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而富发布 2017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务报告 非 GAAP 标准下实现盈利 

2018 年 4 月 4 日，中国最大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之一信而富（NYSE：XRF）发布未经审计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第四季度财务数据及 2017 年全年财务数据。 

2017 年第四季度数据要点： 

 录得正向运营现金流 1,580 万美元 

 毛收入总额同比增长 186% 

 撮合 620 万笔借款交易，借款交易总额达 10.3 亿美元 

 新增 62.7 万借款人，较 2017 年三季度末增加 17% 

 新增约 1 万出借人，总出借人数超过 2.3 万 

 按照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净亏损 390 万美元 

 按照非一般公认会计准则，实现调整后税前利润 110 万美元 

2017 年全年数据要点： 

 年末现金余额 9,490 万美元，较上市后的 7,400 万美元增长 

 毛收入总额增长 102% 

 新增 290 万借款人，较 2016 年末增加 202% 

 撮合超过 2,300 万笔借款交易，借款交易总额达 33 亿美元 

“2017 年，我们以强劲的业绩收官，所有主要运营指标均超过第四季度目标，并在非一般公认会计准则

下，实现盈利。第三、四季度现金流稳健，年末的现金余额达到 9,500 万美元。”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王征宇博士说。 

“此外，我们的借款人数量增长继续符合预期，再次证明我们获客战略的有效性。重复借款人占比达到

76%，且收回获客成本的时间缩短一半。个人借款业务表现出色，损失率仅 3.7%，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专有借

款人评估技术的预测能力。四季度我们新增出借人约 1 万名，足可见出借人对于平台依然信心满满。我相信，活

跃的借款人群体、日益壮大的出借人群体以及出色的资产负债表，将为信而富在 2018 年和未来的高质量增长奠

定坚实的基础。” 

针对监管环境的变化，王征宇博士补充说，“我们充分支持监管机构为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所做的努力。信

而富将继续与行业监管方密切沟通，确保各项业务操作的全面合规。我们相信，新的监管框架对行业有益，将会

促进行业整合，利好包括信而富在内的高质量平台经营者。作为领先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我们矢志诚信、

公平、合法经营，为数百万借款人和出借人提供优质的借款撮合服务，同时也为我们的股东创造优异的回报。” 

2017 年第四季度运营数据要点 

第四季度，尽管监管环境变化导致不确定性加剧，公司依然实现了主要业绩指标目标。 

 撮合借款交易笔数达 620 万笔，同比增长 147%。 

 新增借款人 62.7 万人，同比增长 15%。截至年末，公司平台上的累计借款人达 430 万人。 

 新增出借人约 1 万人。截至年末，公司平台上的累计出借人超过 2.3 万人。 



 

 

 撮合借款交易总额 1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6%，成为公司历史上第二个借款交易总额超过 10 亿美元

的季度。其中，撮合的现金消费类借款交易额同比增长 279%，达到 9 亿美元；撮合的生活方式类借款

交易额为 1.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截至以下日期的三个月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增长  

撮合借款交易笔数 (‘000)     

现金消费类借款 ..........................  2,522 7,014 6,235 147% 

生活方式类借款 ..........................  10 11 11 10% 

总计 ............................................  2,532 7,025 6,246 147% 

新增借款人 (‘000)     

现金消费类借款 ...........................  534 921 617 16% 

生活方式类借款 ..........................  9 10 10 11% 

总计.................................................  543 931 627 15% 

     

重复借款人占比1  ............................  67% 75% 76% 1% 
     

借款交易金额（百万美元） 
    

现金消费类借款 ..........................  237.6 908.0 900.3 279% 

生活方式类借款 ..........................  109.6 122.3 127.3 16% 

总计 ............................................  347.2 1,030.3 1,027.6 196% 

四季度关键业绩指标（KPI）进一步证明了公司业务模式的有效性，业务长期趋势继续保持稳定。 

 客户借款活跃度稳定。以不同时期加入平台的借款人群体衡量，每个借款人的累计借款金额均持续增

长，且并无放缓迹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平台停留时间最长的借款人群体（在平台上停留 33 个月）的

累计借款金额也依然在以稳定的速度增长。客户活跃度的稳定性凸显出平台的客户粘性，也证明了平台

与借款人建立的长期关系的价值。 

 单笔借款的平均金额和期限持续增长。以 2016 年第一季度加入平台的借款人计算，2017 年第四季

度，他们的平均每借款人单笔借款金额已经从加入平台首月的 75 美元上升至第 21 个月的 326 美元。

产生这一趋势的原因是随着借款人收入的增加他们的借款需求也随之增长，以及成熟借款人信用风险的

降低。当借款人在平台上建立起信用记录后，我们得以运用专有的自动决策技术（ADT）来汇总和同步

更多行为数据，并用来管理和调整借款人的信用额度。这使得我们能够对借款人未来的行为作出更好的

预测，进而我们也逐渐有能力为他们撮合多笔更大金额的借款。 

 借款人平均借款成本不断降低。尽管单笔借款的金额越高，期限越长，借款人需支付的借款撮合费用也

会越高，但违约率低的优质借款人可以获得更优惠的利率，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单月借款成本。 

 现金消费类借款的损失率符合预期。2017 年，现金消费类借款的年化损失率为 3.7%。 

对于关键业绩指标的达成，王征宇博士说，“我们凭借行业领先的技术和独特的‘低起步，稳成长’战略，

获取客户全生命周期的价值。我相信，信而富专有的先进分析技术和所积累的庞大借款行为数据，让我们在识别

和吸引高质量借款人上独具优势。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定义为爱码族的客群（受过教育、按劳所得、频繁上网的

成长中年轻一族）具有极大的概率偿还他们的首笔借款和逐渐获得金额更高的借款。” 

                                                
1 重复借款人占比是截至相关日期，在平台上借款一次以上的借款人数量除以平台创立以来的借款人总量。 



 

 

2017 年第四季度财务数据要点 

 交易与服务费毛收入总额2达 5,270 万美元，较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1,850 万美元增长 186%。 

o 现金消费类借款毛收入达 3,780 万美元，较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430 万美元增长 786%。 

o 生活方式类借款毛收入达 1,500 万美元，较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1,420 万美元增长 5%。 

o 现金消费类借款的在毛收入总额中占比 72%，远高于 2016 年四季度的 21%。 

 净收入为 3,490 万美元，较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1,200 万美元增长 190%。获客激励3为 1,070 万

美元，较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490 万美元仅增加 119%。获客激励的增速低于净收入，显示出借款人群

体不断壮大带来的运营费用杠杆效应。 

营业费用 

 服务费用为 340 万美元，较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370 万美元下降 8%。服务费用主要涉及公司数

据验证中心的员工费用，他们提供信贷评估和账户管理服务。服务费用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运营效率提

升，因此我们得以缩减相应的员工数量。 

 销售和营销费用为 1,370 万美元，较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930 万美元增加 48%。这一费用的增加

主要来自支付给渠道合作方的与获取 61.7 万新增现金消费类借款的借款人相关的营销费用。 

 管理费用为 1,740 万美元，较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960 万美元增加 80.9%。管理费用的增加主要

由以下原因造成：1）与撮合现金消费类借款相关的可变运营成本的增加；2）研究和产品开发费用的增

加。 

 产品开发费用4为 450 万美元，较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280 万美元增加 60%。产品开发费用的增

加主要来源于对借款撮合技术、数据分析技术以及交易和服务平台的投资。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成本此

前列入管理费用，现分拆成单独的类别，以便更直观的体现公司对于核心技术的投资。同比数据经过重

新分类，以满足本期数据报告的要求。 

净利润和现金流 

 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下的净亏损为 390 万美元，较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1,330 万美元减

少 70%。平台上的大量成熟借款人跨过盈亏平衡线是亏损改善的主要原因。 

 非 GAAP 下的调整后所得税前利润（不包括股权激励和其他付款准备金）为 110 万美元，而

2016 年同期为亏损 1,280 万美元。 

 GAAP 下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 390 万美元，或 0.06 美元/股，而上一年同期亏损 1,520

万美元，或 0.92 美元/股。 

资产负债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 9,490 万美元，限制性资金为 1,470 万美元。第四季

度运营现金流为 1,580 万美元。上一年同期为负 880 万美元，上一季度为 710 万美元。运营现金流的增加主要

得益于交易与服务费毛收入的增长。 

                                                
2 交易与服务费毛收入是扣除获客激励前的向客户收取的交易和服务费，包括相关增值税。 
3获客激励是付给向首次借款的现金消费类借款人出资的出借人的一次性费用，帮助平台吸引优质出借人和具有较高终身价值的白名单借款人。 
4 产品开发费用包括借款交易撮合业务中产生的获取历史数据和借款人行为，以及维护、监控和管理我们的交易和服务平台的费用。我们按照 ASC 350-50“网站开

发成本”和 ASC 350-40“软件 – 内部使用软件”分别识别网站、软件和移动应用开发成本。 



 

 

2017 年全年财务数据要点 

 交易与服务费毛收入总额达 1.37 亿美元，较 2016 年的 6,790 万美元增长 102%，这得益于现金消费

类借款业务的快速增长。 

o 现金消费类借款毛收入为 8,740 万美元，较 2016 年的 980 万美元增长 795%。 

o 生活方式类借款毛收入为 4,980 万美元，较 2016 年的 5,810 万美元减少 14%。 

 净收入为 8,770 万美元（去除获客激励 3,810 万美元），较上一年的 5,590 万美元（去除获客激励

840 万美元）增长 57%。 

 运营费用总额为 1.25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加 40%。 

 服务费用为 1,370 万美元，较 2016 年减少 2%。服务费用主要涉及公司数据验证中心的员工费用，

他们提供信贷评估和账户管理服务。服务费用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数据验证中心运营效率提升和服务人

员数量减少。 

 销售和营销费用为 4,530 万美元，较上一年增加 51%。销售和营销费用的增加来自于支付给渠道合作

方的与 2017 年新增现金消费类借款的借款人相关的营销费用。我们 2017 年的总括获客成本（包括

销售和营销费用以及获客激励）为 17 美元/客。 

 管理费用为 5,410 万美元，较 2016 年增加 47%。管理费用的增加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1）与撮合

现金消费类借款有关的可变运营成本的增加，包括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支付网关费用、数据分析、

客户服务、呼叫中心及其他业务人员费用；2）250 万美元股权激励费用（去年同期为 100 万美

元）。 

 产品研发费用为 1,160 万美元，较上一年增加 35%。 

 净亏损为 3,660 万美元，2016 年净亏损 3,340 万美元。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 1.22 亿美元，或 2.48 美元/股，上一年为亏损 4,040 万美元，或 2.46

美元/股。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中包含支付给 C 轮投资者的模拟股息 8,200 万美元。如果不计

入这一调整的影响，2017 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 0.81 美元/股。 

 运营现金流为负 570 万美元，较 2016 年的负 2,670 万美元缩小。 

业绩展望 

针对监管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公司在 2018 年第一季度对借款撮合操作进行了调整。具体而言，公司在平

台上大幅减少了对新借款人的借款撮合服务，并向部分长期客户提供了一定的利率优惠。由于这些变化，公司对

增长预期做出调整，预计增速放缓和费率降低会给 2018 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带来负面影响。新的监管政策发布且

公司完成备案后，我们将努力重获高速增长并能够更好地给出全年业绩指引。 

 

关于信而富 

信而富经营着中国领先的网络借款信息中介平台，每年为上百万借款人提供借款撮合服务。利用机器学习和

专有的决策技术，信而富服务着全球最大的未经开发的消费信贷市场之一，即中国 5 亿“在央行有数据，但无信

贷记录”的爱码族（EMMA，Emerging Middle-class, Mobile Active consumers），为他们提供成本低廉的数字

信贷服务。信而富以纯平台模式经营，不承担信用风险。凭借专有的移动优先技术，信而富能够高效地为平台筛

选信用良好的消费者。信而富起初向合格消费者提供小额、短期借款，随着他们展现出良好的信用行为，逐步提

高借款审批的额度和期限。这一差异化的战略让平台得以吸引和留住终身客户价值巨大的优质消费者。信而富由



 

 

具有数十年中美消费信贷经验的王征宇博士创立，由国际化的董事会治理。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crfchina.com/。 

关于未经审计的简明财务信息的声明 

上述未经审计的财务信息为初步数据，可能调整。公司开展年末审计时可能对合并财务报表作出调整，这可

能导致上述未经审计的初步简明财务信息发生重大变化。 

安全港声明 

本公告包含前瞻性陈述，前瞻性描述的定义参见不时修订的《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21E 节。这些前瞻性

陈述遵循美国 1995 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中的“安全港”条例作出。这些陈述以使用“可能”、“将

会”、“预期”、“致力于”、“未来”、“旨在”、“计划”、“相信”、“预估”、“有望”或其他类似词

汇为特征。本公告中的管理层引语、信而富财务展望以及信而富战略和经营规划等部分包含前瞻性陈述。信而富

可能还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的报告、提交给股东的年度报告、新闻稿以及其高管、董事或员

工给予第三方的其他书面材料或口头陈述中作出前瞻性陈述。并非历史事实的陈述都属于前瞻性陈述，包括有关

信而富的信念和预期的陈述。前瞻性陈述含有内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许多因素可能导致实际结果极大地不同于任

何前瞻性陈述中所包含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信而富追求其目标和实施其战略的过程中遇到的预期之外的困

难；意想不到的发展，包括消费信贷市场的缓慢增长；市场对于信而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和接纳度的降低；维护

和强化与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关系遇到的困难；服务活动的成本可能较为高昂；消费借贷市场的竞争；中国政府的

政策；信而富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地区的一般性经济和商业状况。有关上述及其他风险的进一步信息包含在信而富

提交给 SEC 的报告中。本新闻稿及附件中包含的所有信息均为截至本新闻稿日期的现下信息。除非适用法律要

求，否则信而富没有义务更新这些信息。 

https://www.crf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