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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获取数据来源

货 币发布周期时间范围

《你我贷2014三季度报告》是你我贷(www.niwodai.com)发布的2014年第三

季度报告。报告回顾了2014年7月至9月份以来你我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你我

贷在这段时间的运营状况和业绩。

|报告说明 www.niwodai.com

除特殊说明外,本报告

中的数据均来自你我贷

内部报表及相关统计。

本 报 告 的 时 间 跨 度 为

2014年7月1日至2014

年9月30日。

本报告中的货币单位均

为人民币(元)。

本报告为季度报告。

阅读PDF格式的电子版

报告,您可以通过访问

你我贷网站(www.niwo-

dai.com)下载获取。



业绩回顾
2014.7.1 - 20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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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季度，你我贷共收到符合条件的借

款申请 31,066  笔，最终有 7,555 笔通过审核，

借款批核金额为 674,243,550.00 元，本季度

为投资人赚取 109,285,610.10 元利息。 

2014年三季度交易数据

未核批笔数  75.68%

核批笔数     24.32%

借款核批数据统计

www.niwodai.com

2014年三季度借款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

   月份      借款金额（元） 

2014年7月       225,875,280.00

2014年8月       200,651,870.00

2014年9月       247,716,400.00 

2014三季度借款金额

   月份       借款金额（元）  

2013年7月       126,063,000.00

2013年8月       111,375,000.00 

2013年9月       117,253,500.00 

2013三季度借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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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数据统计-按地域分布

借款数据统计-按借款期限

  省份      金额（元） 金额占比

山东省 132,214,245.00   19.61%

江苏省   59,451,060.00     8.82%

安徽省   58,553,360.00     8.68%

上海市   53,704,095.00     7.97%

广西区   51,856,460.00     7.69%

江西省   42,232,500.00     6.26%

浙江省   40,058,830.00     5.94%

河北省   27,705,550.00     4.11%

其他 208,467,450.00   30.92%

合计 674,243,550.00      100.00%

  期限      金额（元） 金额占比

24个月 323,299,490.00   47.95%

36个月 274,142,890.00   40.66%

  6个月   36,891,200.00     5.47%

12个月   18,894,470.00     2.80%

  3个月   16,842,400.00     2.50%

  1个月     1,852,200.00     0.27%

   其他     2,320,900.00     0.34%

   合计 674,243,550.00     100.00%

山东  19.61%

江苏  8.82%

安徽  8.68%

上海  7.97%

广西  7.69%江西  6.26%

浙江 5.94%

河北  4.11%

其它  30.92%

36个月  40.66%

24个月   47.95%

6个月   5.47%
12个月   2.80%

3个月   2.50%
1个月   0.27%

其它    0.34%

www.niwod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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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数据统计-按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元）              金额占比

薪金贷           173,684,830.00   25.76%

商户贷           150,708,860.00   22.35%

小微贷           124,796,370.00   18.51%

嘉房贷           112,905,250.00   16.75%

车易贷             35,590,890.00     5.28%

其他             76,557,350.00   11.35%

合计           674,243,550.00           100.00%

项目                             金额（元）

累计借款金额      2,812,213,947.80 

代偿金额（90+）           45,707,528.09 

占比                                      1.63% 

风险备用金代偿金额（90+）在累计借款金额占比

薪金贷   25.76%

商户贷   22.35%小微贷   18.51%

嘉房贷   16.75%

车易贷   5.28%

其它   11.35%

风险备用金代偿金额（90+）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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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备用金代偿金额（90+）
3.18%

项目                             金额（元）

累计回收金额       1,437,039,401.47  

代偿金额（90+）              45,707,528.09

占比                                       3.18%

风险备用金代偿金额（90+）与已回收金额对比

各阶段风险备用金代偿金额分析

项目 　　　　　　　  金额（元）

代偿金额(1~30)          8,616,541.27

代偿金额(31~90)        11,407,235.75 

代偿金额(90+)        45,707,528.09 

合计                       65,731,305.11 

风险备用金代偿金额（1~30）
13.01%

风险备用金代偿金额（31~90）
17.45%

风险备用金代偿金额（90+）
6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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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保证金帐户余额

     季度                              季末余额

2014年一季度                 5,815,902.15 

2014年二季度                 9,315,988.61 

2014年三季度               11,950,392.13 

风险保证及风险备用金代偿对比

      季度          期次风险保证金       当期保证金增长       当期代偿      

2014年一季度 7,761,509.22  7,756,650.00        9,702,257.07 

2014年二季度 5,815,902.15  8,616,560.00        5,116,473.54 

2014年三季度 9,315,988.61         10,668,340.00        8,033,936.48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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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财有道全新上线，新增合约期限 3 个月及 6 个月，同原

有的 12 个月合约期限互补，形成更灵活的投资期限选择，且

预期年化率最高可达 14% ，令投资者更为从容地按照自己的

需求进行投资。登陆你我贷官网，即可进行在线投标，嘉财有

道下设“有道 A 计划”，预期年化净收益率 8% - 9%，合约期

限短至 3 个月，适合短线投资者；“有道 B 计划”，预期年化净

嘉财有道 全新来袭
收益率 10% - 11%，合约期限为 6 个月；“有道 C 计划”，预

期年化净收益率高达 12% -14%，合约期限为 12 个月。三种

投资计划最低 2000 元即可加入，每个工作日上午 10:00 准时

发售。嘉财有道通过收集优质标的，采用分散投资的原则，最

大化降低逾期风险，并全部加入 100% 本金保障计划，让投资

人投后无忧。

|新产品开发

www.niwod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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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版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嘉财有道：嘉财有道投资，最高预期年化收益率 14% ；

借款申请：快速申请借款，无需担保，无需抵押；

快速还款：查询还款期次，快速还款；

发布借款：快速发布净值贷；

申请记录：借款申请记录查询、借款资料完善；

体验优化：交互界面和视觉效果全面改版，更加简单易用。

你我贷手机客户端自发布以来，通过不断完善功能和提升使用体验，为用户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投融资服务，受到广大用户

的一致好评。目前手机客户端 3.0 版已正式发布，新增嘉财有道投资和借款申请功能，并对整体的交互界面和视觉体验进行了

重新设计，功能和体验都更上一层楼。

你我贷手机客户端3.0版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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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贷动态

7 月 18 日，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四届一次会议举行，你我贷作为

信息服务行业协会理事单位应邀出席本届一次会议，会议中，你我贷总裁严

定贵再次当选为上海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理事，你我贷也连任理事单位。

2013 年 3 月，嘉银金融你我贷当选为上海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理事单位，

在一年多的发展中，你我贷积极参与行业协会组织的各类活动，并同行业协

会保持密切深入的沟通和及时全面的信息分享，为促进协会的发展做出了应

尽的贡献，亦在本次四届一次会议中再次当选理事单位。

你我贷连任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理事单位

7 月 15 日，你我贷联手江苏大学荧光小组，走进河

南省舞阳县孟寨镇，共同举办“爱在舞阳，真情陪伴”公

益支教活动。带着嘉银伙伴捐赠的图书、体育用品和大家

浓浓的爱意，14 名志愿者走进孟寨中学，与孩子们一起

度过难忘的“暑假”时光。

时隔 5 个月，我们再出发。点燃孩子们的读书梦想，

支教行动在延续。2 所学校，100 多个孩子，14 名志愿者，

15 天时间，3000 位嘉银人的爱心，共同汇聚起舞阳支教

公益活动的点点滴滴。15 天的课程，从英语、历史、地理课，

到音乐、舞蹈、手工课，再到科普、心理、急救课，丰富

的课程，多彩的课堂，每一节课都显得格外珍贵。

“爱在舞阳，真情陪伴”公益支教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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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下午，由嘉银金融你我贷承办的“上海现

代服务业联合会自贸区金融创新论坛”在上海自贸区隆重

举行。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嘉银金融总裁

严定贵、宏源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易欢欢与德勤中国管理委

员会委员合伙人蒋颖在现场分别做了主旨演讲。结合本次

大会“金融创新”的主题，严定贵从互联网金融及新金融

对传统金融的改变等角度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严定贵讲

到，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需要进行金融创新的主要

原因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金融效率并没有提高，反倒因

为长期的金融管制和金融压抑，造成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能力在不断降低，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益和所有制缺陷等

方面的问题都已经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希望利用现代化的

互联网工具和金融改革来改善这样的现状。”

嘉银金融承办“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自贸区金融
创新论坛” 总裁严定贵发表主题演讲

www.niwodai.com

       2014 年 7 月 26 日，上海你我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嘉银金融旗下平台）与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就风

险准备金专户及服务合作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相关协议。

在与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风险准备金专户协议

中，双方约定，“你我贷”将根据借款人不同的风险等级

从其收取的每笔服务费中计提一定比例的资金，并在借款

人借款成功时将其暂时冻结作为风险准备金，将之托管于

“你我贷”在光大银行开立的专户账户中，且中国光大银

行上海分行每月将向“你我贷”出具一份独立的托管报告，

并由“你我贷”定期进行披露和公示，如果投资人在“你

我贷”平台的出借资金出现逾期，风险准备金将启动对投

资人进行相应的垫付，即当借款人（债务人）的逾期还款

你我贷携手光大 达成风险准备金托管协议

超过 30 日时，方可能从 " 风险备用金账户 " 资金中抽取

相应资金偿付出借人（债权人）逾期应收金额。鉴于目前

国内 P2P 行业发展过程中，资金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

注，寻求资金托管渠道已成为 P2P 公司发展中的新要求。

在本次成功签订风险准备金的专户协议后，“你我贷”还

将继续与银行探讨未来网络平台资金由商业银行进行托管

的可能。“你我贷”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合作的达成，将

进一步增强“你我贷”平台的安全性，保障广大投资人的

权益，也将对整个 P2P 行业的发展和自律起到促进作用。 

目前，“你我贷”与光大银行正在就 P2P 平台的全账户资

金托管问题进行积极的磋商，以争取尽快落地。



7 月 31 日，第三届中国供应链金融峰会在上海举办。

来自国内供应链核心企业、国内中小贸易企业、国内外银

行、国际金融机构、物流企业、平台软件提供商等领域百

余名专家及企业家们出席论坛。本届供应链金融峰会，以

“探寻供应链金融的平衡点”为主题，就中国供应链金融

的现状及趋势、供应链与上海自贸区的有机结合、金融产

品创新与风险控制、互联网供应链金融跨境电子商务及贸

易以及贸易结算与清算等热点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你我贷

副总裁刘瑶受邀参与本次论坛并发表“P2P 推动供应链金

融发展”的主题演讲。刘瑶以你我贷为例介绍了基于应收

账款的供应链融资、基于订单及库存的供应链融资和基于

中小企业可操作的项目融资等模式，此外还介绍了你我贷

拥有的“小微贷、商户贷、净值贷、车易贷、POS 贷”等

借贷服务，以及如何在供应链环节更好的帮助小微企业主。

副总裁刘瑶出席中国供应链金融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www.niwodai.com

7 月 31 日下午，由上海市浦东新区创业投资协会、

张江高科技园区、清科集团等多方联合主办的投资界沙龙

第 136 期在上海隆重举行，会场座无虚席，上海市浦东新

区相关领导出席了本次沙龙并发表致辞。作为浦东新区有

代表性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你我贷受邀参加了本次沙龙，

总裁严定贵先生发表了“互联网金融的速度和激情”的主

题演讲。严定贵总裁从第三方支付、余额宝、P2P 的一系

列数据引出了互联网金融的速度和激情，并谈到了金融变

革的趋势，指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将会形成新的生态圈，

主要体现为商业金融化、金融去中介化、金融服务解构与

非标产品标准化和金融生态圈之争。

总裁严定贵受邀参加投资界沙龙第并做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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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贷正式加入上海市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协

会 , 上海市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协会经市公安局和

市民政局批准成立，主管部门是上海市公安局，

协会目前担负着构建上海市信息安全联动机制、

信息安全领域的产品测评、安全信息发布、安全

体系评估、等级保护制度具体实施和相关安全人

员培训、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等工作，对于企

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起桥梁和纽带作用。

你我贷正式加入上海市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协会

2014 上海互联网大会于 8 月 16 日在上海举行，大

会由上海最大的门户网站上海滩网主办，上海市信息服

务业行业协会指导、腾讯、360、复旦软件园等多家协

会和公司协办，本着“创新、融合、发展”的理念对业

界热门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你我贷副总裁刘瑶受邀发表

主题演讲，演讲围绕着“金融撞上互联网”展开，阐述

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而产生的颠覆性变化，互

联网思维完成了金融与互联网的产业串联，让缺钱的人

和有钱的人资金直接对接。

副总裁刘瑶受邀参加上海互联网大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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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指导，中国互

联网协会主办的 2014（第十三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于 8 月 26 日 -28 

日在北京举行。两百余位全球科技和业界精英齐聚北京，总裁严定贵

受邀出席 2014 中国互联网大会并做主题演讲。大会主题围绕“创造

无限机会——打造新时代经济引擎”，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可穿

戴设备、智能电视、智能交通、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 &O2O 等 

20 余个热点论坛将轮番上演，涵盖政策解读、高端领袖对话、企业实

战经验分享等诸多板块。你我贷总裁严定贵受邀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做

主题演讲。严定贵阐述了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颠覆性，“互联网企业更

多地以客户为中心，所有的业务我们围绕客户来进行。”

总裁严定贵受邀参加中国互联网大会并做主题演讲

        由《21 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 2014 年资产管理年会

于 8 月 22 日在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隆重召开，你我

贷荣获重量级奖项——第七届“金贝奖”2014 优秀 P2P 

借贷服务平台机构。此次“你我贷”从入围的多家 P2P 平

台中脱颖而出，经过 5 月参评，6 月初评，7 月由专家级

学术研究机构复评，最终获得奖项，再次证明了其在 P2P 

行业中的翘楚地位。你我贷总裁严定贵和副总裁刘瑶受邀

出席了此次年会 , 副总裁刘瑶在颁奖晚宴上领取了奖项。

本届金贝奖评选聘请业内权威人士担任金贝奖评选顾问团

你我贷荣获“金贝奖”2014优秀 P2P 借贷服务平台机构
总裁严定贵受邀参加P2P 专场研讨会 

队，并联合《21 世纪经济报道》上百万精英读者，通过

投票聚焦资产管理行业中的从业机构。

在中国资产管理年会 P2P 专场研讨会上，你我贷总

裁严定贵受邀参加，并在主题为“N 条红线下的 P2P 如

何健康发展”圆桌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话主持由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担任，广东金融学院

院长陆磊做主题演讲，并邀请了国内知名平台的大佬们共

同参与圆桌讨论、解惑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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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也是“嘉人”相知相伴的

时刻。嘉银已经走过过了三载时光，为了感谢投资人的

一路相随，见证了嘉银的成长。在 9月5日中秋节前夕，“嘉

银金融三周年庆暨中秋客户答谢会”在上海地标性建筑

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近两百五十位 客户受

邀参加了答谢会，真挚的谢意令投资者满意而归。

上海大学 MBA 中心副主任、GFMBA 执行总监孟添

带来了《房地产形势分析与交流》演讲，另一位主讲嘉

宾则是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刘胜军，阐述了 P2P 行业对

于控制的手段及必要性，获得了众多投资人的认可。

       今年也正是嘉银金融成立三周年的日子，总裁严定贵

与副总裁刘瑶切下了蛋糕、注满香槟塔，共同举杯庆祝

中秋共聚 感谢感恩
 ——“嘉银金融三周年庆暨中秋客户答谢会”隆重举行

“2014 两岸互联网发展论坛”由中国互联网协会、

台湾网、台北市电脑公会、台湾网络暨电子商务产业发

展协会等主办，于 9 月 9 日在台北开幕。大会旨在为两

岸经济发展提供助力，促进两岸产业间的融合与交流合

作，在主题为“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分论坛上，总裁严

定贵分享了他对互联网信贷行业如何变革以及其中蕴含

的商业机会的几点想法。对两岸的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业

者来说，严定贵认为应该把握当下时机，充分利用对于

互联网金融的解构能力和风险控制的能力以及判断，去

切入这个市场。

总裁严定贵受邀参加2014 两岸互联网发展论坛
并发表主题演讲

嘉银的三岁生日。随后，嘉银金融总裁严定贵致辞，他

感谢众多投资人从 2011 年公司成立伊始便给予的极大支

持，希望可以举办更多的活动与投资人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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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金融工作委员会指导，司马

钱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办的 2014 年互联网金融平台竞

争力评估与区域合作发展策略研讨会于 9 月 19 日在佛山

举行。研讨会公布了互联网金融平台竞争力评估结果，在

全国范围 P2P 平台竞争力评估中，你我贷实力出众，荣

获“互联网金融优秀平台”称号。你我贷副总裁刘瑶出席

了会议并上台领奖。互联网金融平台竞争力评估是针对 

P2P 平台、众筹与互联网金融门户评估结果的首次公开发

布，共同见证中国互联网金融平台成长，检验其运营实践

综合能力。 

此次竞争力评估涉及全国范围 P2P 平台，分别从内

容公信力、功能竞争力、风险控制力和平台发展潜力等多

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你我贷荣获“互联网金融优秀平台”称号

2014 中国系统架构师大会于 9 月 17-19 日在北京盛

大开幕。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架构师豪门盛会，本届中

国系统架构师大会以“发现架构之美”为主题，探讨最

具前瞻性的行业趋势与技术热点，分享架构在企业中的

最佳实践，共同领略架构之美。CTO 冯炯受邀参加并发

表主题演讲，冯炯介绍到，你我贷成立于 2011 年 6 月，

截止到目前已经 3 年多时间，对于 P2P 平台说，是一个

相当长的时间，3 年已经形成了数据的闭环，对于公司的

发展非常重要。

CTO 冯炯参加2014中国系统架构师大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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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由和讯网联合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

协会主办的上海网络信贷服务业白皮书发布暨网贷行业

创新巡展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在“传统金融高管对话

创新金融 CEO ”的圆桌论坛上，会议主持人复旦大学

陈杨波与上海银行总行新型机构部副总经理陆伟军、你

我贷总裁严定贵等进行了圆桌讨论。总裁严定贵认为，

银行现在一定要进入，除非银行未来只做批发业务。而

中国围绕消费金融还有巨大的息差，如果现在不进入这

个行业，仅仅只是通过传统的卖广告、卖电子商务利润

很低。大型互联网企业进金融互联网金融行业主要是因

为互联网金融有巨大的市场，对金融行业来说，互联网

也是未来的潮流和趋势，银行也必须要适应这个趋势。

你我贷受邀参加 2014 上海网络信贷服务业白皮书
发布会总裁严定贵出席并做圆桌对话

你我贷投资者见面会于 9 月 20 日在北京举行。周六

的午后，初秋的阳光惬意地晒在北京三里屯的会所里，就

在这样美好温馨的氛围里，邀请的几十位投资者如约而至，

你我贷总裁严定贵及 CTO 冯炯也早早地来到现场和投资

人见面。严总解读了你我贷的未来发展路径，更与投资人

面对面进行坦诚的交流，回答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总裁严

定贵致辞，他感谢众多投资人从 2011 年公司成立伊始便

给予的极大支持，并详尽讲述了公司战略、未来发展等方

面的规划，让投资人更深入地了解你我贷。

       在互动环节，投资人接连同总裁严定贵、CTO 冯炯

对话，围绕风控保障、技术安全、产品细分等话题展开。

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解释和解答，投资人纷纷

表示你我贷稳健、诚信，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投资平台。

全国投资者见面会北京站 总裁严定贵与投资人交流互动

能够边喝咖啡边同总裁现场对话，在如此轻松的氛围中了

解自己的投资动态和 P2P 行业的趋势，度过了一个愉快

的周末午后，期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投资人互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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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给广大用户营造更加优

质的投资氛围，你我贷于 2014 年 9 月 5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正式推出免费提现服务。活动期间

在进行提现操作时，平台将不再收取任何费用。因客户

端的更新需要较长的审核期，在使用客户端申请提现

时，如仍显示收取提现费的字样，请不用担心，实际在

提现过程中不会收取任何提现费用，客户可在提现后进

入账户中心核实。推出此项活动的目的即是为了保证所

有选择你我贷的用户们，能在更好的投资环境里获得稳

定收益。

你我贷推出免费提现服务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的严格评审，你

我贷（www .niwodai.com ）获评为“AA 级信用企业”。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是由商务部、工信部、国

资委核准的权威信用评级机构。“AA 级信用企业”是监

管部门对你我贷公信力的高度认可。

本次对你我贷的企业信用级别评定中，中国互联网

协会企业信用评价中心依据严格的企业评估标准，履行

规范的评估流程，对你我贷进行了多项指标评定，包括

企业综合素质、财务状况、管理水平、竞争力、社会信

用记录等方面。经过综合指标评价和深入考察，决定授

予你我贷“AA 级信用企业”证书。中国互联网协会信

用评价中心自 2008 年开展工作以来，至今已有百度、

腾讯、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网、携程、艺龙和红孩

子等近 300 家国内知名企业获得 A 级（良好）以上信用

等级。

你我贷获评为“AA 级信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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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 -26 日，由山东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主办

的“2014 中国（青岛）互联网金融峰会”在青岛召开。

大会还邀请了多位上海地区的行业人士及领导参加，来

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费方域、上海市信

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娟等一行出席了本次大会并

做发言交流。本次峰会的主题是“自律、监管、普惠、发展”，

来自国内政商学界精英围绕互联网金融的机遇与挑战、

运营与安全、自律与监管等热点话题，展开系列交流和

对话。你我贷副总裁刘瑶受邀参加本次峰会，并就互联

网金融的 O2O 模式创新发表演讲。

副总裁刘瑶受邀参加2014中国(青岛)互联网金融峰会
并发表主题演讲

9 月 24 日，你我贷总裁严定贵受上海金融学院之邀，

来到校园为师生进行了一场主题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

商业机遇与风险”的演讲。本次活动由上海金融学院研

究处处长张学森博士主持，殷林森副教授等各院系师生

参加了讲座。严定贵向在座师生讲述，传统的金融机构

是需要改变的，目前包括大陆、台湾的传统金融，其网

点布局、征信的方式以及交易的流程，显而易见是比较

传统的，而且效率低下，难以适应互联网，尤其是移动

互联网带来的冲击。

严定贵同时表示大学生是极具创造力，对社会发展

趋势嗅觉敏锐、有理想、敢打拼的群体。互联网金融在

当下，是互联网产业和金融产业的共同发展趋势。金融

类专业的大学生，要善于利用自身对金融了解的优势，

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勇于创新、乘互联网金融发展的

东风，实现人生价值。

你我贷走进上海金融学院 严定贵讲述互联网金融的
机遇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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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2014 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与发展论坛

在深圳举行。活动以理性与规范、跨界与融合为主题，

一系列主题演讲、高端对话轮番上演，参与者包括中国

互联网金融领域最顶尖行业领袖、专家学者等，中国银

监会创新监管部主任王岩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

所所长助理杨涛，阿里小微金融服务 CEO 袁雷鸣，你

我贷副总裁刘瑶等出席会议并发表观点。论坛以高效整

合资源实现创新商业模式为切入点，深层次探讨了互联

网金融的核心竞争力话题。你我贷副总裁刘瑶在平行论

坛“互联网理财的未来”中阐述了对目前互联网金融发

展的一些看法。

副总裁刘瑶受邀参加2014 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与发
展论坛并发表观点

        9 月 26 日，由融资中国联手 CCTV 证券资讯频道、

南方日报共同举办的“融资中国 2014 互联网金融峰会”

在北京举行，本次大会推出 2014 互联网金融年度大奖的

评选结果，旨在表彰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大放异彩者，让

普惠金融的阳光触手可及。在大奖评选中你我贷荣获

你我贷荣获“融资中国·2014 互联网金融年度 P2P 平台奖”

“2014 互联网金融年度 P2P 平台奖”。《融资中国》是中

国第一本专注企业融资、一二级市场投资领域金融事件

深度分析、案例报道的高端金融杂志，本次为你我贷颁

发年度大奖是作为具有公信力的媒体对你我贷品牌的认

可与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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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成为互联网金融的实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