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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旨在规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行为，维护参与网络借贷

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建立客观、公平、透明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

业务活动环境，促进网络借贷行业健康发展。 

我司依据《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将公司 2017年信息披

露情况做出如下说明： 

 

报告主体：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范围：2017年 1月 1日-2017年 12月 31 日。考虑到披露信息的连续性和可比性，

部分信息内容在披露时间上向前或向后适当延伸。 

编写原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内容范畴：《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具体要求。 

信息来源：公司文件、统计报告及所属单位部门履责情况汇总和统计。所有信息内容

均经过公司管理层、主管部门和所属单位部门审核。 

报告获取：您可上公司网站（www.my089.com）信息披露专栏自行下载或致电 1010-1089

索取纸质版报告。（本公司对信息披露内容进行书面留存，并自披露之日

起保存五年以上；信息披露公告文稿和相关备查文件已报送其工商登记注

册地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并置备于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住所供社会公众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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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承诺函 

 

本公司承诺积极配合国家政策指引，接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及其派出机构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信息披露按照《中国银监

会办公厅关于印发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

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发布，承诺遵

守法律法规且内容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有效，请广大用户监督。 

 

 

                 

                法定代表人签字：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01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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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一）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备案信息 

指标名称 内容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备案登记信息 正在办理 

相应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信息 粤 B2-20130472 

资金存管信息 已同厦门国际银行签订资金存管合作协议 

公安机关核发的网站备案图标及编号 需在金融办备案后申请核发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风险管理信息 见附件 1 

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信息 公安部信息安全三级等级备案以及国家信息中心信

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具备三级安全保护能力 

 

（二）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组织信息 

1. 工商信息 

指标名称 内容 

从业机构中文名称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从业机构简称 红岭创投 

从业机构编码 914403005627980859 

注册资本(万元) 6000 

实缴资本(万元) 6000 

注册具体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益田路 1006号益田创新科技园 19栋

13层 

从业机构主经营地具体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益田路 1006号益田创新科技园 19栋

13层 

成立时间 200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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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 自 2010-09-17 起至 2020-09-17止 

经营状态 开业（存续） 

法定代表人 周世平 

实际控制人 周世平 

董事 周世平、项旭、陆斌、朱健、罗骏、张睿杰、林春骏、颜泽启、

林海滨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监事：林家怡、韦刚、殷勇、李军、薛娜娜 

总裁：项旭 

副总裁：陆斌、张旭明、徐国杰、林海滨、颜泽启 

经营范围 从事网上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济信息咨询、

网上提供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投资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

目）；计算机软件系统开发与销售、网络技术服务；企业形象

策划；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

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信息服务业务（仅限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2.股东信息 

股东类别 股东全称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职务 

法人 周世平 41.20 私人控股 红岭创投董事长 

自然人 胡玉芳 13.09 私人控股 红岭创投董事长办公

室部门总经理 

自然人 张宇 5.00 私人控股 蓝海投资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董事长 

 

3. 组织架构及从业人员概况 

（一）组织架构图 

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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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业人员概况 

指标名称 填报内容 

从业机构人员数量 759 

从业机构正式人员数量 756 

 

4.分支机构工商信息 

见附件 3。 

 

5.官方渠道信息 

官方渠道 填报内容 

平台地址 https://www.my089.com/ 

APP 应用 红岭创投 

微信公众号 红岭创投 

微信服务号 红岭创投平台 

微博 红岭创投 

 

（三）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审核信息 

暂无。 

 

 

 

 

 

https://www.my08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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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信息 

 

指标名称 填报内容 

交易总额(万元) 31,798,209.14 

交易总笔数(笔) 9,260,157 

投资总笔数(笔) 55,370,077 

待偿金额(万元) 1,737,483.03 

待还笔数（笔） 290,968 

融资人总数(人) 118,534 

投资人总数(人) 442,614 

最大 10 户投资余额占比 0.24% 

最大单户投资余额占比 0.03% 

关联关系借款余额 0 

关联关系借款笔数 0 

逾期金额(万元) 3,392.34 

逾期项目数 3,538 

逾期 90 天（不含）金额 3,346.98 

逾期 90 天（不含）笔数 3,524 

累计逾期代偿金额 19,398.93 

累计逾期代偿笔数 1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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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提现费用：每次提现金额允许范围为 100 元-100 万元；小于等于 5 万的提

现按每笔 5 元收费，大于 5 万的提现系统将自动按 5 万拆分成多笔计算收

费，同一帐户每天提现总额无限制。 

转让费用：（1）债权持有 30天（含）以内，转让服务费率为转让本金的

2%；（2）债权持有超过 30 天且在 90 天（含），转让服务费率为转让本金

的 1%；（3）债权持有超过 90天，转让服务费率为转让本金的 0.5%； 

VIP 费用：网站注册会员可申请成为 VIP 会员，费用每年

180 元。VIP 会员可以享受网站专属客服服务、自动

投标、债权转让、红币兑换等增值服务和权利。 

投资服务费：级别积分投资服务费比例按 V1 收取投资收益 10%；V2 收取投

资收益 8%；V3 收取投资收益 5%；V4 收取投资收益 2%；V5 收取投资收益 0%

计算。 

 

 

项目信息 

发标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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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信息 

 
重大事项 说明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申请破产 无 

公司依法进入破产程序 无 

公司被责令停业、整顿、关闭 无 

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

或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处罚 

无 

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涉嫌违法违纪被有权机关

调查，或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处罚，或被采取强制措施 

无 

公司主要或者全部业务陷入停顿 无 

存在欺诈、损害出借人利益等其他影响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经营活动的重大事项 

无 

 

注：公司重大事项会于发生之日起 48 小时内将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可能产生的影响和采取

的措施向公众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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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咨询投诉渠道信息 

 

指标名称 填报内容 

咨询、投诉、举报联系电话 1010-1089 

联系方式(传真) 0755-82038849 

联系方式(邮箱) online@my089.com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益田创新科技园 19

栋 13层 

 

 

其他信息 

 

  本公司在官方网站（https://www.my089.com）信息披露专栏上定期

以公告形式向公众披露其年度报告、相关法律法规及网络借贷有关监管规

定，方便监督机构及用户及时查看。 

  

mailto:online@my08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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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红岭创投风险管理体系介绍 

 

红岭创投自 2009 年 3 月平台正式上线以来，坚持每笔信贷项目按照

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资产保全和资产处置五道标准化全流程

风险把控；近几年，引进了具有多年银行风控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士构建了

信贷项目风险评价系统，逐渐形成了全面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具体管理

流程如下： 

1、贷前调查 

根据《红岭创投授信工作尽职暂行规定》和《红岭创投授信、贷前调

查管理暂行办法》，坚持分公司贷款责任人首问终身负责制，由各地分公

司对项目进行初始筛选、现场尽调，完成尽调报告后提交至分公司贷款审

查委员会集体决议，形成一致同意意见后，上报总部信贷审批部门。 

2、贷中审查 

总部信贷审批部门根据《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对公授信业

务申报、审查、审批流程管理细则》，由信审人员对每笔信贷项目从经营、

财务、押品、担保、用途、还款来源等方面对借款人进行全方位审查及风

险评级，符合我司评级准备要求的上报审批中心进行审议。经审批中心集

体审议通过的项目，由总部贷款审查委员会委员（简称“审贷会”）进行

最后的投票表决，确定项目最终融资批复方案。对于审贷会通过的项目，

总部法律合规部和风险管理部根据《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对公

业务出账流程操作指引》办理相关的合同签署、抵/质押手续、法律/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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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后，通过我司线上平台进行发标放款。 

3、贷后检查 

风险管理部按照《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贷后管理办法》和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对公信贷业务贷后管理操作手册》，对

每笔信贷项目实行总分公司“双轨制”管理，每月以“现场+非现场”形

式动态监控项目贷后还本付息情况及风险预警事项，提前三个月预测到期

项目本息还款情况，对于有逾期风险的项目，通过核查现金流、监控还款

来源、有效资产梳理等方式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必要时现场驻点跟进，做

好催收跟进及诉讼准备工作。 

4、资产保全 

对于达到诉讼介入标准的逾期项目，按照《红岭创投问题资产介入管

理办法》迅速移交资产保全部进入诉讼保全阶段，采用以诉促谈、以诉促

还等方法，确保信贷资产安全。近年来，我司不断摸索不良资产化解思路

及方法，并逐步形成了适应我司发展需要的处置模式。目前存量不良项目

处置方面，我司主要采取包片专人驻点催收、追加或置换担保物、诉讼保

全、以物抵债、债权转让等清收手段，以上手段灵活组合采用，现阶段我

司贷款清收成果显著。 

5、资产处置 

在推进上述清收手段的同时，我司也积极探索和开展与第三方的合作

处置。通过与优质房地产公司、金融机构、其他上市公司和国企等有实力

公司的合作，盘活或转让不良项目。目前，我司已与五洲国际、黑龙江建

工、麒龙集团、广厦集团、中美能源、恒大集团、云南物流等公司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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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协议，在开展项目融资、资产运营、项目管理和不良处置等开展

全面合作，借助专业处置力量和多种处置手段，扩大清收处置力度、化解

问题资产风险。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数笔不良贷款已通过第三方

介入完整收回。 

我司信贷业务简要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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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红岭创投组织架构 

 

 

 

 

 

 



序号 分支机构全称 所在地 成立时间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投诉电话 员工人数

1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 2014.06.09 蔡中跃 023-63300696 023-63300696 11

2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 2014.09.10 徐晓冰 025-52808567 025-52808567 32

3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 2014.09.12 佘大旺 0551-65971783 0551-65971783 23

4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云南 2014.11.20 刘颖 0871-65531133 0871-65531133 10

5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 2014.12.29 李亚 0371-89913371 0371-89913371 24

6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 2015.01.08 李星 0731-88624410 0731-88624410 16

7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东 2015.03.27 李金忠 0755-88694555 0755-88694555 30

8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 2015.04.08 李全林 0531-81691755 0531-81691755 21

9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 2015.04.15 顾宏伟 0571-58123921 0571-58123921 14

10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 2015.05.06 武红先 0512-66968096 0512-66968096 20

11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 2015.05.08 颜泽启 027-87253678 027-87253678 19

12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陕西 2015.06.09 张胜利 029-62976916 029-62976916 16

13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福建 2015.07.18 林海滨 0592-5979738 0592-5979738 24

14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辽宁 2015.07.28 王振宇 0411-39745566 0411-39745566 7

15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山东 2015.09.08 王建勇 0532-55725866 0532-55725866 17

16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广东 2015.09.29 海洋 0756-3368238 0756-3368238 15

17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贵州 2015.10.16 袁园 0851-85555858 0851-85555858 33

18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 2015.10.18 易新福 028-61152296 028-61152296 14

19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江西 2015.10.26 钟林军 0797-5167097 0797-5167097 14

20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福建 2016.10.08 洪榕 0591-87839906 0591-87839906 8

21 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东 2016.11.16 许永锦 020-37277159 020-37277159 8

附件三：红岭创投分支机构工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