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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线城市成车贷行业新业务蓝海
车贷行业进入微利时代，风险控制能力已成为制胜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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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 金融搜索平台融360发布《2016
年P2P车贷报告》，报告显示，近年来二手车交
易井喷，车贷资产备受关注，预计2020年车贷
行业的市场体量将超万亿元。目前，一线城市
和重点二线城市的车贷市场已趋于饱和，随着
资金成本与获客成本一路走高，行业平均利润
率已低于5%，车贷行业进入微利时代。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各平台纷纷将三四线城市视为
新的业务蓝海，而风险控制能力也成为决胜市
场的关键。 ■记者 蔡平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
计，2016年我国乘用车销量达
到2385.2万辆， 预计2020年我
国汽车交易额保有量将超过
2.5万亿元。

而另一方面， 由于政策和
观念的限制， 全国二手车交易
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近几年快
速增长。2012年，全国二手车交
易量仅479万辆， 交易金额
2600亿元，到了2016年，全国
二手车交易量达到了1039万
辆。

汽车工业协会预计，2017
年二手车交易量会有望突破
1250万辆，并有望在2020年达
到2000万辆，2020年车贷行业
的市场体量将在万亿元以上，
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而乘用车销售及二手车交
易市场的发展， 为车辆抵押贷
款业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保
证了汽车抵押资产的增量。

车贷业务由于其件均价较
低、抵押物易变现等优点，一直
是民间借贷中较常见的个人借
款业务种类。随着《网络借贷信
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
办法》的出台，监管层规定了个
人在网贷平台的20万借款余额
上限， 车贷资产由于借款额度
低、周期灵活、标准化程度高、价
格透明易变现等优点， 是比较
合规的资产类型， 也成为众多
P2P网贷平台转型的首选方向。
《报告》数据显示，在入选调查的
40家平台中，在湖南开展P2P车
贷业务的平台就有14家。

超万亿市场体量备受关注

行业的分化效应十分明显

记者统计了17家网贷平台
2015年和2016年车贷资产的
贷款余额，从统计数据来看，这
17家平台2015年的贷款余额
为93.14亿元，而2016年增长到
249.76亿元， 增长率为168%，
足见网贷平台车贷业务发展之
迅速。

交易额快速增长， 但行业
的分化效应也十分明显。 报告
显示，2016年车贷行业前三甲
分别为微贷网、 投哪网和人人
聚财，2016年成交额分别为
463.66亿元、152.77亿元和60
亿元。 而在纳入统计的40家平
台中， 前三家平台成交总量占
比超过67%， 均通过直营门店

获取资产， 而门店数量也都超
过100家，远超其他平台。

融金所、玖融网、爱钱帮等
13家平台，除了融金所的成交
额接近50亿元外，其余年交易
额体量在10亿元-30亿元之
间，这些平台进军车贷行业较
早，门店覆盖虽然和前三甲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但是已经开
始深入三四线城市，或者在特
定区域建立起自己的竞争优
势。其余25家平台的成交量在
10亿元以下，代表了目前中小
车贷平台的发展现状，这些平
台一般成立时间较短，聚焦于
某些区域发展， 占据较少的市
场份额。

入选的40家平台2017年1
月平均收益率为12.27%，综合利
率在15%及以上的平台有9家，
占比22.5%，综合利率在10%以
下的平台有8家，占比20%，其中
有23家平台的综合利率在10%
到15%之间， 占比达57.5%。平
均借款期限在6个月以下的平
台有32家，40家平台的平均借
款期限为3.9个月。相对于整个网
贷行业而言， 车贷平台的平均
利率较高、借款期限较短。

融360网贷评级课题组选

择了排行榜中市场份额靠前的
三家车贷平台， 以调研获取的
数据进行估算发现， 这三家平
台的平均利润率仅在5%左右，
而这三家平台的品牌影响力、
风控水平、 盈利能力在行业内
都位居前列。

而放眼整个车贷行业，随
着竞争加剧， 大部分的中小平
台利润空间不断受到侵蚀，车
贷行业并非具有预想中的高盈
利水平，相反，行业已经进入了
微利时代。

《报告》指出，目前车贷业务
所面临的主要风险， 即车辆抵押
贷款中的追车风险和二次抵押风
险。“平台虽对车辆有抵押权，但
出现逾期后， 通过GPS追车难度
较大，耗时较长，最终形成坏账的
可能性也较高。 个别抵押后的车
辆通过民间借贷形成了二次抵
押， 对抵押环节的逾期追索造成
了困难。”

此外， 还有政策风险。“由于
车辆抵押需要统一到车管所登
记， 而不同的地方车管所的抵押
登记以及过户处置的细则不同。
如有些地方车管所对于抵押权登
记到法人名下会有资质审查；有
些地方则要求过户时车主必须到
场， 如果车主不配合就无法完成
过户处置。 所以车贷业务具有很
强的地域性， 如果要在全国大范
围内开展业务， 对网贷平台分支
机构的业务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报告》分析指出。

“同时，也有道德风险。”《报

告》分析指出，因为车贷行业地域
性强的特点， 车贷业务一般采取
的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借
款人通过线下门店将车辆抵押/
质押给平台或平台指定的债权
人， 评估车辆后放款。 这个过程
中， 线下门店业务人员直接接触
借款人和车辆，全面介入初审、估
值、办理抵押登记、催收和逾期处
置等多个环节， 一旦平台内控不
足， 各地员工因为利益导向发生
道德风险，如乱收费、评估车辆价
值时放水、介绍客户二次抵押、帮
客户拆掉GPS等， 将给企业和行
业带来严重危害。

还包括合规风险。 放款速度
是借款人选择车贷平台的重要指
标之一，为了提升效率，网贷平台
多采用专业放款人模式， 先放款
形成债权， 而后在网贷平台发布
标的，再债权转让给投资人。而新
规明确禁止P2P进行债权转让，
专业放款人债转模式面临合规性
考验。

竞争加剧，进入微利时代

坐拥万亿元以上的市场体
量， 车贷资产成为金融机构和网
贷平台争抢的“香饽饽“，各路资
本在2016年齐聚车贷领域，使得
车贷行业大有从蓝海变红海的趋
势。

《报告》指出，一线城市和重
点二线城市的车贷市场趋于饱
和， 较高的资金成本和运营成本
驱使车贷平台将视线扩展到三四
线城市包括县级市，40家调研对
象里有86.67%的平台已经开始
进军三四线城市甚至更小的地级
市。

记者统计发现， 在公布业务
（资产端） 覆盖区域的29家平台
中，有53.33%的平台在一线城市
有网点布局，有93.33%的平台覆
盖了二线省会城市，86.67%的平
台已经开始开拓三四线城市甚至
进军更小的地级市。

本土一家网贷平台的车贷业
务负责人表示， 一线城市由于竞
争激烈，运营成本高，已经不是车
贷平台所热衷的区域， 二线省会
城市则成为平台布局的“标配”，
而三四线城市才是平台争先发展
的区域。

三四线城市成为争抢对象

融360网贷分析员李烨
认为，2017年车贷平台将面
临具有资金优势、 获客优势
以及政策优势的多种市场参
与者的有力竞争，包括银行、
汽车金融公司以及互联网汽
车电商和交易平台等。 这些
巨头在资金成本和获客渠道
方面有较强的优势， 以车贷
业务为主业的P2P平台如果
不能突破资金与获客成本的
掣肘， 将会面临较大的竞争
压力。

根据融 360网贷评级
课题组的数据统计， 超过
50%的车贷损失是由从业
人员道德风险带来的。其
中包括乱收费问题， 内外
勾结导致的二押，甚至帮助
借款人拆掉GPS。如何做好
内控是车贷平台面临的大
问题。平台内部员工以及加
盟 商的 道德 风 险较 难防
范。在这种情况下，平台的
内部风控流程就显得尤为
重要了。

另一方面，大数据风控
也不可或缺。如今，一些平
台将车辆和借款人个人信
用结合评估贷款额度，把车
辆看作是借款人的一种增
信手段，给借款人发放信用
贷款。如微贷网通过对借款
人信用记录以及还款能力
等方面的评估，增加车辆借
款人的抵押额度，一个信用
评估高的借款人的授信额
度可能会超过车辆本身的
价值，将来可能会逐步放弃
车辆抵质押，转向有车人群
的信用贷。

平台风控能力
将成制胜关键

面临政策、道德等多重风险

“

目前，车贷业务仍面临政策、道德等多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