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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力度空前加强

网贷业告别鱼龙混杂时代

□本报记者 高改芳

不断爆发风险的互联网金

融平台今年将纳入监管，多地成

立互联网金融自律行业协会。 从

长期来看，监管对行业的健康发

展来说无疑是利好。 拍拍贷CEO

张俊认为， 规范发展的提出，意

味着网贷告别无门槛时代，一部

分不符合监管要求的平台将退

出市场，让更多合规发展的企业

看到了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巨大

活力。

风险事件不断

P2P网贷行业是投资者最常

接触到的互联网金融。

来自网贷之家的数据显示，

2016年2月P2P网贷行业整体成

交量为1130.09亿元， 较2016年1

月环比下降13.33%。 但仍是2015

年2月成交量的3.37倍。

刚刚过去的2月正值春节长

假，大多数平台在节假日期间大

幅度减少或者停止发标，网贷人

气出现一定程度回落， 导致2月

网贷成交量相比1月出现较大幅

度下滑。 随着3月各大平台完全

恢复正常运营，预计网贷成交量

将出现较大幅度回升。 截至2月

底，网贷行业历史累计成交量达

到16086.24亿元，2016年以来累

计成交量达到2434.03亿元，是

去年同期累计成交量的3.51倍，

去年同期累计成交量为692.96

亿元。

2月底网贷行业贷款余额达

到5006.37亿元， 历史首次突破

5000亿元大关，环比1月底增加

6.91%， 是去年同期的4.02倍。

虽然2月的网贷成交量出现下

滑走势， 但是相比去年的成交

规模仍然有较为明显的增长，

因此反映到网贷贷款余额走势

上， 可以清晰地看出网贷行业

的贷款余额处于稳步上升态

势。 按照目前增长态势，2016年

底网贷行业贷款余额或超过

15000亿元。

问题平台方面，2月问题平台

数量为74家，相比1月的88家出现

一定幅度下降， 而这74家主要集

中在广东、山东、北京三个地区，

分别为13家、9家、9家， 占全国问

题平台数量的41.89%。

2016年1-2月， 全国共爆出

162家问题平台，所涉及的投资人

数为3.2万人，占全国投资人数的

0.8%， 涉及贷款余额为8.3亿元，

占比为0.2%。 其中，北京1-2月共

爆出13家问题平台， 所涉及的投

资人数为0.2万人，占北京投资人

数的0.2%，涉及贷款余额为1.8亿

元，占比为0.1%；上海1-2月共爆

出18家问题平台， 所涉及的投资

人数为0.3万人，占上海投资人数

的0.7%， 涉及贷款余额为0.9亿

元，占比为0.1%；广东1-2月共爆

出27家问题平台。

线下风险高于线上

盈灿咨询总经理马骏介绍，

P2P问题平台的杀伤力远不及线

下理财。

去年出现问题的线下理财

公司，基本上以10亿元级别甚至

百亿元级的金额，涉及人数达到

几万、几十万。 P2P平台中，最大

的是5个亿， 人数在1万人以内。

而且由于线下理财公司业务隐

蔽性较强， 信息高度不透明，很

难对其进行有效监管。 马骏注意

到，这种类型的公司已开始把风

险逐步传导到P2P网贷领域。 早

期公司还在线下的时候，当出现

兑付困难，这些公司可能会挪用

客户资金，填补资金漏洞，通过

开设线上平台， 弥补线下亏空。

到晚期，可能会出现大面积兑付

困难， 最后会造成区域性恐慌。

去年的e租宝就是一个典型例

子。 e租宝是线下理财公司，风险

暴露后，让投资者对互联网金融

行业产生怀疑。

马俊介绍， 线下理财公司的

交易可通过POS机、银行卡转账；

客户群体多为50岁以上大爷、大

妈；多数标的信息披露极少；线下

理财公司需要招募人员， 租借营

业部场地，宣传成本较高；集群性

强，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部分交易

线下完成，监管难。

从2013年开始，线下理财、财

富公司的数量成倍增长，2014至

2015年成立的此类公司数量不断

攀升。

马俊建议， 对于线下理财公

司，如果无法很好地描述其风险，

不熟悉其业务， 不管其收益多么

诱人， 都不要碰。 “投资你所熟

悉、所了解的。 ” 马俊说。

监管加强

2月初由央行金融市场司

牵头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正

式启动， 此次行动是由央行牵

头、公安部门配合，整治范围涵

盖整个互联网金融领域。 这一

行动主要是对借贷活动的规范

和监管， 对网贷行业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2月3日，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通过江西省人民政府正式公

开了《关于促进全省互联网金融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重点工作

包括，设立互联网金融发展基金，

建设互联网金融产业园等。同在2

月初，陕西省西安市发布《西安

市促进互联网金融产业健康发展

的意见》， 将安排专项资金用于

扶持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 重点

扶持互联网金融企业上市； 支持

符合条件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介入

西安市社会信用系统， 推动介入

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越来越多的

地方政府发布支持互联网金融的

意见， 对于当地以P2P网贷行业

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据介绍，上海市互联网金融

行业协会是上海市辖内互联网

金融行业的自律组织，主管单位

为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业务指导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总部。 履行行业自律职能，

维护上海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

康发展。

不过，新兴行业的监管，难免

会有遗漏之处， 监管办法正式颁

布后将设18个月过渡期， 监管效

果恐怕难以立竿见影。因此，外部

的监管固然必不可少， 行业内部

的自律同样重要。

北京、上海、深圳、江苏等地

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和自律公约也

相继出现。拍拍贷CEO张俊表示，

互联网金融的规范发展任重道

远， 需要大家同心协力， 相互监

督，严于自律。

二手奢侈品保真 邻国怎么做

□本报记者 殷鹏

奢侈品不同于一般消费品，

其广泛存在的二手流通渠道给

喜欢追求高端生活、精于理财的

人士新的选择。然而假货泛滥是

二手奢侈品行业比较严重的问

题。 业内人士称，以前开线下寄

售店时，送来的奢侈品三分之一

左右是A货（高仿品）。 很多人

并不知情，国内很多A货先出口

欧洲，再由买手买回，在国内销

售，小票和保卡都完整，消费者

很难辨别。

日前，张女士来到北京一家

二手奢侈品店打算淘些心爱的

玩意儿。 该店主要出售手袋、手

表，品牌涵盖Prada、LV、Chanel

等多个大牌。 这家店的商品售价

均低于正价五折，老板表示，“我

们可以鉴定，开具鉴定证” ，与品

牌方无关。 至于售后服务，该老

板直言，“二手奢侈品店没有售

后服务” ，商品一旦卖出，商家不

提供退换货等服务。 其他几家二

手奢侈品实体店也表示，不提供

任何形式的售后服务，商品售出

后概不负责。 对于产品质量问

题， 商家均表示，“支持专柜验

货”或“支持任何形式验货” ，甚

至承诺“假一赔三” 。 不过，在国

内， 奢侈品牌并不提供鉴定服

务，这让张女士十分苦恼。

记者发现， 不少二手奢侈

品网上店铺标注货源为日本。

亚洲人偏爱奢侈品， 在日本的

确有很多成功的二手奢侈品商

家，这既有大环境的原因，又有

商 家 自 身 努 力 的 结 果 。

BRAND� OFF是日本最大的二

手奢侈品流通平台之一， 在香

港、 台湾均设有分店，600名雇

员中有300人是中国籍。社长安

山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

日本只要售卖过一次假货，就

会永远被大商场拒之门外。 此

外， 做这一行的核心技术在于

具备完善的奢侈品鉴别系统，

对于奢侈品鉴定有一整套完善

的培训体系， 并建有完整的奢

侈品数据库。 一个大牌包的每

个细节都有微妙的独特之处，

这是做这一行的核心秘密。 据

了解，在日本，二手奢侈品市场

十分发达。 经过专业培训具备

鉴定能力的买手拥有二手店、

拍卖会、 批发商等多个进货渠

道。 鉴定培训机构有专门的教

材， 内容为鉴定师几十年的经

验和研究成果。

其 实 在 2011 年 BRAND�

OFF就看好中国的奢侈品市

场， 在上海开设了多家实体店，

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当地人脉，最

终 铩 羽 而 归 。 5 年 之 后 ，

BRAND� OFF准备再战， 这次

他选择了合作伙伴宝瑞通典当

行。宝瑞通民品中心总经理李洁

说，“在国内并没有二手奢侈品

专业、标准的鉴定体系，但我们

的‘百人专家团’ 各有专攻，无

论钻石、腕表、贵金属、名包等类

别都可精准鉴定评估 。 与

BRAND� OFF合作， 可以利用

双方的鉴定经验对二手奢侈品

市场价格精准定位。 ” 李洁介

绍，日本可谓是一个偏爱奢侈品

的国度，很多小学生甚至都背着

爱马仕的帆布包，他们在二手奢

侈品流通领域的很多做法值得

借鉴。未来两家将主要发力线上

奢侈品拍卖业务。

通过可靠的渠道购买固然

是消费者降低买到假货风险的

方法之一，而来自政府层面的力

量更加有助于行业良性发展。有

消息称，为了减少国内奢侈品假

货泛滥的乱象，优化奢侈品牌在

中国的发展环境，商务部正筹备

组建面向消费者的奢侈品鉴定

系统，以及正品追溯系统，方便

消费者维权。

理财收益率一降再降

权益类资产有望重获关注

□陈洋

银行理财产品一度被视作百

姓理财的“明星产品” ，但去年以

来，银行理财市场持续降温。 一

方面产品发行数量不再像以往那

般猛增，2015年增速开始放缓，

到了2016年甚至出现负增长；另

一方面，2月以来，平均预期收益

率跌破4%关口。 同时，3月1日金

融机构普降存款准备金率，更是

拉低了市场预期。业内人士表示，

一般而言， 在降准启动3个月后

银行理财收益率会显著下降。 而

且，除降息降准对银行理财的影

响，大额存单的不断扩大发行，也

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同质性理财产

品的份额。

回顾2015年银行理财市场

的收益率水平,不断下行的特征

是最为统一的印象。 进入2016年

以后，伴随“资产配置荒” ，银行

理财在资产端受到掣肘，不仅优

质资产难觅，银行的议价能力也

在下降，理财收益率水平不断下

行。 对于2016年后续走势，分析

师认为，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将

稳中有降，整体呈现L型。 而从理

财资金投向的角度看，未来权益

类及另类投资的占比可能提升。

在2016年供给侧改革和财政强

刺激下，非标资产的供给预计会

有小幅回升，但收益率优势削弱，

因此非标资产的配置比例不会明

显提升。

有关银行债权转股权的问

题，目前尚在研究中。 2016年底

前，主要商业银行和有条件的商

业银行，要全面推开“双录” 工

作。 “双录” 是指银行从业人员

销售理财产品或代理其他机构

销售理财产品时， 同时进行录

音、录相，促使销售人员按照程

序和规定介绍产品，使购买者能

清楚地了解有关产品的性质，以

及购买产品享有的权利和应承

担的风险。

银行在售理财产品通常有三

种来源， 一是银行自行设计和推

出的产品， 由于银行具备较高的

风险防控能力， 投资方向多为银

行间拆借、票据业务等，此类产品

的风险较小； 二是银行购买的结

构性理财产品， 这类产品收益波

动较大， 尤其是在如今股市起伏

较大的情况下，风险较高；三是代

理产品，这类产品种类很多，包括

保险等， 其中绝大部分为信托类

产品， 每款金融投资产品都有一

个产品管理人， 银行理财产品的

管理人就是银行，而“飞单”产品

的管理人一定不是银行， 往往以

某投资公司， 或是某基金管理公

司的名称出现， 因此一定要弄清

楚产品的管理人是谁。

据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统计， 本周银行理财产品周均预

期年化收益率跌至4.03%， 收益

率难改下行趋势。 7天以内的理

财产品共有25款，周均预期年化

收益率达到3.24%， 环比降低

0.04%；8天至14天期限的理财产

品共有22款，周均预期年化收益

率达3.65%， 环比降低0.17%；15

天至1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发行

9款， 周均预期年化收益率达

3.97%，环比提高0.05%；1个月至

3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共有557

款， 周均预期年化收益率达

4.01%，环比降低0.06%；3个月至

6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共发行

456款， 周均预期年化收益率达

4.04%；6个月及以上期限的理财

产品共发行299款， 其中12个月

及以上期限的理财产品共有109

款，周均收益率达4.14%。

从发行银行类型来看， 各期

限预期年化收益率最高的理财产

品多来自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

商业银行。从收益类型来看，高预

期年化收益类型均属于非保本浮

动型。 从具体各期限预期年化收

益率最高产品来看， 德州银行的

一款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以

4.7%的预期收益率，夺得了8天至

14天期限第一的位置， 交通银行

的一款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以

9.1%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居1个月

至3个月期限产品收益率首位。

财经风云话本

失奇士焉知祸福

识时务另谋出路

□林华伟 刘力洋

却说孟三娘原本是要用凤

生向白奇士定向增发，增发价每

股

12

元，然后再收购白奇士高大

上的互联网业务，让凤生成功转

型。 无奈何最近市场天天绿油

油，凤生的股价一跌再跌，今天

收盘

7

块多， 早就跌破了原来商

量的增发价。今天一大早白奇士

就打电话要求把增发价打对折，

降到

6

块。

孟三娘理解人家白奇士可

不是白衣天使，讲究的是无利不

起早。 但拦腰对折还是太狠了

吧？

三娘憋了一肚子气，和孟爷

约了星爷和程象在绿洲高尔夫

球场见面。绿洲高尔夫球场是兄

妹儿俩会见重要客人的场所。

星爷和程象算是第一次正

式见面，虽然二位都从孟爷和三

娘那里听闻了对方的传奇故事

和与孟氏二兄妹的渊源。三娘先

发话：“好一个白奇士，借着互联

网金融的浪潮发家致富，现在有

些积累了竟然蹬鼻子上脸。 ”三

娘生性好强， 受不得半点委屈。

孟爷则显得淡定很多， 安慰三

娘：“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攻得破

黑奇士的里应外合，也必然解得

了白奇士的困兽之斗。 这不，我

们还有星爷和程象，只要我辈强

强联手，区区白奇士何足挂齿。”

话音刚落， 孟爷便一个大力挥

杆，高尔夫球划出一条优美的抛

物线。

“程兄对此事怎么看？”星爷

突然一问使得三双眼睛齐刷刷

落在程象身上。

“作为法律顾问，商业判断本

不是我等职责， 但是有些话我还

是应当讲。”程象平静如水讲出的

这番话却显得十分有力量。“程兄

尽管说”，三娘恳切地点着头。

“不知三娘当初是何缘故相

中了白奇士， 但就目前情形来

看， 白奇士并非是最佳定增对

象。 ”程象说，“最近麻烦事一轮

接一轮，想必各位未关注到最近

疯狂的楼市。自从央妈降低首付

比的政策出台后，各地出现了彻

夜排队买房， 甚至抢房的状况，

房价随之上涨。趁着这波房市牛

市， 很多新兴互联网金融公司

“场外加杠杆”，为老百姓提供首

付贷，把首付比例再砍掉一半或

更多，但利率高得惊人。 很多不

具有买房条件的购房者纷纷踏

入房市，给本就烧得过旺的房价

添上薪柴。 要知道，

2008

年次贷

金融危机没过去几年呐。 ”

“难不成这白奇士与这房价

有关？ ”孟三爷满腹疑惑。

“正是。 ” 程象丝毫没有犹

豫，“白奇士不是吃素的，前些年

互联网行业行情下行，白奇士迟

迟没有完成

B

轮融资，整个公司

嗷嗷待哺，他怎么可能错过这场

好戏。 事实上，白奇士这几个月

先后成立、收购了数十家小贷公

司，专门从事首付贷。 并且其中

不少公司因为违规运作被父母

官盯上，眼下正要将其取缔。 ”

“那按兄台的意思，白奇士

怕是要不得了。 如果我三下五

除二把白奇士这堆烂摊子接过

来，就有苦头吃了。 ”三娘不禁

感到后怕，“想当初我念着白奇

士搞互联网高大上， 没想到啊

没想到！ ”

四人已移步到咖啡馆，充足

的阳光也刺不破初春的料峭。

“所以我的建议是咱们另谋

盟友，管他白奇士黑奇士，把握

得住时代潮流才是好奇士。 ”程

象呷了一口咖啡。

“但是我们现在去哪找这样

的盟友？ ”孟爷急切地问到。

“我倒是有一计。”星爷终于

发话，“除房市，最近还火了一样

东西，人工智能。 这人工智能不

仅仅有极高的商业价值，甚至能

决定人类未来走向。投资界长老

口袋布衣说过，得人工智能者得

天下。 ”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

分解。

黄金上方受压明显

□明富金融研究所 谢堃

本周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

半。 美国2月零售销售月率-0.

1%，预期-0.2%，前值0.2%修

正为-0.4%。 美国2月零售销售

月率虽然下降0.1%， 但是降幅

不及预期值0.2%，1月零售销售

数据被大幅下修重燃了市场对

美国经济的担忧。 美国2月消费

者物价指数年率增长1%，核心

消费 者物价指数年 率增 长

2.3%，创2008年10月以来最大

涨幅。 可惜的是，美联储在3月

会议上称并未看到通胀回升的

显著迹象，因此，可能需要美国

通胀持续改善才能增强美联储

的信心。

由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美

联储发布鸽派利率决议，美元指

数跌至一个月低位。 美联储3月

利率决议出炉，维持利率0.25%

至0.5%。 对经济现状的定位，依

旧是除劳动力市场强劲外，其余

经济领域均维持疲软。点阵图显

示，其今年加息的预期中值由4

次缩减为2次，这说明年内仅有

1至2次加息，若经济状态不好，

将只有1次加息。 随后耶伦在新

闻发布会发表中性偏鸽派观点，

认为美国就业市场强劲，但仍有

改善空间； 薪资增长不及预期，

但能源价格回升提升通胀；基于

经济现状， 将会谨慎考虑加息，

循序渐进。 整体上看，年内加息

次数缩减，美元指数跌至1个月

低位，黄金和白银获得支撑。

欧洲央行释放宽松杀手

锏，但德拉吉暗示不会再降息，

欧元出现惊天大逆转。 上周四

欧洲央行3月利率决议宣布全

线下调三大利率， 主要再融资

利率从0.05%下调至0； 存款机

制利率从 -0.30%下调至 -0.

40%；边际贷款利率从0.30%下

调至0.25%。 同时，欧洲央行把

每个月的QE规模增加至800亿

欧元。 欧洲央行在政策会议上

推出一篮子刺激举措点燃了市

场的乐观情绪， 但德拉吉会后

的讲话给市场乐观人气泼了一

盆冷水。 德拉吉暗示没有进一

步降息的必要性， 这被市场解

读为欧洲央行已经打完最后的

宽松牌。 随后欧元/美元上演V

型反转，狂飙近300点，对黄金

和白银构成利好。

明富金融研究所认为，美联

储加息放缓后，美元指数走弱为

金价上涨提供动能。但在全球宽

松背景下，主要市场股市维持乐

观，黄金避险需求并不高。另外，

美联储并未完全关闭加息大门，

后续美国经济数据仍然是美联

储评定加息与否的重要线索。技

术上看， 黄金上方技术压制明

显，短期均线空头排列，建议在

黄金没有向上突破技术压制之

前，以逢高卖空为主。

本周白银价格宽幅震荡，且

形成双针探顶技术形态，短期有

向下调整要求。 日线图MA5死

叉MA10， 银价走势持续受压。

日线图MACD指标看， 快慢线

零轴上方走平， 暂无能量柱，白

银维持震荡格局。明富金融研究

所认为，白银缺乏持续上行的基

础，受到多重技术压制，短期或

维持震荡格局，投资者可把握逢

高卖空策略。

以上数据来源：巨灵数据

&

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各期限理财产品周均收益率表

期限 本周均收益率% 区间 上周均收益率% 区间 预期收益变动% 本周发行量

≤7

天

3.24 2.35-4.2 3.29 2.25-4.2 -0.04 25

8-14

天

3.65 2.75-4.7 3.82 3.5-4 -0.17 22

15

天

-1

月

3.97 3.2-5 3.92 2.9-5 0.05 9

1-3

月

4.01 0.31-9.1 4.07 0.31-10 -0.06 557

3-6

月

4.04 0.41-10.8 4.05 0.41-9.7 0.00 456

6-12

月

4.08 0.8-6 4.12 0.8-7 -0.04 190

12

月

≥ 4.14 1.08-5.4 3.98 0.8-6 0.15 109

CFP图片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单位净值 累计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规模

184721

嘉实丰和

1.2562 3,768,661,905.32 3,000,000,000.00

505888

嘉实元和

1.0676 10,675,591,051.28

500038

通乾基金

1.4571 3.9951 2,914,194,887.71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1.1419 2.7134 2,283,861,483.81 2,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2120 2,423,902,949.73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4150 3.7730 4,245,512,268.66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