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租赁】P2P+融资租赁：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2013 年为互联网金融元年，至今各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网络
融资中当属网络贷款 P2P 最为热门，网贷与股票配资结合、与融资
租赁结合、与保理结合、与赎楼交易结合、与供应链金融结合、与
基金信托保险结合等创新与创造日新月异。P2P 是否能与融资租赁
长久并稳固的合作，值得探索分析。

一、融资租赁与 P2P 合作的动因
1、融资租赁公司：可盘活资产存量，实现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
融资租赁与互联网“联姻”可以将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在更大范围
内进行匹配，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互，完成融资的各项过程，有利
于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解决资金短缺、融资渠道狭窄问题。
2、P2P 平台：扩大项目端来源
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 3.2 万亿元人民
币，增长幅度为 52.4%。2014 年底，金融租赁、内资租赁、外资租
赁三类融资租赁企业总数约为 2202 家，比上年底的 1026 家增加
1176 家，总增幅达 114.6%。融资租赁业的快速发展为融资租赁
P2P 平台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选择权。
3、P2P 平台：风控端——融资租赁+P2P 模式运营以实物资产为
基础，项目风险相对较低
因融资租赁公司本身拥有租赁物之所有权，承租企业仅就租赁物
行使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出现项目风险时，融资租赁公司可通过回
收、处置租赁物方式，最大程度上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就此而
言，融资租赁 P2P 模式更多地表现为 A2P 模式，这与以信用为基础
的传统 P2P 形成了鲜明对比。
4、P2P 平台：资金端——拓展了居民财富管理的投资空间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财富持续增长，财富管理需
求明显增强，居民财富结构也从单一的储蓄存款更多地向理财、基
金、股票、债券、保险等领域配置，多样化的理财需求呼唤更多的
市场创新。

二、融资租赁与 P2P 合作方式及案例
1、融资租赁与 P2P 合作方式
目前 P2P 与融资租赁合作主要分为两种方式：债权转让方式与众
筹模式。从实际案例来看，大部分 P2P 平台与融资租赁合作主要采
用债权转让方式，即将已形成的债权放在平台上出售。以 E 租宝为
例：融资租赁公司为实现融资需求，将其合法拥有的融资租赁合同
项下的租金收益权通过平台对外转让,同时融资租赁公司向投资人
/债权受让方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待债权标满标后，融资租赁公司实
现融资需求。投资人受让债权后，可自主选择向保理公司申请保理
赎回，亦可在平台上进行债权二次转让。

2、融资租赁与 P2P 合作案例
据零壹融资租赁研究中心统计：2013 年仅有 1 家 P2P 平台上线
融资租赁 P2P 产品，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上线融资租赁产品的
P2P 平台已增加至 19 家，2015 年 5 月，单月成交额破 20 亿元。笔
者从 19 家涉及融资租赁产品的平台中选取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5 家
平台主要就项目类别及风控手段进行分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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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资租赁与 P2P 合作难点及风险
1、融资租赁公司 P2P 平台自建 VS 平台合作
从实际情况来看，基于自建平台亏损培育、烧钱推广是必经之路，
自建 P2P 平台实施难度大。
因此，选择与 P2P 平台进行合作是较为理想的方式，合作平台的
选择主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平台风控要求与融资租赁公司项目
对接契合度。第二，平台资金端是否及时足额的保证项目资金对接。
第三，成本即投资者的收益率+通道费率。

2、政策风险
近期，据相关报道i显示，银监会普惠部关于网络借贷业务监管
规定的草案已初步拟定，针对网贷平台的禁止行为包括“将融资项
目期限进行拆分”、“对相关项目进行资产证券化处理或发售理财
产品”
、“将融资项目的收益权益与基础资产相分离”等内容。如若此政
策属实且落地，这将意味着从事融资租赁+P2P 的合作模式将受到影
响。

3、资金成本
融资租赁公司传统的资金成本较低，从目前来看，P2P 平台的投
资者对收益率要求较高。 长期来看，P2P 平台会有一个价值回归的
过程，包括今年以来，P2P 借款平均利率也在不断下调，未来与融
资租赁项目对接的合作也成为可能。

4、拆标与期限不匹配
由于 P2P 为短期投资，融资租赁为 3-5 年的长期项目，由此导致
两者对接存在问题，因此融资租赁与 P2P 合作的方式表现为：一方
面，平台会尽量选择 1-2 年内的短期小项目上线。另外一方面，平
台进行拆标与期限错配：一种是金额拆标。另一种是时间拆标。除
此之外，还引入商业保理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

5、租赁资产风险未转移
目前租赁资产在 P2P 平台上转让，大部分交易结构要求租赁公司
甚至承租人做出回购担保，租赁资产不能实现出表、风险未转移，
可以把 P2P 与融资租赁的合作理解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有追保理。
综上所述，从近期来看，虽然融资租赁与 P2P 平台合作的如火如
荼，但从可持续性来看，由于政策、资金成本、期限等因素导致融
资租赁资产与 P2P 平台对接仍有障碍。从长期看，随着 P2P 平台规
范化，收益率会有价值回归的过程，加之租赁公司业务资源进一步
积累，未来与 P2P 平台开展合作，通过盘活融资租赁资产存量，获
取资金增量的前景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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