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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风险大排查将启动 囊括互金私募第三方理财

排查为期3个月；央行称各部门、各地区已基本摸清互金风险底数，正积极推动《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出台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昨日，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

议

13

个成员单位召开

2017

年防范和

处置非法集资法律政策宣讲座谈会。

据联席会议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持续对非法集资行为形成高

压打击态势，联席会议办公室将会同

有关部门于今年

5

月至

7

月组织各

省（区、市）政府开展涉嫌非法集资风

险专项排查活动，对投资咨询、财富

管理、第三方理财、担保等投融资中

介机构，网络借贷平台、第三方支付、

众筹平台等互联网金融行业企业，私

募股权投资、电子商务、租赁、房地

产、地方交易场所等行业企业及关联

企业，各类涉农互助合作组织、养老

机构、民办院校等重点领域、主体，开

展一次全面风险排查。

互金非法集资四特点

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2016

年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来

看， 当前互联网金融领域利用

P2P

平台进行非法集资问题突出、 网络

众筹领域非法集资骗局增多、 网络

私募基金进行非法集资活动频发、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乱象频现。

互联网金融领域非法集资的主

要特点和风险隐患方面， 一是非法

集资专业化及 “泛理财化” 趋势明

显。打着“经济新业态”、“金融创新”

等幌子，以具体项目、债权标的、担

保物为依托，业务流程、合同文本专

业规范，噱头更新颖、迷惑性更强，

使投资者辨别难度加大。

二是线上线下结合， 大肆宣传

推销。非法集资新型手法不断出现，

常通过网上宣传与网下推广相结

合，一些不法企业为显示“实力”，租

用高档写字楼办公， 让投资者知晓

的业务宣传活动从公开化、 半公开

化向“地下”活动转移，利用亲戚、朋

友相互之间的信用进行传递、扩散。

三是涉案方“多头在外”躲避监

管打击。近年来，国内不法分子纷纷

仿效国外非法货币盈利模式包装，

采取藏身境外、 租用境外网络集资

平台开服务器、 将涉案资金转移至

境外等方式躲避监管部门打击。

四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存在 “跑

路”风险。央行相关负责人特别强调，

目前，除少数排位比较靠前、口碑较

好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实现盈利，其他

大部分支付公司处于亏损运营状态。

第三方支付机构存在巨大的资金沉

淀，容易被挪用于投资，影响客户资

金结算安全。 一旦发现风向不对，第

三方支付机构就可能携款潜逃。

值得注意的是，联席会议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

P2P

网络借贷

领域非法集资案件增速回落，随着互

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的不断

深入，整体风险水平逐步下降。但是，

经过前期野蛮增长，存量风险积累较

大，非法自融、设立资金池、非法挪用

资金等违规经营问题突出，

P2P

网络

借贷领域风险化解尚需时日。

互金风险底数已摸清

2016

年，央行、银监会、证监会

等

16

个部门开展互联网金融专项

整治活动。 活动的一大重点任务就

是排查及处理一些打着 “互联网金

融”旗号、从事非法集资的行为。

据央行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

各部门、 各地区已基本摸清互联网

金融风险底数， 正稳妥有序开展清

理整顿工作。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

整治不改变、 不替代非法集资现行

处置制度安排， 对于在专项整治过

程中发现的通过互联网开展的非法

集资活动， 由各地移交处置非法集

资工作机构进行查处。

另据了解， 为规范民间融资市

场主体，拓宽合法融资渠道，央行正

积极推动《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

出台， 目前该条例已由法制办公开

征求社会意见， 央行正配合法制办

开展社会意见的研究论证工作。《处

置非法集资条例》 送审稿已征求地

方和部门意见， 法制办会同银监会

正在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该《条

例》 旨在赋予地方人民政府对非法

集资活动的行政查处权力， 使非法

集资法律界定清晰化、 职责分工法

定化、查处主体特定化，实现对非法

集资全链条、穿透式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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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现场检查近千家私募 违法机构集团化经营露头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昨日， 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

议在京召开。

证监会打非局副局长刘云峰在发

言中表示， 当前私募基金领域存在非

法增信、非法集资特征突出、违法机构

集团化经营等特点， 证监会作为成员

单位，通过风险监测、检查执法、投资

者教育等措施， 坚决防范证券期货行

业非法集资风险， 将非法集资风险消

灭在萌芽状态。

据介绍， 证监会牵头股权众筹风

险专项整治工作， 重点对互联网股权

融资平台及平台融资者非法集资、非

法公开发行股票等行为进行集中整

治。开展私募基金风险排查。目前已对

近千家私募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共

作出行政处罚

8

家， 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161

家， 立案稽查或者将违法线索

移送公安机关或地方政府

62

家，基金

业协会启动失联公示程序

270

余家。

私募非法集资三大特点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活动，排查非

法集资风险，一直以来都是证券期货基

金经营机构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

证监会通过风险排查和现场检查等手

段发现了多起私募基金涉嫌非法集资

的风险事件，涉案规模从几千万元到数

十亿元不等，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浙

江、湖北、深圳等地区。

刘云峰表示，目前，证券期货基

金经营机构的非法集资风险隐患较

小，但私募基金领域存在一定风险隐

患。 私募基金涉嫌非法集资风险事件

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是滥用登记

备案信息非法增信。 不法机构利用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身份，故意夸大歪

曲宣传，误导投资者，借助合法经营

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 二是非

法集资特征突出。 存在承诺保本保收

益，甚至是高额回报；向不特定对象

宣传推介；投资门槛低，期限错配，募

新还旧；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投资者

人数限制等问题。 三是违法机构集团

化经营。 集团内部互联网金融、

P2P

、

众筹、小贷、私募基金等业务相互交

织，单从私募基金业务本身难以看穿

其非法集资本质， 违法行为隐蔽性、

风险传递性更加突出。

证监会加强风险排查

刘云峰表示， 证监会不断健全

完善法规制度， 规范经营机构的经

营行为， 加强风险排查和投资者教

育工作。

制度方面，证监会陆续出台了《期

货市场客户开户管理规定》、《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

理暂行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 以及相关操作指引等规

章制度， 为证券期货行业防范和监测

非法集资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风险防范及处置机制方面，证监会

加强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日常监管，持

续督导各证监局落实辖区监管责任制；

统筹各方监管力量组织开展资产管理、

互联网金融和“两个加强 两个遏制”回

头看等多项检查组合拳；下发了《关于

加强私募基金日常监管和风险防范工

作的通知》、《私募基金监管协作工作指

引》等工作制度，强化私募基金行业风

险监测，提高行业风险和问题的发现处

理能力；加强私募基金行业自律管理。

中信信托去年

人均创利582万

证券时报记者 杨卓卿

信托行业龙头中信信托今日公布其

2016

年年报。

年报显示，截至

2016

年末，中信信托

全口径资产管理规模为

1.76

万亿元， 同比

增长

27%

， 连续

10

年位居中国信托业第

一。其中，信托本部管理资产规模

1.42

万亿

元，同比增长

39%

；通过中信信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中信聚信（北京）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中信信惠国际资本有限公司等专业

子公司开展的资产管理业务规模

3634

亿

元；净利润

31.22

亿元，人均创利

582

万元。

中信信托相关人士表示，公司信托业务的

委托客户账户超

14

万个， 机构客户户均资产

达

1.16

亿元，个人客户户均资产达

300

万元。

年报显示， 中信信托上一年度信托业

务实现大规模增长， 新增信托项目

1280

个，新增信托项目规模

7866.41

亿元，非主

动管理类占比

70.13%

。 其中，基础产业规

模占总规模的比例为

25.2%

， 金融机构占

比

16.91%

，实业占比

12.83%

，房地产类占

比

10.56%

，证券市场占比

4.17%

，其他类

占比

30.33%

。 在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中，

集合类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7.5%

、

单一类

5.91%

、财产管理类

6.64%

。

据透露，截至

2016

年底，中信信托家族

信托的客户已逾

650

位，受托资产规模约人

民币

60

亿元，均位居行业前列。 家族信托未

来将成为公司长期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之一。

另据透露，

2016

年中信信托信贷资产

证券化业务规模累计突破

2300

亿元。

三家合资保险公司

增资获保监会批准

证券时报记者 陈冬生

保监会官网最新公开信息显示， 中荷

人寿、 德华安顾人寿和复星保德信人寿三

家保险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已获批。

具体而言，中荷人寿注册资本从

19.5

亿

元变更为

23.5

亿元；德华安顾人寿注册资本

从

6

亿元变更为

12

亿元； 复星保德信人寿

注册资本从

13

亿元变更为

26.621

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 险企增资背后多出于

“偿二代”要求与业务未来发展的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获准增资的三家

保险公司都是合资保险公司。 中荷人寿的

股东分别是北京银行和法国巴黎保险集

团； 德华安顾人寿股东包括山东国有资产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德国安顾保险集团和

德国安顾人寿； 复星保德信人寿股东是复

星集团和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

A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