构，
并由小贷及担保公司（融资
租赁等金融机构）提供担保，
平台不参与借款人的开发及
本金垫付。这样一来，出借人
不再直接对接借款人，其直
接对接的对象是贷款机构。

资料片


	A1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