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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贷者亲历记：8家贷款公司如何让我累计负债百万
证券时报记者 云中燕
网络贷款究竟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助手，还
是高利贷在互联网时代的变种？
为了还掉 4 年前做生意亏掉的 14 万元贷
款，没有收入来源的王素芬（
化名）开了 8 道“
口
—用借贷行业的行话说，就是向 8 个平台
子”——
借了钱，以贷养贷。
4 年来，她累计借了 76 万元，累计应还本
息 109 万元。此前欠下 14 万元，如今却欠着 58
万元。
去年 12 月以来，央行及银监会和地方金融
办对现金贷及网贷进行整顿， 最新监管要求综
合贷款利息不得超过 36%。 王素芬发现，手上
不少合同中的实际利息超过了 36%，于是她开
始追讨权益、结清贷款，一些平台比较配合，但
也有的平台“
很硬”。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底整顿以来，网贷平台
（
P2P）、持有网贷牌照小贷公司已在治理之中，
但是，仍有一些金融中介却游离于监管之外。

“
信用贷款了解一下，免抵押，额度 20 万，
当天放款，月息 6 厘……”
相信不少人接到过类似的贷款推销电话。
对方往往语速极快，在你挂断电话之前，他们就
已经讲完了主要信息。脑子转得快的人，已经推
算出这笔贷款的年利率为 7.2%，这似乎和银行
信用贷款差不多，手续还十分简便，甚至不用查
询征信。如果手头恰好资金紧张的人，或许会因
此心动。 然而，很多人伸手之后，发现要想回头
就难了。
王素芬的贷款遭遇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4
年前，她找贷款公司借了 14 万元开了一家服装
店，因为经营不佳，本钱很快亏完了。 在每个月
分期还款日的前几天，短信、电话、微信都会一
一提醒她要准时还款，否则征信记录将受影响。
由于没有收入来源，她开始以贷养贷，但她怎么
样都没想到，这是一条不归路，钱越欠越多，到
现在还有 58 万元还未还清。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查看王素芬的贷
款合同发现，和她签订借款合同的对象，有小贷
公司——
—例如深圳赫美、亚联财、浩森，也有网
贷平台（
P2P），更多的是贷款中介，它们帮王素
芬从小额贷款公司、P2P、银行拿到了贷款。 另
一类公司最神通广大， 他们在合同中承诺帮助
王素芬从 P2P、 网络小贷以及特定借款人等多
个来源匹配借款。完全不懂金融门道的王素芬，
不看合同前根本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 还以
为中介就是资金方。

王素芬最早对贷款利息是没有概念的，看
到每月分期只有几百元到几千元， 并没有感觉
到压力。 可是她发现自己的债务越还越多的时
候，感觉到不对劲了。
王素芬与贷款机构签订的合同中， 按月利
率乘以 12， 算出的年化利息在 7.56%～23.64%
之间，用民间借贷标准来看属于正常范围。在还
款方式上， 这些贷款机构多数在合同里给出了
对应的计算公式，看起来十分透明。
对于缺乏金融知识和验算能力的王素芬，
演算过程不重要，只要能快点拿到钱，再遵照贷
款公司客服说的， 按照合同里填写的分期还款
数字每月按时还钱就行。殊不知，借款人实际承
担的借款成本要比名义利率高出许多， 这正是
导致王素芬钱越还越多的原因。
以在某大型平台上的借款为例， 王素芬借
款金额 13 万元，合同年化利息 8.4%，分 36 期
还。如果按照名义利率来算，用等额本息计算器
可算出每月分期偿还额应该是 4097.76 元，但
是，王素芬实际每个月偿还额却是 6177.76 元。
按每月名义利率还款与实际还款额之间相
差了 2080 元——
—账单显示，这是一笔“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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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王素芬手中并无 2080 元的费用合同，她
致电客服后得到的解释： 这是平台服务费用和
购买还款履约责任险的保险费。
影响月供金额的因素，除了各种费用之外，
还有计息方式。银行的信用贷款，一般采用等额
本金或等额本息的方式计算分期还款额， 但在
小贷和网贷公司里， 常用的是等本等息的算
法——
—这也是利息最高的一种。
等本等息”，即每一
业内人士介绍，所谓的“
期还款＝（
贷款本金×贷款月利率×贷款期数＋贷
款本金）÷贷款期数。 这种算法之所以无形中产
生了高息， 是因为它不考虑分期还款中已经还
掉的本金部分， 而是一直用初始的贷款本金收
取利息（
费用的收取也是如此），造成后期的借
款实际成本飚升， 平均年化利率高于其他计算
方式。 比如，借款 10 万元，月综合成本率 2.3%，
分 12 期还款， 借款人还最后一个月的实际利
率=（
10×2.3%）÷(10÷12)=27.6%， 该月利率折算
成年利率就高达 331.2%。
于是，在过去 4 年，王素芬在不知不觉中背
负了高额利息。她在 8 个平台上以贷养贷，累计
含
借入 76 万元，累计产生应还本息 109 万元（
利息 33 万元）。 此前欠下 14 万元，如今却欠着
58 万元。

王素芬第一次接触小额贷款之后， 贷款电
话就像热线一样打了进来。 “
当时感觉，一伸手
就能借到钱。 ”王素芬回忆。
在人行征信系统里，王素芬有超过 20 次信
用卡逾期记录， 在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的次
数超过 10 次，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贷款公司到她
这里推销贷款。“
这些公司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
那些风控措施？ ”王素芬自己也纳闷。 在屏蔽了
很多骚扰电话后， 现在她手机上每天仍然能接
到 4、5 个推销贷款的电话。
放贷市场竞争的结果是网贷平台在业务上
的“
创新”。 记者从一份名为“
同行贷”的宣传资
料中看到，只要在同行借过款，借款日期距离本
次申请小于 3 个月，且满足无逾期等条件，该公
司就可以帮客户从 20 家消费金融公司贷到款，
月息 0.99%～1.28%。
近一两年，随着王素芬的贷款“
口子”越拉
越多，钱开始没那么好借了。有小贷公司员工帮

王素芬出主意：只要支付一笔手续费，就能帮她
在另一个平台上借到钱。
关于规范
2017 年 12 月监管部门发布的 《
整顿“
现金贷”业务的通知》（
即 141 号文）要求，
各类机构应当遵守“
了解你的客户”原则，不得
以任何方式诱致借款人过度举债， 陷入债务陷
阱；不得向无收入来源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各类
机构应坚持审慎经营原则， 全面考虑信用记录
缺失、多头借款、欺诈等因素对贷款质量可能造
成的影响。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了解你的客户”却成
为部分从业人员牟利的机会。 一些小贷公司员
工，因为了解各家平台的风控规则和漏洞，把急
用钱或还不起贷款的客户转介绍到其他平台，
从中收取介绍费。

去年 12 月 8 日，原银监会网贷整治办下发
的 《
关于印发小额贷款公司网络小额贷款业务
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即 56 号文）中
指出， 以利率和各种费用形式对借款人收取的
所有借款成本与贷款本金的比例计算为综合实
际利率，并折算为年化形式，应符合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间借贷的规定。
广东省华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熊勇律师对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表示，按照最高人民法
院 《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年利率在 24%
以下的，受法律保护；网贷利率超过 24%法律
不予保护；超过 36%的部分视为无效约定。
按照 56 号文对“
综合实际利率”的定义，利
息、费用和保险费等实际借款成本都应纳入。王
素芬在上述平台上 13 万借款， 预扣初期费用
3900 元后实收 12.61 万元， 按照 6177.76 元的
月供推算，综合实际利率折合成年化达 41.5%。
实际借款成本远高于名义利率的现象并非
少数。 王素芬在 8 家贷款机构每月支付的利息
加上各种费用， 按照等额本息的方法推算综合
实际利率，每一家都超过了 36%。
除了综合利率超出最高法院相关规定，这
些平台中还有存在“
砍头息”（
预扣利息）、手续
费、保证金的行为，也是网贷整治办在 56 号文
中提出要严加排查的情况。 56 号文此前要求，
各地工作小组要将摸底排查情况于今年 1 月底报

告网贷整治办，今年 3 月完成对各类机构分类处置。
“
去年以来， 监管部门针对网络小贷和 P2P
的排查和整治，正是要对这些乱象出手。 ”一位网
贷行业观察人士认为， 王素芬的一些遭遇属于监
管部门要整顿清理的范围。
网贷之家首席研究员马骏认为， 根据最高法
对民间借贷的规定，超过 24%的部分不受法律保
护，超过 36%的部分无效。 但并不是说不能执行，
要看合同双方意愿。当前网贷面临严监管，小贷公
司一些做法现在看来可能是违规，但并未违法。
不管怎样，网贷行业整顿的鼓点急促，王素芬
似乎看到了上岸的曙光。

141 号文和 56 号文都明确了对网络借贷业
务最新监管尺度。文件明确提出，要将利率和各种
费用形式纳入综合资金成本， 综合资金成本应符
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规定； 助贷机构不
得向借款人收取息费；不得预扣利息、手续费等。
“
这些规定对网络贷款利率畸高等乱象带来
了有效遏制， 今年网络贷款市场的借款利率开始
出现下行。 ”深圳一位网贷观察人士对记者表示。
但是， 上述文件并没有明确从清理整顿走向
规范经营的时间表， 尤其是对于 2017 年 12 月之
前不符合新监管要求的存量合同该如何化解，没
有做出统一要求；另外，对违规网贷的整改措施和
验收进展，尚未向社会公众公开。
今年 4 月，深圳市政府金融办下发的《
关于开
展我市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小额贷款业务分类处
置及验收工作的通知》中表示，根据前期摸底排查
情况，深圳市已开业的 128 家小额贷款公司中，共
有 13 家小额贷款公司通过互联网开展小贷业务。
《
通知》要求对 13 家小额贷公司互联网小额
贷款业务进行分类处置及验收。 王素芬借过的浩
森小贷、赫美小贷、亚联财小贷等公司名列其中。
根据通知，这些公司需于 4 月 20 日之前提交
验收申请， 深圳市金融办根据 141 号文、56 号文
对其进行验收。验收未通过的公司，给一年的整改
期，整改期内贷款额同比不得增加。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本次验收针对的是小贷
公司互联网小贷业务， 这类机构持有相关金融牌
照，受到银监部门和地方金融办监管，经营相对谨
慎。 而真正搅动市场的，是频繁进行电话呼出、涉
嫌虚假宣传和诱导借款人的中介公司。

网络借贷的名义利息一般不高，例如前海吉
信互联网金服的资金来自杭州银行， 合同月息
0.63%，且按贷款余额计息，年息仅 7.56%。 但是，
加上一次性收取贷款本金 2%的手续费、 每月收
取贷款本金 2.3%的管理费（
或咨询费），这笔几款
费用综合起来，实际年化利率超过 45%。
那么， 这些中间费用是如何产生的， 要交给
谁？ 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 P2P 平台上的借贷，合同一
般涉及四个角色：借款人、网贷平台（
P2P）、出借
人（
一般是个人）、保险公司。中间费用会给到网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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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和保险公司。
第二中情况， 其他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合同通
常涉及三个角色，即借款人、XX 金服（
金融中介或
者助贷）、出借人（
个人、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
或银行）。 中间费用给了能招揽客户的金融中介。
第三种情况是，借贷活动由系列合同组成，除
了借款人和出借人两方之外， 金融中介通过对接
其他中介、P2P 或者特定放贷人， 完成业务撮合。
这种情况收费的环节更多。
上述三种模式下，中介公司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一种模式以 P2P 为中介，信息披露较为充分，正
在实施监管备案，透明和合规是发展趋势；但第二
种和第三种模式里的中介，面孔就十分模糊。
这些中介公司， 或是在电话营销时只讲名义
利息，不按国家要求披露实际年化利率；或是在签
名义利息+咨询费或管理费”的模
订合同时采用“
式， 导致多数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借入并承担了
高额成本； 或是与银行、P2P 等形成委托代理关
系，成为资金的二道贩子。
这类中介名称中常有“
金融服务”二字，营业
范围常常是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
包业务，提供金融中介服务，信息咨询等。 它们作
为金融机构服务的第三方外包公司， 不需要牌照
经营，难以纳入金融监管。
“
这类咨询公司超出了我们的监管范围，现有
监管办法对它们还没有太多约束手段。 ”一位不愿
意透露姓名的网贷监管部门人士告诉记者。
当前，互联网金融正处于整顿期，P2P 平台也
通过备案纳入监管， 小贷公司和互联网小贷受到
了更严格的牌照管理。 但对于金融中介，除了要遵
守工商行政管理和广告法之外，并无监管部门。
业内人士表示， 去年 12 月发布的 141 号文、
号文对这类服务中介的监管已有所涉及，
比如
56
排查第三方机构是否向借款人收取息费。 未来，这
类公司是否会面临更严格的监管，还有待观察。

熊勇对记者表示，根据最高法规定，民间借贷
中，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超过部分的
利息约定无效； 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
超过年利率 36%部分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据了解，王素芬在亲友的支持下，开始向各个
网贷平台追讨自己被多收的利息。 通过与前述一
家大型平台沟通之后， 对方同意在每月收取的
—免除这笔费用之
2080 元费用中免除掉 400 元——
后，算下来，年化利率刚好在 36%以内。 此外，经过
深圳市金融办协调，浩森、亚联财两家小贷公司同
意王素芬按年化 36%结清合同， 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将贷款结清。 其他 5 家平台还在沟通之中。
目前，网络贷款正处于清理整顿关键期，各家
平台息事宁人的意愿较强， 这个背景加快了王素
芬沟通的进展。
据了解， 与网贷公司的沟通也不都是一帆风
顺的， 也有的平台寸步不让。 如果没有精确的计
算，有策略且合理地讨要，也不会得到响应。 这些
平台对借款人的方针是“
不告不理”。
对于王素芬的遭遇，一位法律界人士说，王素
芬从一个普通网络借贷者走向以贷养贷的道路，除
了自身缺乏自我控制和风险意识外，也是不法网贷
公司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推销的受害者。 这类乱象
如果不能加以遏制，将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