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公司鱼龙混杂 民间“草台”机构风险重重

本报记者 高改芳

P2P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第三方理财公司……顶着高大上的像金融机构一样的名头，民间金融公司长势凶猛，如上海陆家嘴地区粗略估计进驻上千家民间“金融机构” 。 他们或者销售自己开发的理财产品，或者代销各类金融机构发行的产品，从银行理财产品到各类保险不一而足。 同时，风险事件频频出现，其中相当部分“草台”机构带有庞氏集资

的特征。 专家认为，理财乱象带来的风险值得警惕，目前金融监管需要进一步完善。

理财公司泛滥

“您好XX先生，我们是上海XX投资基金的。 我们现在有一款收益12%的产品您感兴趣吗……”相信不少人都接到过这样的“理财”电话，有时候甚至一天要接到好几个。

一位在P2P公司工作过的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整体而言，包括P2P公司在内的很多第三方理财公司，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不高。 不少营销人员都是高中、大专毕业，甚至连基本的金融知识都没有，但职务都是“投资顾问” 、“理财经理” 。

“给陌生人打电话销售理财产品，没有什么捷径。 可能打给一百个人只有一个人肯听你说。 打一千个，只有一个开口跟你说；打一万个可能才有一个人去你公司咨询。 加上运气，主要还是量。 ”上述人士这样总结道。 由于有高额的销售提成，这些年轻的“投资顾问”们整天对着从不同渠道买来的电话名单，不厌其烦地拨号。

作为金融界的资深律师，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黄开军介绍，在上海陆家嘴地区，这个金融机构聚集的地方，粗略估计也同样进驻上千家民间“金融机构” 。 这些民间机构主要的销售手段就是电话推销。

黄律师介绍，甚至有投资者就是被这些中介机构的电话销售误导，在不清楚产品的运作模式和风险的情况下就贸然开始投资所谓无风险、高收益产品。

除了电话营销，居民信箱里也塞满了各种理财产品的广告传单。 不少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还在居民区、超市等地设立实体店，重点瞄准中老年客户。

上述理财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设立实体店能够增加客户信任，也更容易募集资金。他们更喜欢老年客户是因为老年人手中有闲钱又有时间，基本不问产品的风险在哪里，容易被高额利息吸引。有时候销售人员送个小礼品就能获得老人的信任。 而且理财公司很了解老年人怕孤独的心理。 他们或是邀请老年人参加理财公司组织的酒会、免费外出

旅游、农家乐等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理财公司的业务员会向其推销产品。 他们有时并不了解所售的产品，但向投资者强调保本保息。

江西省有关部门对此总结，这类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公司属于一般性中介服务类企业，不属于金融机构，不能面向公众开展存贷款业务、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理财业务、私募投资、保险销售等金融业务。 但是，部分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公司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超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直接或间接违规开展金融业务，诱发非法集资

风险：有的向社会公众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有的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委托理财业务；有的虚假宣传，冒用金融机构名义发行理财产品、基金或股票；有的承诺向投资者支付固定回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用于发放贷款；还有部分不法分子披着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的合法外衣，编造虚假的融资项目，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进行集资诈骗犯罪

活动。

高收益“神话”风险重重

这些理财公司募集资金后，除非企业主一开始就有携款潜逃的恶意，否则这些资金是应当借给有真实资金需求的实体企业的。

据网贷之家、盈灿咨询的数据，2013年7月，整个网贷行业的综合收益率达到26.35%的最高点，而到了2015年8月，这一数据为12.98%，收益率水平在25个月里跌了超过一半。

尽管如此，投资者端高达12.98%的成本，实体企业需要付出15%以上的利息才能拿到网贷平台的贷款。 在经济下行、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能够负担如此高资金成本的企业可谓凤毛麟角。 一位企业主介绍，他的公司主要从事工业用仪器仪表的生产和销售。 企业的确缺钱，但企业能承受的最高资金成本是年息10%。

一位P2P网贷平台的相关人士介绍，为了能支付投资者的高额利息，不少P2P平台都是资金池模式。有些P2P平台把募集的资金投放到任意高收益领域：当银行揽储压力大时，P2P平台就把资金借给银行，博取短期高收益；也有P2P平台和当地的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合作，成了民间高利贷链条上的一环；当股市火爆时，就做配资，把钱借给炒股的人。 有些P2P平台甚至直

接把募集的资金投到股市里。 因此，这轮股市下跌并没有像有些P2P平台宣传的那样，资金从股市挪到了P2P平台。 相反，股市大幅震荡导致部分P2P平台资金到期无法兑付。 据统计，从8月4日到9月1日，大约有44家P2P网贷公司倒闭、跑路、停业。

在目前的利率环境下，10%以上的固定收益并不容易实现。中国证券报记者拿到的一张宣传页上显示，一款名为“XX宝”的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10%-13%，投资人总数超过18万人。 黄开军律师介绍，这款号称“日进日出” ，“年华收益13%”的“理财产品”主要通过授权服务机构、网络平台，甚至一些银行网点进行销售，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资本。 但实质上，其发行者

是一个现货交易所，并无发售理财产品的资质。 类似产品在销售环节，销售人员有意放大收益，弱化风险，将其包装成保本付息的固定收益产品。 而一般的投资者缺乏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也很少考察其投资行为的实质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有些投资者接到销售电话后就通过网上进行投资了，甚至连一张理财协议都没有。 等到现在血本无归时，想维权都很困难。 ”黄开军律师说。

另外，有一家国内较大的民营投资公司透露，计划新开上千家的销售“销售点” ，并试图将其打造、包装成类似银行支行的形式，利用这个平台销售自身设立的理财产品的同时也销售其他公司设立的理财产品。 如果这种模式真的得以实现，那么一般的投资者将更容易被误导，从而难以客观判断理财产品的风险。

而投资者通过第三方理财公司理财，最终血本无归时，维权之路也很漫长。 中国证券报去年12月独家披露，北京杜女士所投的有限合伙私募基金公司中投汇富（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投汇富”）已无法按时兑付投资者本金、收益。 至今该事件仍处在立案调查收集证据的阶段。 投资者收回本金的希望渺茫。

监管归属亟待厘清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发生兑付风险的理财产品中基本都有第三方理财公司的身影：要么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借金融机构之名私下销售第三方理财公司的产品；要么是金融机构失察，让资质不够的第三方理财公司做了投资顾问；还有些银行充当了第三方理财公司所发行理财产品的托管行而受到牵连……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产业资本在不断进入金融领域，发行各自的所谓理财产品，募集资金。例如，有电器销售者提供从3个月以下到12个月以上的各档理财产品，收益率从7.6%到8%不等，而且大字注明“本息保障” 。 经营有线电视网络也推出“网络金融” ，意欲打造的电视支付平台和金融服务平台。 这些实业企业在各自的产业领域或许是领头羊，但进入大众理

财的金融领域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风险还需要观察。

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些并不是金融机构但却从事金融活动的第三方理财公司的法律法规。 但随着第三方理财公司的风险不断出现，各地已经开始重视其中的问题。

四川、江西等地监管部门先后发布关于整顿投(融 )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严厉打击非法投 (融)资行为的通告。 称这些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的上述行为严重影响正常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严重损害投资人利益，已经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甚至触犯刑法，政府部门将坚决打击。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第三方理财机构的乱象值得各方关注。 “你去任何一个城市随便走走，基本上路边都会有XX投资公司、XX财富管理公司，门面近乎银行的高仿，门口公告牌上都是固定收益理财广告，比如1个月6%，3个月9%，1年12%等。 这个现象要引起重视，其中相当部分带有庞氏集资的特征，引发

更多社会问题的风险很高。 ”鲁政委说。

业内专家认为，在这些理财机构中，绝大部分并未取得从事金融业务的许可，接下来就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机构该由谁来监管?其信息披露应当做到怎样的程度，才可以避免其欺诈投资人？ 这些没有金融许可的机构和金融机构合作应当遵循怎样的程序，责权如何界定？

当前各类理财的现实运作似乎呈现如下状态:对未经许可开展金融活动的机构，无人加以制止，而对正规金融机构却存在“刚兑”的强烈期望；没有资质的机构从事金融业务不受监管，金融机构销售产品时却被要求面签、录音、录像；没有资质的理财公司遇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要么一走了之，要么破产后资不抵债，投资者血本无归，讨债无主投诉无门。而代销过第

三方理财公司产品的金融机构，甚至只要有一丝牵连的金融机构都会被投资者上门维权……这加剧目前理财市场的混乱。 对于投资者教育、金融市场的有序公平竞争都是不利的。

鲁政委认为，理财乱象表明目前金融监管需要完善。目前的金融监管部门基本上是对发了证的机构才管，对跨界产品的监管归属不明，很多时候陷于无人过问，甚至监管标准不一致，由此进一步生成了额外的风险。“是否可以向工商部门学习，未经许可的机构不得从事相关业务。 ”鲁政委说，“如果不明确责任，不出重拳整治，将来会有很多到期无法支付本息的机

构。 由此所造成的风险，值得高度关注。 ”

A05

■ 责编：侯志红 美编：苏振 电话：

010－63070410 E-mail:zbs@zzb.com.cn

■ 2015年

10

月

15

日 星期四

机构天下

I

nstitutional� Investors

网贷问题平台增多

□本报记者 高改芳

P2P行业目前仍处在高成长期， 问题平台

层出不穷。

来自网贷之家的数据，2015年9月底正常

运营平台为2417家，环比上升5.87%。 其中，新

上线平台数量为189家，新增问题平台55家。 截

至2015年9月底， 累计问题平台达到1031家，

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3448家（含问

题平台）。

但是今年以来P2P跑路平台已经达到600

多家。对于问题平台，监管机构相关人士表示并

不知情，也不掌握问题平台的真实数据等信息。

交易量上升

网贷之家的数据显示，2015年9月P2P网贷

行业整体成交量达1151.92亿元， 环比8月上升

18.19%，首次单月突破千亿成交量大关，是去

年同期的4.39倍。 随着网贷行业成交量的大幅

度增长， 历史累计成交量已经达到9787亿元。

从近两个月成交量数据来看， 网贷行业成交量

均以超过18%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

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 宽松的货币政策持

续推行。9月，平台增资潮继续火热。P2P垂直搜

索平台投之家获得Pre-A轮融资； 团贷网联合

其股东九鼎投资、 久奕投资完成了对融金所的

战略控股； 互联网金融平台理财范公司注册资

本增资至1.16亿元；上海P2P平台永利宝获得金

额为1亿元人民币的B轮融资； 浙江P2P平台微

贷网完成1.5亿元B轮融资。

总体来说，伴随着政策利好的支持，网贷

人气进一步的攀升，P2P网贷行业成交量有望

继续增长。 2015年1-9月累计成交量达到

5957.83亿元， 按照今年以来网贷成交量月均

复合增长率， 预计2015年全年成交量或突破1

万亿元。

从各省市P2P网贷成交情况来看。 经济发

展居前的北京、广东、浙江、上海和江苏的网贷

成交量仍位居前五位， 分别达366.55亿元、

354.40亿元、140.18亿元、129.23亿元和28.76亿

元，环比8月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升。 其他省

市中云南、 吉林和甘肃9月网贷成交量涨幅均

超100%，涨幅巨大；新疆、湖南、黑龙江和河北

9月网贷成交量均超20%以上的涨幅，其中新疆

涨幅达到49.84%；除北京、广东、浙江、上海和

江苏五省市外，9月网贷成交量突破10亿元的

省市还有山东、重庆、四川和湖北。

“跑路” 平台占比高

随着前几个月问题平台大幅度的爆发，9

月问题平台与8月相比继续出现下降态势，但

是与历史同期相比，55家问题平台仍然处于较

高水平。

从问题平台的分布来看，山东省以16家问

题平台的数量排名第一位， 与8月11家问题平

台相比再次出现上升的发展态势。 另外，广东、

上海、 浙江三个省市分别有7家、5家、4家问题

平台。

从问题平台事件类型上看，9月跑路类型平

台占比仍然高达64.15%。 其中有9家平台上线时

间不足1个月即跑路，属于典型的恶意诈骗平台。

9月问题平台类型中，提现困难、停业类问题平台

分别位列第二、 第三位， 占比分别为22.64%、

11.32%，其中提现困难相比8月占比有所回升，表

明9月部分正常运营的因为经营不规范或是经营

困难导致提现困难的比例又有所回升。 而停业平

台占比仍然超过10%表明中小平台的生存压力

十分巨大， 一旦经营不善极有可能因此而停业。

另外，9月问题平台平均运营时间达7.5个月， 较8

月问题平台运营时间有所上升。

以网贷平台数量居全国之首的广东省为

例，9月共爆出7家问题平台。从问题平台的类型

看仍然以跑路平台居多，共有4家。9月初深圳平

台国湘资本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经

侦介入，待还金额高达3.4亿元。 而同月部分平

台也被经侦介入调查， 这一系列动作被认为是

监管层对于P2P网贷行业秩序整顿的开始。

另外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2015年问题平

台涉及的投资人数约为13.3万人， 涉及贷款余

额为77.1亿元。

监管归属亟待厘清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

止发生兑付风险的理财产品中基本都有第三

方理财公司的身影：要么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借金融机构之名私下销售第三方理财公司的

产品；要么是金融机构失察，让资质不够的第

三方理财公司做了投资顾问；还有些银行充当

了第三方理财公司所发行理财产品的托管行

而受到牵连……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产业资本在

不断进入金融领域， 发行各自的所谓理财产

品，募集资金。 例如，有电器销售者提供从3个

月以下到12个月以上的各档理财产品，收益率

从7.6%到8%不等， 而且大字注明 “本息保

障” 。 经营有线电视网络也推出“网络金融” ，

意欲打造的电视支付平台和金融服务平台。这

些实业企业在各自的产业领域或许是领头羊，

但进入大众理财的金融领域是否能够有效地

控制风险还需要观察。

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些并不是金融机构但

却从事金融活动的第三方理财公司的法律法

规。 但随着第三方理财公司的风险不断出现，

各地已经开始重视其中的问题。

四川、江西等地监管部门先后发布关于整

顿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严厉打击非法

投(融)资行为的通告。称这些投（融）资理财信

息咨询类公司的上述行为严重影响正常金融

秩序和社会稳定，严重损害投资人利益，已经

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甚至触犯刑法，政府部门

将坚决打击。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华福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鲁政委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第

三方理财机构的乱象值得各方关注。“你去任

何一个城市随便走走，基本上路边都会有XX

投资公司、XX财富管理公司， 门面近乎银行

的高仿， 门口公告牌上都是固定收益理财广

告，比如1个月6%，3个月9%，1年12%等。这个

现象要引起重视， 其中相当部分带有庞氏集

资的特征，引发更多社会问题的风险很高。 ”

鲁政委说。

业内专家认为，在这些理财机构中，绝大

部分并未取得从事金融业务的许可， 接下来

就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机构该由谁来监管?

其信息披露应当做到怎样的程度， 才可以避

免其欺诈投资人？ 这些没有金融许可的机构

和金融机构合作应当遵循怎样的程序， 责权

如何界定？

当前各类理财的现实运作似乎呈现如下

状态：对未经许可开展金融活动的机构，无人

加以制止，而对正规金融机构却存在“刚兑”

的强烈期望； 没有资质的机构从事金融业务

不受监管， 金融机构销售产品时却被要求面

签、录音、录像；没有资质的理财公司遇到资

金链断裂的问题要么一走了之， 要么破产后

资不抵债，投资者血本无归，讨债无主投诉无

门。 而代销过第三方理财公司产品的金融机

构， 甚至只要有一丝牵连的金融机构都会被

投资者上门维权……这加剧目前理财市场的

混乱。 对于投资者教育、金融市场的有序公平

竞争都是不利的。

鲁政委认为， 理财乱象表明目前金融监

管需要完善。 目前的金融监管部门基本上是

对发了证的机构才管， 对跨界产品的监管归

属不明，很多时候陷于无人过问，甚至监管标

准不一致， 由此进一步生成了额外的风险。

“是否可以向工商部门学习，未经许可的机构

不得从事相关业务。 ” 鲁政委说，“如果不明

确责任，不出重拳整治，将来会有很多到期无

法支付本息的机构。 由此所造成的风险，值得

高度关注。 ”

理财公司鱼龙混杂 民间“草台” 机构风险重重

□本报记者 高改芳

P2P公司、资产管理公司、

投资咨询公司、 第三方理财公

司……顶着高大上的像金融机

构一样的名头， 民间金融公司

来势凶猛， 如上海陆家嘴地区

粗略估计进驻上千家民间 “金

融机构” 。他们或者销售自己开

发的理财产品， 或者代销各类

金融机构发行的产品， 从银行

理财产品到各类保险不一而

足。 同时，风险事件频频出现，

其中相当部分“草台” 机构带

有庞氏集资的特征。 专家认为，

理财乱象带来的风险值得警

惕， 目前金融监管需要进一步

完善。

理财公司泛滥

“您好XX先生，我们是上海XX投资基金

的。我们现在有一款收益12%的产品您感兴趣

吗……” 相信不少人都接到过这样的“理财”

电话，有时候甚至一天要接到好几个。

一位在P2P公司工作过的人士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整体而言，包括P2P公司在内的

很多第三方理财公司， 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不

高。不少营销人员都是高中、大专毕业，甚至连

基本的金融知识都没有，但职务都是“投资顾

问” 、“理财经理” 。

“给陌生人打电话销售理财产品，没有什

么捷径。可能打给一百个人只有一个人肯听你

说。打一千个，只有一个开口跟你说；打一万个

可能才有一个人去你公司咨询。 加上运气，主

要还是量。 ” 上述人士这样总结道。 由于有高

额的销售提成，这些年轻的“投资顾问” 们整

天对着从不同渠道买来的电话名单，不厌其烦

地拨号。

作为金融界的资深律师， 北京大成 （上

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黄开军介绍，在上

海陆家嘴地区， 这个金融机构聚集的地方，粗

略估计也同样进驻上千家民间 “金融机构” 。

这些民间机构主要的销售手段就是电话推销。

黄律师介绍，甚至有投资者就是被这些中

介机构的电话销售误导，在不清楚产品的运作

模式和风险的情况下就贸然开始投资所谓无

风险、高收益产品。

除了电话营销，居民信箱里也塞满了各种

理财产品的广告传单。 不少投（融）资理财信

息咨询类公司还在居民区、超市等地设立实体

店，重点瞄准中老年客户。

上述理财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设立实体店能够增加客户信任，也更

容易募集资金。 他们更喜欢老年客户是因为

老年人手中有闲钱又有时间， 基本不问产品

的风险在哪里，容易被高额利息吸引。 有时候

销售人员送个小礼品就能获得老人的信任。

而且理财公司很了解老年人怕孤独的心理。

他们或是邀请老年人参加理财公司组织的酒

会、免费外出旅游、农家乐等活动。 在这些活

动中，理财公司的业务员会向其推销产品。 他

们有时并不了解所售的产品， 但向投资者强

调保本保息。

江西省有关部门对此总结，这类投（融）

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属于一般性中介服务

类企业，不属于金融机构，不能面向公众开展

存贷款业务、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理财业

务、私募投资、保险销售等金融业务。 但是，部

分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公司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 超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

围，直接或间接违规开展金融业务，诱发非法

集资风险：有的向社会公众提供证券投资咨询

服务； 有的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委托理财业务；

有的虚假宣传，冒用金融机构名义发行理财产

品、基金或股票；有的承诺向投资者支付固定

回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

款，用于发放贷款；还有部分不法分子披着投

（融） 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的合法外衣，编

造虚假的融资项目，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进行集

资诈骗犯罪活动。

高收益“神话”风险重重

这些理财公司募集资金后，除非企业主一

开始就有携款潜逃的恶意，否则这些资金是应

当借给有真实资金需求的实体企业的。

据网贷之家、盈灿咨询的数据，2013年7

月 ， 整个网贷行业的综合收益率达到

26. 35%的最高点，而到了2015年8月，这一

数据为12. 98%， 收益率水平在25个月里跌

了超过一半。

尽管如此，投资者端高达12.98%的成本，

实体企业需要付出15%以上的利息才能拿到

网贷平台的贷款。 在经济下行、产能过剩的大

背景下， 能够负担如此高资金成本的企业可

谓凤毛麟角。 一位企业主介绍，他的公司主要

从事工业用仪器仪表的生产和销售。 企业的

确缺钱， 但企业能承受的最高资金成本是年

息10%。

一位P2P网贷平台的相关人士介绍，为

了能支付投资者的高额利息， 不少P2P平台

都是资金池模式。 有些P2P平台把募集的资

金投放到任意高收益领域：当银行揽储压力

大时，P2P平台就把资金借给银行，博取短期

高收益；也有P2P平台和当地的担保公司、典

当行等合作， 成了民间高利贷链条上的一

环；当股市火爆时，就做配资，把钱借给炒股

的人。 有些P2P平台甚至直接把募集的资金

投到股市里。 因此，这轮股市下跌并没有像

有些P2P平台宣传的那样， 资金从股市挪到

了P2P平台。 相反， 股市大幅震荡导致部分

P2P平台资金到期无法兑付。据统计，从8月4

日到9月1日， 大约有44家P2P网贷公司倒

闭、跑路、停业。

在目前的利率环境下，10%以上的固定

收益并不容易实现。 中国证券报记者拿到的

一张宣传页上显示，一款名为“XX宝” 的理

财产品，年化收益率10%-13%，投资人总数

超过18万人。 黄开军律师介绍， 这款号称

“日进日出” ，“年化收益13%” 的“理财产

品” 主要通过授权服务机构、网络平台，甚至

一些银行网点进行销售，吸纳了大量的民间

资本。 但实质上，其发行者是一个现货交易

所，并无发售理财产品的资质。 类似产品在

销售环节，销售人员有意放大收益，弱化风

险， 将其包装成保本付息的固定收益产品。

而一般的投资者缺乏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也

很少考察其投资行为的实质及可能存在的

风险。

“有些投资者接到销售电话后就通过网

上进行投资了， 甚至连一张理财协议都没有。

等到现在血本无归时，想维权都很困难。 ” 黄

开军律师说。

另外，有一家国内较大的民营投资公司

透露，计划新开上千家的“销售点” ，并试图

将其打造、 包装成类似银行支行的形式，利

用这个平台销售自身设立的理财产品的同

时也销售其他公司设立的理财产品。 如果这

种模式真的得以实现，那么一般的投资者将

更容易被误导，从而难以客观判断理财产品

的风险。

而投资者通过第三方理财公司理财，最终

血本无归时，维权之路也很漫长。 中国证券报

去年12月独家披露，北京杜女士所投的有限合

伙私募基金公司中投汇富（北京）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简称“中投汇富” ）已无法按时

兑付投资者本金、收益。 至今该事件仍处在立

案调查收集证据的阶段。投资者收回本金的希

望渺茫。

支付宝被关联未知账户

互联网金融安全再引担忧

□本报记者 高改芳

国庆长假之后，有“资深” 支付宝用户表

示，实名认证信息下多出数个未知账户。作为账

户主体， 用户完全没收到任何形式的确认或是

告知信息，不论是短信、邮件，或者是登陆后的

站内信息。 这些绑定的账户除可以在用户的名

下转账、还款、缴费外，还可以理财、保险、贷款、

淘宝开店等。与莫名被捆绑截然相反的是，用户

想解绑这些关联账户则非常困难： 要上传身份

证复印件，并要手持自己的身份证拍照后上传。

支付宝账户的上述事件激起了不少用户的

担心：账户安全无法保障。互联网金融的安全问

题再次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

账户被异常关联

北京的刘先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他实

名认证的支付宝账户被捆绑的经过和网上长微

博所反映的情况如出一辙。 而且这次账户被捆

绑的用户都有几个共同点： 使用支付宝的年限

很长，频率很高。

国庆长假后，刘先生在淘宝购买了几本书。

在完成前几道手续最后结账时， 支付宝账户突

然跳出一行提示， 提醒刘先生的账户已经绑定

了5个账户。

“你可以想象得出我当时有多震惊。 ”刘先

生说。 在自己完全没有操作的情况下却被告知关

联了5个账户。他顺势点开自己的支付宝账户。发

现关联账户后有这样一行字，“以下账户共享身

份信息及收付款额度。”刘先生马上意识到，自己

的账户有多少钱，做过哪些操作，曾买过什么，都

被其他绑定账户“同步”得一清二楚。

他马上致电95188。 维权经历就和微博里

所说的一样了：客服各种不知道和不可以解绑。

账户被捆绑是由于用户自己管理不当泄露了信

息。最让刘先生难以接受的是，支付宝要求用户

上传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 并且要手拿身份证

拍照后上传。

“自己的账户隐私没有保障， 却被要求提供

更多的隐私。”他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之前他

把包括支付宝账户在内的互联网金融账户视作

和银行卡一样安全，但瞬间，这种信任不复存在。

由于刘先生没有按照支付宝的要求上传身

份信息， 不但已经绑定的账户没有解绑，10月

14日，刘先生登录自己的支付宝账户时，系统

显示，“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要求，单笔收付款超

过1万元或月收付累计超过5万元需留存身份

证影印件， 你的账户已达到限额但还未留存身

份证影印件，已被限制收款和付款，请尽快上传

解除限制。 ”

“你根本看不到你自己账号外其他5个淘

宝账户的交易记录， 也就无法知道为什么你的

额度会超限。 ”刘先生解释道。 无奈之下，刘先

生注销了自己的支付宝账户。 “还好我的支付

宝里没有余额。 否则真不知道注销还要多麻

烦。 ” 他说。

10月14日，中国证券报记者以客户名义致

电95188，在系统提示下，语音输入“支付宝账

户被异常绑定是怎么回事” 的问题后，系统提

示，“当前排队客户较多，您可能需要等待20分

钟以上……” 记者无奈选择网上服务时，被要

求提供本人支付宝账户， 否则不提供这个问题

的回答。记者再通过“淘宝智能机器人”提同样

的问题时，连续输入两次都被系统告知，“智能

淘小二链接失败，请重试。 ” 记者选择网上客服

提出上述问题时，也被告知要等待。支付宝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 对支付宝账号异常绑定的回应

都在支付宝官方微博上。

据了解，2012年有媒体报道， 读者周先生

无法给自己的支付宝账户进行实名制认证。 而

且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已经被他人在支付宝上注

册6个账户之多。 而支付宝公司的客服人员表

示， 支付宝的网络认证是以提交认证申请人是

否能够提供证件与银行账户信息保持一致的信

息来进行。 至于提交人是否身份证上的 “本

人” ，支付宝无法核实。

互联网安全引担忧

支付宝回应称，支付宝实名认证，一贯需通

过身份证、银行卡等多重信息验证，“如果发现支

付宝实名认证账户下出现其他关联账户，是因为

账户持有人存在自身身份证等个人隐私信息泄

露情况” ， 并表示这些子账户无法借用户身份发

起蚂蚁花呗等贷款服务，用户可以放心。 对所有

实名认证账户进行系统核查，对可能存在异常关

联情况的用户作了处理；针对关联账户没有通知

的问题，支付宝表示将增加提醒环节。

对此，北京的刘先生并不接受。“既然支付

宝可以要求解绑的时候用户必须上传手持身份

证的照片， 那么捆绑的时候为什么不做同样的

要求？ ”刘先生质疑道，“何况支付宝已经有用

户绑定的手机， 难道手机短信验证不可以解决

目前非法绑定的问题吗？ ”

由此，对掌握全部信息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就成了不能回避的问题。 用户发现账户被异常关

联，除了向支付宝投诉要求解决外，并无法向上

级主管部门投诉。“如果银行账户发生相关问题，

我可以到银行相关主管部门投诉。 但支付宝账户

的问题，我找谁投诉？ ”刘先生不满道。 同样的问

题三年后重新出现也暴露了监管的问题。

在支付宝账户被异常关联的长微博发出

后，有回帖分析道，从关联账户情况看，这很像

是统一操作的。 而且被异常关联的账户都是网

购时间长、 频率高的账户， 似乎也是经过筛选

的。 并且账户被异常关联的时点都是国庆长假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似是统一为之。而让用户不

满的是，因为有其他陌生人绑定的淘宝，所以你

想注销支付宝账户也注销不了。

业内人士认为， 淘宝交易中买卖关系不对

等的情况由来已久：买家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的

真实度比较高，但卖家的真实性就没那么高；买

家对商品不满意想给卖家差评， 从来都不是件

容易的事。有了大数据分析后，就更容易筛查目

标买家，并提供给卖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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