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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馅饼”还是“陷阱” 网贷前程一念间

证券时报记者 张杨

今年端午节前后，多家

P2P

平

台频频爆雷， 其中不乏上市系、国

资系背景的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

仅今年

7

月份就有近

200

家平台

爆雷，而且风暴仍在延续。 在实体

经济去杠杆的背景下，市场流动性

整体收紧，促使网贷问题平台浮出

水面。

事件之初， 先是在某些地区出

现小规模的挤兑， 导致一两家提取

现金困难。而后因为资金链问题，有

几家平台跑路。风声传出，进而引发

几十家平台的挤兑，然后跑路。

P2P

爆雷的恐慌气氛引发羊群效应，网

贷挤兑轮番上演， 多米诺骨牌的下

倒速度令人猝不及防。

在过去的几年中， 互联网金融

行业发展迅猛。在刚刚兴起的阶段，

由于有利可图、收益可观，一时间涌

现出大量的互联网金融机构， 跑马

圈地，野蛮生长。作为数字时代的新

兴产物， 互联网金融在国内的发展

并非一帆风顺， 过程中也爆发出许

多问题，以

P2P

平台倒闭潮为代表

的风险频频出现。鉴于此，国家各有

关部门也多次下发文件并采取相关

行动，整治行业乱象。而整个行业也

从兴起之初的混乱， 变得逐渐规范

起来。然而，正当大家刚开始对互联

网金融有所改观时， 当前这场史无

前例的

P2P

平台面流动性管理危

机爆发了。

当然，我们愿意相信，绝大部

分

P2P

公司创立的愿景是好的，也

希望能够好好发展。 然而事与愿

违，由于行业规范的缺失，恶性竞

争泛滥， 加之自身专业性的不足，

没有竞争实力，亦无专业投资管理

能力， 很多公司开始上演庞氏骗

局： 投资者要利息，

P2P

机构要本

金。 只要不断有新投资者加入，资

金链不断， 平台运营就能维持，甚

至不出意外，可以维持很多年。 而

一旦资金链中断，跑路就是最终的

结局。 甚至有些平台，成立之初就

是以卷钱跑路为目的，往往通过极

高的利息， 吸引老百姓手里的资

金。 由此可见，这其中存在着极高

的道德风险，投资者的资金没有任

何保障可言。 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

况下，一些公司打着互联网金融的

旗号从个人手中筹集资金，其本质

又与以往的非法集资何异？

也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

下，行业中的公司良莠不齐，不少

公司以次充好，鱼目混珠，导致了

“劣币驱逐良币”， 扰乱了正常的

市场秩序， 也阻碍了真正优质的

公司和平台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

来讲，此番

P2P

平台的爆雷，可谓

是行业发展过程中的 “阵痛”，可

以促使问题平台尽快浮出水面，

给那些真正优质的平台更健康的

发展空间，并提醒投资者分清“馅

饼”和“陷阱”，也提醒有关部门加

强行业监管与整治力度， 从而促

进正常的市场秩序的建立。 只有

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 才能最大

程度地发挥互联网金融行业优化

资源配置的优势， 引导资金有效

流动和高效使用， 使人民群众也

尝到金融创新的甜头。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网贷平台

最多的国家，这说明当前市场还处

于混战、争地盘、抢客户的状态，行

业监管和整合需求迫在眉睫。 对行

业的整治，不代表对行业发展的遏

制，更不是对创新的抹杀。 相反，唯

有制定规则， 才能规范市场环境，

让真正优质的公司在健康的环境

中蓬勃发展。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

识到，金融本身是高度依靠信用维

持的行业， 互联网金融公司也应是依

赖高信用的主体。 将金融资源在社会

上重新分配的过程， 在整个社会经济

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果抛

开信用，人人都能成立金融公司，那将

是整个国家信用体系的灾难。因此，一

家没有高信用的公司， 就没有资格从

事金融业务。未来，市场仅需要几家具

有高信用资质的公司来支撑互联网金

融平台的发展。

在这之前， 必须首先强化对互联

网金融行业的监管力度， 加速相关法

律的建立、 健全和实施， 提高行业准

入，敦促互联网金融回归其平台作用，

鼓励和支持信用程度高的大公司成

立、 运作互联网金融平台。 在此基础

上，资质差的平台被淘汰，竞争力弱的

平台被吸收合并， 具有高信用度的大

平台才能建立起来。 也只有这样，整个

行业才可能健康稳定发展， 为社会补

充融资渠道。

P2P最大问题是鱼龙混杂

陈喻

如果

P2P

平台遇到问题，资金流

紧张，你会与之共渡难关吗？ 不，坚决

不！ 小刘语重心长地说，千万不要这

么傻。

小刘是供应商的人， 因为维护系

统，常驻公司，人勤快嘴甜，和几层楼

的人都打得火热。 我们都很爱听小刘

讲

IT

男的投资故事，从比特币、区块

链再到

P2P

，他由此组织大家承包“矿

场”，差点就成功了。 就是大量采购服

务器， 在电费便宜的水电站附近代人

挖矿，只需雇一两个人看管，效益好的

时候比上班收入还高。 大家说得热闹，

后来他新交了一个女朋友，打得火热，

哪里舍得跑到深山老林里替人挖矿，

矿主计划不了了之。

作为一个

90

后， 也是在大金融行

业里工作，小刘的投资意识很强，但模

式跟周围不太一样。 第一，他不买房，因

为父母早就把婚房准备好了。 第二，他

不炒股， 就算在

2015

年股市最红火的

时候，理由“不做韭菜”。第三，对

P2P

颇

有研究，什么“孙悟空”、“小财迷”、“钱

多多”，他给一群“

70

后”、“

80

后”普及

了一波又一波，这群人张口“同业”，闭

口“监管”，对这类自由奔放的投资产品

有一种天然的隔阂感。 小刘却如鱼得

水，毕竟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本

地一家小有名气的互联网公司，集团老

大不叫董事长，也不是总经理，而是自

称“二师兄”。

从

2014

年接触

P2P

到现在， 小刘

总共踩过两次雷。 第一次，异常激动，报

案、加群、商讨、维权，像祥林嫂一样喋

喋不休地抱怨平台客服、 支付公司、幕

后推手，但至今没有拿到赔偿。 第二次

就淡定多了，只加入了

QQ

聊天群，还嫌

其他投资人太吵， 屏蔽了信息提示，定

期看看进展如何。 小刘说，在

P2P

领域，

通过司法程序维权成功的案例很少，他听

说的成功故事，大多几十万、上百万的大

户，雄赳赳、气昂昂地带着职业讨债选手

登门，必要时会有点“小手段”，但是不能

过火，因为平台创始人会报警，最为戏剧

化的一次是，创始人在谈判过程中，假借

协商资金溜了，气急败坏的大户们将办公

室剩下的的人围成一团，居然得知其中有

一人是创始人的儿子， 挟天子以令诸侯，

最终拿回了的投资。 但是散户就没有这么

幸运了，小刘说，大户只管要回自己的钱，

从来都不是见义勇为的罗宾汉。

小刘说过这样一个段子，群里有人去

一家新成立的

P2P

公司做客户经理，面试

都是高大上的金融知识， 到了入职培训，

就是了解公司有多么优秀：老板有深不可

测且不为人知的背景；公司产品收益高是

因为老板非常有钱， 愿意贴钱去开拓市

场；风控都是各大银行出身，其中不乏很

多支行行长；所有的产品都有实物抵押作

担保；客户可以通过二十多家银行进行转

账， 因为这些银行都是公司战略合作伙

伴；公司资金面充裕，主要发愁找不到好

项目，对影视基金非常有兴趣，手上有三

个项目主演都是黄渤。

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普通

投资者才会对

P2P

投资颇有误解。 近日，

多个城市

P2P

企业发生逾期、清盘，甚至

高管失联、跑路的情况，更加深了这种误

解。我一直坚信，

P2P

的存在是市场需求的

产物， 让过去在银行等传统金融体系中，

得不到信贷支持的人， 能够获得授信，实

质是社会的进步。 就连踩过两次雷的小

刘，总体也是盈利，只是现在这个圈子，龙

蛇混杂，有人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有人把

它当作捞一把就走的工具，也有人自己本

身也是负债累累，把

P2P

视为翻身的救命

稻草，这个原本“惠民”的金融行业，变成

了投机者和冒险者的天堂。 所以，加大对

这个行业的监管是大势所趋，只有杂草都

被整修之后，花朵才会长得更好。

今年以来，在金融

强监管压力之下，P2P

网贷开启行业洗牌，一

些平台频频爆雷，这告

诉我们：天上不会掉馅

饼，当资产的收益率太

过诱人时，投资人需要

慎重选择合适的投资

方向。

谁改变了P2P的初心？

证券时报记者 曹桢

2010

年，我接到一个线索，有

群众举报一家理财机构涉嫌非法

集资。 我来到了西安钟楼附近的

一栋高层， 和这家企业的西北大

区总经理座谈。 采访中了解到这

家企业的创始人是海归， 曾研究

过国外小额贷款对贫困人口的改

变，他们叫

P2P

。

后来又参加过这家公司的几次

活动。 其中有一次是在陕南山区的

扶贫献爱心活动， 我也见到了从这

家企业贷款的茶叶厂， 他们的生活

确确实实是被小额贷款改变了，我

们还在那家厂买了茶叶。 那家

P2P

叫宜信，后来，宜信发展成为中国最

大的

P2P

机构之一。

再后来，我对

P2P

这个行业的

印象就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

P2P

的

准入没有门槛， 行业的自律在当时

也不健全， 听说干

P2P

来钱快，很

多没有金融经验的人都在做。 比如

说，有一家纸箱厂的老板，本来是做

印刷生意的， 因为到

P2P

去借钱，

在了解到

P2P

的运作模式后，很快

找了个人做网站， 自己也成了

P2P

的老板。 他设立

P2P

的目的很简

单，就是为了自融，融资给自己让工

厂的资金成本降下来。

人们是很容易改变自己的初心

的。

2014

年前后，很多

P2P

公司的

老板已经换成了

85

后、

90

后，他们

满嘴的时髦词语， 讲着一些高大上

的概念， 邀请一些退休老年人来听

课，宣讲他们所谓的

P2P

理念。这些

所谓的

P2P

公司， 往往就是找人设

计了一个网站， 招几个年轻女孩来

拉老年人理财， 拉来业务则给女孩

们返提成， 至于理财来的资金去哪

里了， 业务员不知道， 只有老板知

道。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和过去的

民间理财如出一辙。 这些年轻的

P2P

老板， 既没有做实业的经验也

没有做金融的经验， 只是听说过有

人做

P2P

一夜暴富，就匆匆入行了。

再到后来， 我甚至从公安机关

获悉，有些

P2P

平台从一开始设立

就是为了跑路， 他们的一切资质都

是假的， 用高息分红来吸引人们在

网上做理财。 这种平台一般就打算

开上三五个月， 待理财的吃瓜群众

大量将资金打进去后，就关门大吉、

逃之夭夭。 甚至有

P2P

老板在自己

家的网站上贴出“老板已跑路”的嚣

张公告。

“中国人只要集体涌入一个行

业，很快就会弄坏一个行业。 ”一位

资深的金融风控专家告诉记者，

P2P

平台在今年集中闪爆并不是偶

然的。 最初阶段，做

P2P

的老板都

是精英人士， 后来行业野蛮生长时

期， 各类背景的人都嗅着金钱的气

味进来了，而这种因为“做

P2P

挣

钱快” 而入行的人， 往往都是投机

者，并没有长期坚守的准备。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前些年很

多

P2P

平台一夜之间冒出来，没有

专业人才、没有技术支撑，甚至也没

有风控系统，在匆忙上马之后，很多

P2P

平台的老板发的标都是假的，

把理财资金汇集到资金池之后，就

会产生一种错觉： 会觉得这些钱就

是自己的。这些年，

P2P

老板跑路已

经不是新闻，是每年都在发生的事，

因为小的平台抗风险能力差， 一遇

风吹草动很容易倒下。 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 目前国内的

P2P

行业已经

进入一个加速的洗牌期， 很多实力

不够、 风控手段不行的平台正在加

速离场，而这一波

P2P

大洗牌过后，

行业的集中度将会大大提高。

“潮水过后， 才能知道谁在裸

泳。 ”各个行业的发展规律，都是由

草创时期、 快速增长时期转到慢速

增长时期、平稳发展时期。 目前，国

内的

P2P

行业已经到了慢速增长时

期。 而且，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让很

多不规范的

P2P

走向了寿终正寝。

在行业专家看来，这未必是坏事。 也

只有让

P2P

行业的泡沫破灭掉，整

个行业经历过阵痛和自律， 剩下来

的

P2P

企业才能活得更好， 这样行

业也才渐渐进入一个平稳、 规范发

展的时期。

官兵/漫画

P2P诱惑了谁？

证券时报记者 梅双

这个夏天，

P2P

投资者们正在经历无比焦灼

的时刻，而

P2P

行业已然进入凛冽“寒冬”。 短短

一个多月时间，上百家

P2P

平台出现倒闭、跑路

等现象，这种“集体爆雷”模式也将

P2P

一次次推

向头条。有人质疑

P2P

是否还能投资，有人将

P2P

投资者踩雷看做“咎由自取”。 笔者也不禁要向投

资者问一句：明知风险高，你为什么还买

P2P

？

这一波

P2P

爆雷潮， 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

所幸的是， 笔者身边亲朋很少有投资

P2P

的经

历，爆雷也就无从说起。 作为曾经火爆一时，号称

高收益的投资平台，

P2P

可以说是知名度很高了。

资金门槛低、投资收益看起来不错，你为什么不选

择

P2P

？笔者总结了下，朋友们不投资

P2P

主要有

四方面原因：

第一，朋友们认为，很多

P2P

都是自融的资

金池运作平台，运作不规范，以

P2P

之名行非法

集资之实。

P2P

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中介模式，

P2P

平台仅为借贷双方提供信息流通交互、 信息价值

认定和其他促成交易完成的服务。 现在很多

P2P

平台资金没有流向真实借款人， 而是平台本身或

股东借款自用，用于平台、股东的自有企业或偿还

债务等。

第二，

P2P

大多是正规金融机构挑剩下的项

目，本身信用风险较高，踩雷的概率也就高了。 央

企大国企等较好项目一般会首先找银行借钱，

P2P

找到优质项目的概率就更低了， 甚至有的

P2P

平台虚构项目，卷款跑路。

第三，大部分人除去部分保险、银行理财、

货币基金等稳妥投资后， 可投于

P2P

的资金也

比较有限了。

第四，与其博取

P2P

的高收益，承担项目信

用风险高、平台跑路等风险，还不如投资股票市

场或者权益类基金，至少相对合规，也能有获取

高收益的机会。如此看来，在投资理财这件事上，

笔者的朋友大多是理性的稳健派，妥妥的低风险

爱好者。

P2P

近年来爆发式的增长， 说明了贷款端对

于资金的渴求，也印证了理财端需求的旺盛。为什

么大批投资者热衷买

P2P

？ 原因应该可以归结为

三方面：投资门槛低，不需要太专业的理财知识，

不需掌握宏观经济变化、 读懂财务报表和

K

线

图；资金门槛低，没有银行理财或信托等设置的投

资资金门槛，随时随地可以存钱进去，投资方便；

投资收益尚可， 目前银行理财收益率一般在

5%

左右，网贷行业平均年化收益率

10%

左右，且流动

性较好。正是基于以上种种便利，投资者忽视了或

者说选择性忽视高风险， 对自身风险判断能力明

显不足。 买

P2P

踩雷被骗的除了年龄偏大的“爸

爸妈妈” 级人群， 还有高学历高收入的所谓城市

“新中产”。

某网贷平台发布的一项

P2P

投资人群调查

显示，

2017

年，“

70

后”

P2P

投资人群数量激增，占

比由

2016

年的

21.09%

激增至

29.3%

。 “

50

后”、

“

60

后” 等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中老年人投资比

例也有所上升。 投资人样本中学历占比最多的是

本科，为

41.35%

。 另外，

P2P

投资还受到工薪阶层

的追捧，事业单位、国有单位、政府机关、协会四个

分类合计占比近半，占比最多的分类为私营企业

/

个体工商户，达

32.88%

。

“你看中它的利息，它看中你的本金”，这句话

用来形容那些盲目的投资者再适合不过。当然，买

P2P

的投资者并不是真的傻， 他们的投资行为或

跟风或激进，也许只是为了跑赢通胀。他们选择买

P2P

，也许不是相信平台，只是相信自己不会是那

个最后接盘的人。而只要还有人接盘，击鼓传花的

游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即使平台跑路， 游戏结

束，他们还抱着报警维权，挽回损失的一丝希望。

谁说这投资不是一次对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