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天上上飘飘来来一一个个““互互联联网网金金融融协协会会””
只要交钱，获奖那都不是事儿！

本报记者 周爱宝

近日，有企业向本报反映，
有一个自称为“山东互联网金融
行业协会”的组织，扯着某高校
和有关金融监管单位的大旗，如
火如荼地搞“2014年度山东互联
网金融与支付年度评选”，并将
于1月30日在山东大厦举办颁奖
盛会。如果企业想要报名参选，
每个奖项需要缴纳3000元的参
赛费用。这家企业反映，这次“评
选”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互联网企
业参与，在投票时有企业为提高
选票数竟然动用网络投票机为
自己企业投票。这种多少年前花
钱买奖的游戏，竟然在方兴未艾
的互联网金融业内大行其道。接
到投诉后，记者着手调查此事的
来龙去脉。

参评费：
41个奖项，3000元/项

记者按照该企业给的信息，登录
到这家自称山东互联网金融行业协
会 的 网 站 ( 网 址 为 h t t p : / /
www.asdifi.com)。网站在显著位置挂
着“2014年度山东互联网金融与支付
年度评选颁奖盛会”的广告。在网站
右侧的“协会公告”一栏，也有题为

“2014年度山东互联网金融与支付年
度评选颁奖盛会参赛说明”的链接。

记者点击评选广告，进去一看，
发现本次活动有主办单位、承办单
位、协办单位、学术支持、数据支持
等多个组织和机构参与，而“山东互
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筹)”就位列主
办单位其中。

根据网站“参赛说明”的信息，
本次评选将评出2014年度山东P2P
平台运营模式创新奖、2014年度山
东P2P行业十大影响力平台、2014
年度山东互联网金融领军人物奖等
41个奖项。在“参赛说明”里面，还提
到了参与奖，名为“ 2014年度山东
互联网金融诚信企业、2014年度山
东互联网金融诚信人物奖”(所有参
赛未获得奖项的企业或个人)。

在网站的“参赛说明”中，记者
也看到了前面企业提到的“3000元
参评费”，在“参赛说明”的第三条，
分成三项标出了参赛费用，三项活
动分别收费为，单项奖参评费：3000
元/项；综合奖参评费：3000元/项；
人物奖参评费：3000元/项。

此外，根据网站中的“协会简
介”，记者了解到“山东互联网金融行
业协会于2014年5月中旬发起”是“非
营利性组织”。对于5月中旬发起的单
位来组织评选2014年的各项“年度大
奖”是否合适，尚待进一步了解。

参选企业：
有人愿打，有人愿挨

一家参加了该评选的企业给本
报打来电话表示，上个月有自称“山
东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组织联
系他们，说正在举办“2014年度山东
互联网金融与支付年度评选颁奖晚
会”，希望他们可以参与此次活动。

考虑到企业这些年发展的还不
错，企业表示可以发过资料来看一
下。“资料发来之后，我们看到活动
的主办单位是齐鲁工业大学和山东
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虽然对他们
两个机构不是太熟悉，但是当我们
看到指导单位是山东省金融工作办
公室、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支付清
算协会，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参与一
下。”参赛机构负责人表示。

从记者拿到的资料来看，活动
定名为“2015山东互联网金融与地
方金融发展高峰论坛暨2014山东互
联网金融与支付年度颁奖典礼”，主
办单位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互联
网金融行业协会(筹)，承办单位为
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山东省大
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办
单位为山东互联网金融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临朐村镇银行、山东互联网
金融研究中心、公益在中国，指导单

位是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中国
人民银行山东省支付清算协会。

“看到这么些噱头，好几个奖项
我们都很动心。”该企业负责人说：

“前期，我还将这次活动投票链接发
到了朋友圈里，希望了解的我们企
业的朋友投票，但是后来发现一些
前期没什么票数的企业，一夜之间
涨了好几千张票，我们感觉可能存
在刷票的行为，就决定退出此次活
动。后来去上级部门汇报工作，顺便
谈起这个事情，没想到上级部门根
本不知道有这个评选，我们才发觉
上当了，还有那么多无辜单位莫名
其妙被拉了进来。希望你们能够尽
快曝光这样的事情，不要让不明就
里的企业参与进来。”

胆子挺大：
指导单位“被指导”
评选专家“被专家”

记者发现，企业收到的邀请函
与评选网页上有不尽相同的地方，
企业邀请函上写着指导单位：山东
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
山东省支付清算协会。记者通过权
威渠道核实，这两家金融管理部门
根本不知此事。显然是评选主办单
位是为了吸引企业参与，扯虎皮做
大旗。

此次评选的主办单位：齐鲁工
业大学、山东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记 者 马 上 到 山 东 社 会 组 织 网 站
(http://www.sdnpo.gov.cn/)查询，
没有查到山东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任何信息，但山东省银行业协会、山
东省保险行业协会，一输入即出现，
登记证号、业务主管单位、法定代表
人、地址等信息即出现。

“山东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到
底是什么来头？记者通过网页展示
参加这次评审的两位专家揭开了它
的真面目，这俩专家的话互相印证
了一个事实：真正组织评选的是青
岛的一家企业，他们本想注册一个
协会，但未获民政部门批准。两位专
家的意见是，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它
应该经山东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
局同意才行，它什么都没有，仅仅是
一个自发的组织，就乱组织活动。我
们根本没有同意做评审专家，就是
因为见过一面就“被专家”了。

有意思的是，1月16日，当这两
名专家提出抗议后，评选专家网页
消失，18日记者发现，专家页面又出
现了，以前四个专家撤下了三个(包
括山东两名专家)，现在又添一名外
地“专家”，共两名。

刨根问底：
“协会”急功近利
绑架政府单位、学校

按图索骥，这次评选活动主办

单位是齐鲁工业大学和这个“协
会”，承办单位却赫然写着齐鲁工业
大学金融学院、山东省大数据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记者采访到了
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徐如
志。这一次，记者刨根问底，把这个

“协会”、这次评选刨个底朝天。
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徐

如志是一个知情人，但事情的发展
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他告诉记者：

“眼下互联网金融很热，我们在高校
也是专门做金融的，到青岛时通过
一个朋友认识了这家企业，他们公
司叫汇盈贷。我们也去他们公司看
过，觉得做得还不错。我当时觉得大
家可以探讨一个产业。现在山东在
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当时就谈了
一下互联网金融，觉得下一步可以
搞一些活动，促进产业发展。

问题在哪里呢?他们说有个行业
协会，我问注册下来没有，他们说没
有。没有注册下来的单位，我们肯定
不会合作的。当时我们达成的意向
就是和他们公司，有法人代表的公
司，就是汇盈贷这个公司合作，后来
就策划了这个活动。因为涉及到支
付、金融办，当时也探讨过组织个会
商量一下，主管部门作为指导单位。
但前提条件是，这个行业协会必须注
册下来。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都还在酝酿
阶段，没想到这个企业没经过我们
同意就把活动通知发了。我们已经
责令他们把我们的所有信息，包括
支付协会的信息都撤掉。

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协会没有
注册下来就办活动是不合法的，包
括金融办也没有答应他们，支付行
业协会也没有答应。前段时间我们
去通联的时候，通联说有个公司打
着你们的旗号做评选，我们一看挺
生气，接着给他们打电话，你们不给
我们通知就搞，这个事必须停止。”

另外，山东省大数据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是由山东省内25家企
业、大学、科研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的
正规单位，主管单位是省科技厅，成
立的目的是利用产学研合作优势共
同迎接第五次IT产业革命，与互联
网金融也没什么关系。徐如志院长
非常生气地说：“这个企业有点胡
闹！汇盈贷和我们搞个合作是可以
的，但是这样搞评选就过分了。不能
绑架政府单位、学校。”

徐院长告诉记者，我们已经通
知对方撤下和我们有关的东西:

“我说你们胡闹，这是个产业界的大
事，你们又不是正规机构，让我们学
校领头，这肯定不行。当时策划这个
活动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是必须具
备举办的条件才行。”

是企业的问题还是某些人的问
题？互联网金融生机无限，但不必讳
言，当前也正处在野蛮生长阶段。一
般说来成立协会的目的是规范某个
行业，但他们志在必得的目的好像
是混水摸鱼。本报将继续进行追踪
报道，并进一步探讨互联网金融健
康发展之路。

与其忙给自己贴“金”

不如本着务实态度做事
□周爱宝

为什么
有人愿打有
人愿挨？我们
必须关注新
闻背后的故
事。“山东互
联网金融行
业协会”是一

家没经批准、注册的“黑协会”，其
发起单位为一家省内从事网贷的
平台，会员单位也都是从事类似
业务的企业。就这么一家企业呼
呼拉拉地拉起一帮小兄弟要干自
己的“大事”。对方兴未艾的山东
互联网金融事业来说，这件事的
性质非常恶劣，必须引起有关部
门的关注并及时制止和查处！

各“贷”层出不穷
别步“投资担保”后尘

这件事有可能是个别企业或
个别人的行为，但为什么这个

“贷”、那个“贷”急于参加进来？为
什么这个“宝”那个“宝”的第三方
支付也愿意来被评奖？其实这个
评选活动一开始就漏洞百出，但
参评企业却有意无意的忽视，因
为3000元的奖项费对他们不是事
儿。有些企业赚取“名声”，目的是
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把资金放
在他们的平台。但这个行业因为
缺乏规范积累了巨大风险，我们
提醒风险，不仅为企业，更是为广
大投资者。

据网贷之家的数据，2014年年
底我国网贷运营平台已达1575家，
全年累计成交量为2528亿元，是
2013年的2 . 39倍。高速发展的背
后，却是“问题”网贷平台的出现
越来越多。数据统计，2014年12月
网贷平台事件集中爆发，单月问
题平台多达92家，这其中仅山东
就有十几家。问题平台的月发生
率由年初的1 . 36%上升至5 . 65%。部
分平台已经酝酿成跑路态势，“诈
骗或跑路”类问题平台占比达
25%。

采访中，业内专家表示我国
的P2P业务当前仍处于发展初期，
按照现有的法律制度，对其性质
依然缺乏准确的界定。P2P从形式
上看是一种借贷行为，但由于其

不存在类似于银行的中介机构，
实质是一种直接融资。在无法可
依的情况下，实践中容易模糊P2P

网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对于普
通投资者而言，一定要慎重选择
平台进行投资。

与此类似的是，去年4月份，
本报集中报道了省内投资担保公
司扎堆开业的情况，并预先告知
投资者未来可能存在跑路的情
况，到了11月份，预言成真，不少
不正规的投资担保公司开始集中
跑路，坑骗了很多投资者。此次这
些网贷平台扎堆出现是否会重现
类似情况，让我们拭目以待。

网络贷款平台
不应急于“贴金”

互联网金融自出现之时，就
伴随着人们对它能够弥补传统金
融空白的希望，但目前还没有完
全发挥应有的效能。在采访中，有
学者表示：“当下，P2P在服务小微
和个人消费方面作用并不大，尽
管在年化利率表面上没有超过
24%的上线，但多数平台实际支付
的费用远超过年化利率24%。相比
于国外3%到5%的年化利率，我国
互联网金融尚处于民间金融网络
化阶段，还没有达到服务实体经
济的目标。”

当前国家层面对以互联网金
融为代表的新金融持鼓励和支持
态度。我们相信，不管从创新、风
险控制还是政策方面，2015年应该
会更加有力，给行业探索的机会
又不能任由其野蛮生长。爱宝的
意见是，与其忙着给自己贴上互
联网金融的标签，还不如大家都
本着务实的态度去做一些事情，
服务实体经济，贴合最基本的金
融需求。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
行业，不能只想赚省劲的钱，失掉
底线。不管你贴什么标签，其目的
如果只是攫取最大利润，只是一
个投机者。只有潜心踏实做事，勇
于承担社会责任，我们才能走得
更久远，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

齐鲁银行荧光爱心进校园

“荧光衣真漂亮！”、“穿在身上
像交警叔叔一样精神！”、“上学放
学过马路再也不用那么担心了！”1
月6日上午，齐鲁银行与大众网联
合组织的“荧光童行”公益活动走
进济南的百年名校纬二路小学，为
该校一至三年级的孩子们送上一
份特殊新年礼物——— 500多件荧光
衣，呵护孩子安全出行。

在荧光衣捐赠仪式上，齐鲁
银行办公室主任吴刚、济南市市
中区交警大队公共安全科长黄钰
峰、大众网市场运营中心副主任
王艳丽、济南市纬二路小学校长
烟文英等共同为小学生代表赠送
荧光衣。纬二路小学对齐鲁银行
的“荧光善举”表示感谢，校长烟

文英代表学校向齐鲁银行赠送了
锦旗。

一直以来，齐鲁银行十分重
视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尤其是
在关注教育、关爱师生等公益事
业方面，不断做出努力，先后组织
开展了面向贫困地区的爱心图书
室捐赠以及面对城镇社区的少儿
绘画大赛等活动，通过一个孩子，
带动六个大人，绑定三个家庭，持
续加强齐鲁银行品牌建设，赢得
社会良好声誉。

此次“荧光童行”，齐鲁银行
选择位处繁华市区或交通干道周
边的三所小学，为学生带来更周
全的出行保障，将进一步彰显齐
鲁银行爱心公益企业形象。(吴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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