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3月16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张夫稳 组版：褚衍冲

C05

PP22PP平平台台高高息息迷迷惑惑陷陷阱阱多多
别让高回报蒙住双眼

虚假包装陷阱多

几乎每一位P2P行业从业者
都知道，他们将成为“3·15”打假
风暴的核心，过去一段时间“跑
路”如影随形，最悲催的莫过于平
台凭空消失。

不少关注网贷的人还清晰地
记得，去年6月4日，P2P行业“跑路
风”刮到北京，网金宝成为北京第
一家跑路的P2P平台。现如今网金
宝的网站早已无处可寻，剩下的只
是跑路报道和被骗投资者无奈的
控诉。“网金宝”的截屏网页曾显
示，累计成交金额超过2 .6亿元。

“网金宝造假很大胆”，一位从
业人员直言。该平台声称自己与央
行合作，其页面写着“央行监管风
控典范——— 首家互联网投资试行
单位；资金安全、业内第一、银行同
级”等。同时，所有投资用户的资金
均会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支行全
权监管，而央行北京分行是监管部
门，不是资金监管机构。

更严重的是，其隶属的公司、
合作的担保公司都先后表示与网
金宝没有任何合作关系，所有文件
均系伪造。不仅是网金宝，旺旺贷、
科迅贷、卓忠贷这类早已消失无踪
的平台都是造假制假的高手。

很多诈骗平台的跑路都是这
样的突然，去年8月深圳上线3个多
月的P2P平台信邦财富网站便打不
开，此前该网站一直以借款项目的
高收益率吸引投资人加入，在其借
款项目中年化收益率高达24%。有
投资者开始质疑并前往其披露的
办公场所走访，却并没有该平台的
踪影。随后，P2P平台的跑路呈现出
密集、迅速等特点，并创造出多个

“第一”：上午上线、下午跑路的恒
金贷；首个涉嫌海外欺诈的上海拜
腾投资等等。

近段时间，深圳资质较老的
P2P平台中汇在线也停止了运营。

根据媒体披露，该平台公告的最
后更新日为去年12月21日，虽然
该平台自称为提现困难，主要负
责人也已经被抓捕归案，但时至
今日投资者不翼而飞的资金仍然
没有追回，而不少投资者开始意
识到该平台不少项目都为虚假标
的。

除了诈骗平台外，一些看似
正儿八经做生意的P2P平台同样
在造假。现如今，为了吸引更多的
投资者，不少平台页面在显眼地
方注明“第三方资金托管，保障投
资者资金安全”，但在整个网页上
翻来翻去找不到该托管方到底是
谁。

高息诱惑风险大

伴随新平台上线、资本、巨头
涌入网贷行业，由于行业监管的
空白，问题平台一直陆续出现。网
贷之家提供的数据显示，据不完
全统计，2014年全年问题平台达
275家，是2013年的3 . 6倍。与2013
年问题平台类似，去年问题平台
仍主要是诈骗、跑路平台。

有业内人士总结道，从倒闭
的P2P网站来看，首先大多数宣传
高回报，如2015年首个倒闭的平
台“里外贷”多个投资标的年利率
接近或超过40%；同时，网站建立
初期目的不纯，以高息、短期项目
吸引投资者，利用新投资者的钱
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
报。有些甚至把服务器设在海外，
敛财之后关闭网站逃之夭夭，即
使警方立案也很难追查；其次就
是平台老板有自融嫌疑或者风险
控制不力，导致“坏标”、“差标”都
上了平台。

梳理一些已经暴露问题的诈
骗平台，可以发现，不少投资者之
所以上当一方面是因为贪图高
息，不少平台通过借新还旧的“庞
氏骗局”不断吸收资金，最后跑

路；另一方面是由于平台恶意地
扩大宣传，不少受骗的投资者表
示有时会在网络上看到相关平台
的宣传语和弹窗，而网金宝在跑
路前一周还召开了投资者见面
会，让投资者更加相信并导入了
更多的新投资者。

纵观P2P市场，平台跑路的原
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平台本身
就是骗子平台，这些平台虚构各
类资质，以极高的收益率做诱饵，
大概占了问题平台的半壁江山。
二是平台经营不善跑路，平台经
营不善主要是违规操作、风控做
得不好，比如自设资金池，自身参
与融资，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无
力偿还借出人的资金，或者是项
目审核不严格，风控能力较差，经
营中出现了较高的坏账率和逾
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同一个
老板建立多个关联平台贴上了

“自融”的标签，自融现象不可小
觑。所谓自融平台，主要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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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网贷之家的数据显示，
目前的问题平台中约有1/4涉嫌
自融，不仅有很大的道德风险，而
且可能涉嫌非法集资、诈骗等违
法犯罪行为。

24家平台又跑路

随着竞争加剧，P2P行业百家
齐放的同时，跑路、坏账等问题不
断发生，部分体量较大的平台也
陆续爆出坏账的消息，引得业内
一片愕然。不过，作为一个蓬勃而
起的新兴行业，问题平台的曝光，
说明在愈发激烈的竞争下，鱼龙
混杂的市场正在进行自我“排
毒”。

日前，国内不少互联网金融
平台曝出坏账传闻，在上海、北
京、广州等网贷行业较为活跃地
区，一些大型平台也出现跑路及
兑付危机。据网贷之家数据显示，
今年2月份已出现问题的58家P2P
平台中，13家平台停业，21家平台
出现提现困难，24家平台跑路。在
2月份出现问题的所有平台之中，
出现问题最多的情况是跑路，2月
份跑路平台占所有问题平台的
4 1%，提现困难占3 6%，停业占
23%。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多
家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台问题的出
现，折射出经历野蛮生长的P2P行
业进入了风险高发期，并逐步由
初始的“拼爹”转入“拼风控”阶
段。但脆弱的风控能力正是多数
P2P平台所面临的通病，中国P2P
行业要想走向成熟，企业仍需致
力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即风
控能力。

P2P“避雷”五原则

违约与倒闭会成为未来P2P
市场的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情况
下，作为投资者，在选择P2P平台
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甄别？

金信网首席运营官安丹方表
示，投资者避免“踩雷”，要在尽快
转变理念、提高风险意识的前提
下，合理配置资产，学会“择优而
栖”，不要一味追求高收益。综合
专业人士建议，投资者至少需要
在以下五个方面擦亮眼睛，“择优
而栖”，避免“踩雷”。

一、查看基础信息：确定平台
真实性和合法性。

相对于经营不善的平台，骗
子平台从一开始就是“庞氏骗
局”，因此只要筛查一些公司的基
本信息，确认其合法性和真实性，
基本就可以避开。例如：关注平台
的资质信息和注册信息，查看是
否有完整合规的营业热照等，网
站是否有ICP备案、注册资金及实
收资本等；查看网站上的办公地
址，如果在本地可以进行实地走
访，这样基本能够确定公司的真
实性和大概的规模。

此外，还可在新闻中进行关
键字查询，如果是曾经出现过负
面新闻、逾期和大规模投诉的平
台，投资时一定要谨慎。

二、查看关键信息：确定平台
实力和背景

从监管风险来看，P2P监管上
会设行业门槛，对于注册资本有
一定要求。目前，注册资本过亿的
平台屈指可数，实力也相对雄厚，
更为值得信赖。

考察平台的实力不仅要看资
本实力，更要关注IT团队的能力。
大多数骗子平台的系统是从网上
买来的低价值模板，还有一些平
台IT团队的安全技术水平较低，
使黑客轻易攻陷网站，将数据恶
意篡改或删除，最终导致平台倒
闭。因此，如果是投入自有资金开

发建设的平台，即便用户体验相
对较弱，也是值得首选的，自己开
发平台耗时耗力，也从某一侧面
说明了经营者对于投资者安全保
护的看重。

三、了解公司风控：确定平台
安全性

投资者对于一个P2P平台最
重要的考核就是它的风控能力，
风控团队是否有金融背景，风控
手段是否专业，防范措施是否充
足，一旦出现借款人未能如期还
款时会怎样处理等。具有线上线
下结合运作模式的P2P平台可能
更为适合中国的土壤，因为单纯
通过线上经营并不能完善P2P平
台的运作模式，而线上线下结合
的P2P平台，有望为投资者风险评
估提供切实可见的物理网点并最
终做大做强。

此外，布设实体门店需要付
出高昂的成本，也说明了经营者
是在踏实做征信和风险管理，跑
路的概率相对小一些。

四、查看收益：并非越高越好
投资者挑选P2P平台时要看

其项目收益是不是在安全范围
内，收益并非越高越好。利率越
高，实际上风险就越大，借款年利
率超过24%的基本上可以不用考
虑了。因此，短期来看，如果平台
没有第三方担保，年化投资收益
维持在15%是合理的；长期来看，
随着P2P行业的发展回归理性，未
来8%-10%左右的年化投资收益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

五、查看项目：数据披露越透
明越靠谱

目前投资者最为诟病的就是
P2P项目资金投向不透明，一些项
目的借款方由于不具备相应的信
用资质而存在兑付隐忧。因此，在
挑选平台时，投资者要格外重视
对于项目信息的考察。例如，项目
是否有明确的融资方和借款用
途，有完备的借款人个人征信及
资产资料(如个人征信报告、个人
资产评估等)等等。

此外，一个成熟的平台出借
人和借款人都应当是比较分散
的，如果在某个平台上发现某些
ID经常出现，不论是出借人还是
借款人，则这个平台可能存在虚
假借款的情况；如果某个平台上
发布的单个借款资金需求量非常
大，则存在平台通过发布虚假借
款需求构造资金池的嫌疑。

(宗禾)

本刊记者 李淑冉

在第33个“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3月13
日，2015年度“3·15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纪念大会暨宣传咨
询服务活动在济宁市新体育
馆广场举行，济宁市多家银
行、保险等金融单位参加了集
中宣传活动，现场为广大市民
解疑答惑。

各家金融单位通过公示
栏、宣传手册等，宣传相关金
融知识和金融产品，以及金融
消费者投诉的受理范围、处理
渠道，进一步增强市民对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的了解，
营造稳定和谐的金融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济宁市中
心支行在现场开展了征信、银
行卡、货币反假和国债等宣
传、接受有关金融消费者的咨
询和投诉，针对市民十分关心
的钞票辨伪话题，指出真假钞

的几点差异，并宣导大家在收
到假钞后应该上交银行。

“我的信用卡产生预期了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我的个人
信用？”、“去银行存款最后发
现 却 成 了 买 保 险 该 怎 么
办？”……保险产品收益不理
想、保险服务不到位、银行缺
乏人性化服务仍然是金融消
费者的投诉热点。

另外，网络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很大便利，也给不少别
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今年315的各种投诉平台
上，消费者对网络诈骗的投诉
非常集中，受骗人群越来越
广，从老年人为主发展到各个
年龄阶层、各种教育背景人
士；诈骗手法越来越高科技，
由简单的话术诈骗发展到以
现代金融为主的复合诈骗手
段；受骗金额越来越大，由几
十元、几百元到几千元，甚至
几十万元、上百万元。

济济宁宁金金融融业业集集中中开开展展33··1155宣宣传传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营造和谐金融环境

红极一时的P2P(Peer to Peer)网贷不仅因低门槛、高收益出了名，
“跑路”也提高了这一行业的“知名度”，而跑路潮产生的原因除了部分平
台的经营不善外，一大部分平台都是恶意而为的诈骗平台。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假难分”，P2P网贷平台星火燎原式的蔓延
引发了各行业大佬的青睐，更引来了“诈骗集团”的瞩目。在网上商城买
一张“皮”，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一家P2P平台就搭建了起来，通过PS图
片、虚假标的、虚高收益吸引一票投资者投资，短短几天卷钱走人，当投
资者回过神来，公司地址假的、网站图片扒来的、钱去哪了不知道、客服
电话早已无人接听。这些平台如何蒙骗过了投资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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