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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分期消费平台抢滩高校
本报记者 温济聪

随着互联网金融消费的逐渐普及，大学生分期消费市场成为众多互联网金融公

司的青睐对象，网络分期平台购物日益成为家喻户晓的消费新方式——

记者了解到，不少高校大学生常常
面临一种两难情况：需要抽取并不宽裕
的生活费用购买电脑等学习生活必需
品，而这些消费成本将加大他们的生活
压力，降低生活质量，甚至捉襟见肘。如
此一来，他们将不得不求助于银行的信
用消费，大学生群体已日渐成为信用消
费主要用户群之一。

然而，由于银行信用卡办理层面的
局限性，大学生信用消费这片蓝海并未
完全打开。以趣分期、爱学贷、分期
乐、信通袋、喵贷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
融分期消费平台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目前，全国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有 2500
多万，倘若平均每人分期消费 3000 元
左右，就是一个超过 750 亿元的消费
市场。

抢食校园金融“蛋糕”

走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等首都各大高校的校园里，记者发现，在
寝室楼、食堂、自习室、大学生活动中心
等场所，随处可见互联网分期消费平台
的宣传招贴。这一全新的消费平台正走
进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在北京理工大学新 1 宿舍楼活动室
内，几名学生围住一位高大帅气的男生，
向他咨询。这位男生名叫陈玉伟，与他
相熟的同学都叫他“大伟”。他有两个身
份，一个是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
院国贸专业的大四学生，一个则是分期
乐的高校经理。目前，他已经拥有了几
百名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园客户，他的团
队中还有 6名校园代理。

除了陈玉伟外，他的其余 3 名室友
中就有两名经常在互联网分期平台购
物。前些日子，郭雅强刚刚在分期乐平
台上买了一部售价 4099 元的华硕笔记
本电脑。“当时正好平台搞活动，可以享
受‘免息’优惠。我只需要每个月还月供
228 元，连续还款 18 个月。尽管还款期
限有点长，不过每个月 200 多元对我来

说是个小意思。平时在校外做做兼职，
一个月可以赚上近 1000 元。在分期平
台上消费会大大减轻购物消费的经济压
力。我们班里有 30 名同学，一半以上的
人都用过分期消费平台，它已经成为在
校大学生的消费新选择之一。”郭雅强告
诉记者，他的另一位室友张琪也在该平
台上购买过一款手机充电宝。

其实，自 2009 年中国银监会分年龄
段叫停商业银行向学生发放信用卡业务
之后，银行信用卡逐步退出了大学生金
融借贷的舞台。信用卡的“退位”则给互
联网分期消费平台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目前，全国分期消费平台的总数在
30 家左右，地域上遍及东、中、西部。这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新体验正迎来一波波
蜂拥而至的淘金潮。

“互联网分期平台的出现，迎合了大
学生的消费需求，填补了校园分期市场
空白。”爱学贷 COO 王锋介绍，目前在校
大学生很难申请到银行信用卡，即便是
申请校园联名卡，流程也较为繁琐，而且
额度基本在 1000 元以下，无法满足学生
消费需求。大学生正逐渐成为消费需求
最为旺盛的群体之一，年轻人热衷于电
子数码新兴产品，对网络购物很熟悉，对
创新性的付款方式接受度也高，校园分
期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保障运营模式安全运行

同为因“互联网+”而生的金融服务
形态，大学生分期购物平台也与 P2P 有
着联系，拥有不少 P2P 基因。分期平台
融资在大学校园日渐火爆。

在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边晓瑜
看来，目前大学生消费分期平台主要分
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最主流的“电商+
P2P”模式，也就是电商平台消费和 P2P
网贷消费金融相互融合的模式。在该模
式下，分期消费平台处于核心地位，是衔
接产业链上消费者、供应商以及 P2P 平
台等所有参与主体的关键。而另一种模

式，则更类似于单独的 P2P网贷平台。
“一边是平台、电商对接，另一端对

接理财投资者，这就是互联网分期消费
平台的内在结构。”中投顾问资深分析师
霍肖桦表示，分期乐、趣分期等互联网金
融企业本身并非电商，主要是帮助电商
企业销售产品。高校学生在分期付款平
台上购买产品，这些平台直接对接 P2P
平台，将大学生借款需求包装成为投资
者购买的理财产品。“大学生在这些平台
上发出借款购买标的，投资人选择借款
人并将钱借出。借款标的投满后，学生
使用这部分资金消费，再按月偿还本
息。”霍肖桦说。

分期乐创始人兼 CEO 肖文杰认为，
在运营方面，分期乐之所以选择与京东
保持密切合作，也正是看重了京东在电
子产品上的正品保障。“我们一直坚持零
库存，所有的商品供应链、物流、仓储、售
后全部由京东提供。这样不仅优化了整
个运营体系，更使得分期乐有足够精力
专注于信用钱包等产品的开发和营销。”
肖文杰坦言。

与大多数互联网分期购物平台不同
的是，信通袋则将借款、理财两端置于同
等重要的位置，是单纯意义上的 P2P 网
贷平台。信通袋创始人兼 CEO 彭愈认
为，大学生在该平台上发布借款需求时，
可以自定义首付额度以及利率，投资者
可以根据学生的相关信息、利率高低等
情况选择标的进行投资。而与大多数
P2P 平台相同的是，该平台只是负责审
核借款人的相关资料，并提供本金保障。

为了保障运营安全，绝大多数互联
网分期消费平台都需要高校经理或金融
专员到学生宿舍现场面签。具体来看，
在给大学生授予额度前，工作人员需要
向学生核实身份信息，同时明示还款风
险等。有的还需要留下学生家长和学校
老师的联系方式，甚至要与老师或同宿
舍室友当面核实。

趣分期 CEO 罗敏用这样一句话形
容面签的重要性：只要进了学生宿舍，就

有了一定的信用保障。肖文杰也坦言，
他们已经建立了基于网络使用痕迹的风
控模型，以期对大学生的信用状况给予
客观全面的评价，但不会省略面签环节。

信通袋在这方面则“另辟蹊径”。它
的核实方式是将视频通话与手机通讯记
录相结合，全程只需在线上完成，只需 10
分钟。彭愈认为面签会损害学生的购物
体验，譬如分期付款买个 3000 元的电脑
就到宿舍面签，会让学生“有些没面子”。

与机遇风险共生共存

互联网分期消费平台处于一片市场
蓝海中，正日益显示出强大活力。不可
否认的是，社会上对其质疑声也不绝于
耳。机遇和风险更像是一枚硬币的两
面，互联网分期消费平台这块大蛋糕固
然“好吃”，但还需“会吃”。

风控能力是这类平台目前面临的较
大的质疑和争议。边晓瑜坦言，目前互
联网分期消费平台在风控方面存在以下
挑战：一是分期平台面向的主要群体大
学生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客户还款
能力相对较差；二是平台缺乏征信依据，
无法对用户进行信用评级，且无法监测
用户消费行为；三是平台与 P2P 企业存
在资金合作，但是 P2P 企业自身风控就
存在很大问题；四是有些分期平台还承
担货物仓储、配送服务，平台运营风险
很大。

业内人士担忧，尽管不少平台均声
称自家坏账率很低，甚至远远低于银行
信用卡千分之八至百分之一点五的坏账
率。但由于多数大学生收入来源很少，
即使靠兼职等工作所赚取的工资也不会
太高，因此，他们的还款来源并不稳定，
这是互联网分期平台面临的主要风险。

“若想解决风控问题，一方面必须严
格实行实名制，严格审核用户信用，建立
一整套用户额度审核系统和协助还款系
统；另一方面应尽可能地与信用度高的
电商平台和 P2P 平台合作。”边晓瑜建
议。分期乐首席风控官刘华年则建议，
应从风控管理、业务流程等专业系统的
应用入手，将传统风险模型设计方法论
及大数据概念有机结合，制定量化风险
分析工具，同时依托决策引擎，高效、科
学地部署信用风险及反欺诈模型和策略
应用，实现消费信贷风控管理的系统化、
流程化、数据化及科学化，严密保护用户
隐私安全。

此外，互联网分期消费平台还存在
一定的法律风险。记者调查发现，有不
少直接作为出借方的平台并没有放贷资
质，也没有小贷公司的相关牌照。中国
政法大学金融创新与互联网金融法制研
究中心主任李爱君坦言，“在互联网金融
领域，存在‘业务往往跑在政策前面’的
尴尬。如果分期平台没有拿到小贷公司
的相关牌照和资质，擅自充当出借人，这
就属于‘非法经营’”。

“如果这类平台将积聚资金池放贷
变成主营业务，会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岳屾山表
示，在互联网分期平台购物是一种信用
贷款行为，建议对大学生的个人信息与
信用审核更为严格和科学。同时，征信
评估体系也应不断完善和更新，并需要
相关部门提供政策支持。

大学生分期贷款消费切忌攀比
文霁翀

贝贝网扶持国产母婴品牌——

“中国质造”深耕母婴市场
本报记者 王轶辰

追逐洋奶粉、洋纸尿裤的妈妈们可能想不到，在童
装、童鞋等母婴产品的消费上，中国品牌其实占据着
绝对领导地位。在近日举行的 2015 中国母婴峰会上，
中国最大的垂直母婴平台贝贝网宣布未来一年将投
入 5 亿元，扶持 1000 家单月销售额超过 100 万元的本
土优质品牌商。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母婴品牌强于生
产却弱于设计和营销，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将有
助于消费升级潮中的中国母婴行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随着人口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开，中国母婴
市场取得了几何级数的增长，母婴用品也成为网络关
注的热词。在洋品牌牢牢占据奶粉、纸尿裤等产品的
情况下，国产品牌的生存状态好于想象。艾瑞咨询数
据显示，以跨境和国内品牌的分布来看，绝大多数母
婴用品的交易额仍然产生于国内品牌，消费者绝大多
数还是使用国产产品。

“从贝贝网的销售数据来看，用户对洋品牌的消费
绝大多数集中于纸尿布和奶粉这一品类。童装、童鞋
等相关品类的市场则更多聚拢在中国品牌手中，跨境
品牌比例较低。”贝贝网创始人兼 CEO 张良伦告诉记
者，跨境品牌固然对国内品牌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目前来看还是国内品牌销售状况更好。所以，当前国
内贸易依然是主流，而跨境电商是很好的补充。

国产品牌占据足够市场份额的同时，消费升级很
快又给母婴行业带来了一波红利。如今，消费升级在
母婴行业呈现的特征之一，就是妈妈们不只一味追求
低价消费，而是更加注重高品质以及高性价比的产
品。面临如此风口，中国母婴品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机遇与挑战，需要政府、行业、品牌、电商平台等多
方的共同努力，为“中国质造”的崛起贡献力量。

张良伦表示，消费升级最大的机会在于“中国质
造”，但“中国质造”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中间强、两头
弱，即具备良好的生产加工能力，而在设计和互联网
营销环节较弱。此外，很多品牌商懂得消费者的需求
却不懂得如何与消费者沟通，而贝贝网目前在做的就
是帮助用户选好货，控好价，实现性价比的极致，同时
协助品牌商获取经济收益。

“华佗驾到”通过线上释放消费潜力：

健康产业深度融合互联网
肖 亮

记者近日从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的“大健康产业
与互联网+：寻求弘扬国医文化新路”论坛上了解到，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健康产业的深度融合，线上线
下加快融合，“互联网+”正释放健康产业消费潜力。

健康产业拥抱互联网会产生哪些变化？线上线下
的消费模式如何融合？它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又会产生哪些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大 健 康 APP 华 佗 驾 到 首 席 执 行 官 寻 天 衢 认 为 ，
O2O 新模式为商户提供专业的互联网信息化服务，对
线下门店进行引流，帮助门店提升运营效率，并为用
户打造完善的健康管理及预约服务体验。“‘互联网+’
有助于解放劳动力，让技师无限逼近消费者，让消费
者将更少时间花在寻找服务上，释放行业潜力。”

中医理疗按摩服务类 APP 中，华佗驾到运营团队
正尝试向到店服务领域倾斜更多资源。该 APP 通过
甄 别 、净 化 门 店 信 息 强 化 传 统 平 台 价 值 ，致 力 于 以
APP 平台为主体的技师专业培训。

不过，一些突出的问题也被行业所关注和讨论。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坚持引导与规范相
结合，要公平有序发展，这对我们提出的新问题是，健
康产业互联网化如此迅猛地发展，标准化与安全性又
如何保障？”浙江省足浴协会会长朱金汶说。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推拿疼痛科主治医师
江 浩 认 为 ，中 医 理 疗 行 业 有 句 话 叫“ 千 个 师 傅 千 个
法”，业内人士担心健康产业拥抱互联网会不会出现
鱼龙混杂的局面。“但是要做成有技术含量的也很难，
只有厘清行业标准，才能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江
浩说。

记者了解到，当前此类 O2O 平台基本上具备保
险措施，例如通过定位系统保障技师安全，也有报
警按钮可供消费者维护自身利益。“安全问题最终也
是信任问题，这种服务成功的关键在于消除用户的
信任壁垒，通过公开的互联网大数据平台，除了让
消费者有直观认识，消除不必要的误解，还可以给
用 户 建 立 健 康 档 案 ， 通 过 个 性 化 服 务 方 便 用 户 预
约。”寻天衢说。

借着“互联网+”国家发展战略实施

的 东 风 ，互 联 网 金 融 消 费 迎 来 大 好 机

遇。正缘于此，以爱学贷、趣分期、分期

乐、信通袋、喵贷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

分期平台迅速成长，短时间内市场上出

现了 30 多家分期平台。与此同时，阿里

推出花呗，京东投资分期乐，并推出校园

白条——互联网公司“大佬”也开始进军

校园金融，大学生消费信贷分期平台成

为市场各方争夺的新热点。

先消费，后还款，这些针对大学生的

消费贷款产品看起来既方便又实用，十

分诱人。不过，大学生在这类平台贷款

消费切忌冲动和盲目攀比。

金融行业正是看到学生群体在日益

增长的物质消费需求与较低的生活供给

水平上的矛盾，并针对这一细分市场，引

入“互联网+小额分期借贷”的商业模式，

紧盯被传统信贷忽略的校园金融市场，

以小额现金借贷、分期还付的方式，引导

他们以透支消费来满足更高消费需求。

不可忽视的是，为赚取更多利润，的

确有些分期消费平台往往只注重宣传和

夸大其分期产品的实用性，抑或小额贷

款的低门槛甚至“零门槛”，在声称所谓

零首付、零利息、免担保等诱人政策的同

时，弱化甚至“美化”分期平台的高利息、

高服务费率、高违约金偿还等分期费用。

日前，互联网金融搜索平台“融 360”

发布了《2015 年大学生消费分期调查报

告》。《报告》筛选出较有代表性的 30 家平

台，分别从平台信息透明度、产品信息透

明度以及产品费率信息等方面对各平台

分析和比较。《报告》显示，在这 30 家上线

平台中，33%的平台获得风险投资，超过

90%的产品分期在两年内，有 77%的平台

分期期限较为明确，23%的平台分期并不

明确。各平台最高贷款额度呈两极分化

态势，有超过七成的平台贷款的最高额

度较明确，有近三成的平台贷款额度较

不明确；37%的平台有较为明确的费率，

而 63%的平台的费率较不明确。分期平

台的市场潜力巨大，但部分平台产品信

息透明度有待提高，亟须监管规范。

学生开学消费“过热”、平时贷款消

费过高是当今科技发达、信息化进步的

必然结果。大学生开学早已不再是仅仅

购买笔、文具盒、书包这“老三样”，而是

纷纷转向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单反相

机这“新三样”，这体现出社会的发展和

进步，也展示了当今大学生超前、先进的

现代化意识，本无可厚非。然而，倘若大

学生以“学习用品”为由，不根据自身经

济生活条件量力而行，大量分期贷款进

行高消费，产生盲目攀比的心理，则会给

身心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损害自身信

用积累，并遭受经济损失。

毕竟，在校大学生群体在经济上并

未独立，理财能力有待提高。倘若经济

条件较富裕的家庭，无限制满足学生的

分期贷款物质需求，助长其奢侈消费行

为，极有可能使其形成不正确的财富观

和价值观；而对于贫困家庭出身的大学

生来说，购买学习用具、生活用品首先要

考虑到所购商品的实用性和价值，不应

为了购买看起来“时髦”“有面子”的物品

而贷款过多。总之，盲目跟风以及铺张

浪费的心态切不可有。

下图：江西上饶银监分局督促辖

内银行业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开办电

脑消费分期贷款业务，帮扶贫困大学

生完成学业。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本报讯 记者牛瑾报道：近日，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妇
幼婴童产业博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本届博览会致
力于打造“妇幼婴童行业 B2B 专业展会”，利用电商、创
新与投资产业优势，结合国内妇幼婴童产业未来发展需
求，探索出妇幼婴童行业结合“互联网+”之后的消费新
模式，成为中国妇幼婴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婴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展会约有 3000
多个国内外知名婴童品牌入驻，围绕“B2B”核心，聚集妇
幼婴童行业整条产业链上的品牌商、生产商、经销商，为
杭州当地亲子家庭搭建起集娱乐、教育、体验、展示等功
能于一体的国际婴童体验乐园。来自妇幼婴童产业上游
及下游的买家团，在展会上与展商进行了一对一封闭式
商贸洽谈，并建立合作关系。

国际婴博会探索消费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