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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網貸商掀爆煲潮 兩周71家
現金流斷裂 老闆齊走佬 涉資達數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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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近兩年來國家在規範P2P行業發展，
備案制和嚴厲的監管打擊了一些混水摸

魚的網貸公司，但是由於行業發展環境不佳，
許多P2P集中在小額房貸、車貸和個人或企業
消費貸，市場競爭激烈，一旦一些公司風險控
制不嚴，風險便會大增。近一個月以來內地
P2P集中爆發危機，並掀起一波波高潮。

投資者恐慌 錢爸爸提現困難
深圳互金平台錢爸爸近日發佈公告稱，由於
近期多家平台相繼出現了逾期和兌付困難，投
資者恐慌情緒蔓延，導致平台部分出借者出現
匯款延遲的現象，目前寶安區經偵部門已經介
入調查。該公司官網顯示，其於2013年1月
15日成立，截至7月中旬，該公司累計交易總
額325億元，累計交易筆數75.29萬筆，由平
安銀行存管。
錢爸爸表示，目前主要問題是現金流斷裂，
但資產能夠覆蓋現有資金缺口，只是需要一些
時間。當下正與政府監管部門溝通，並在5至
7個工作日內給出詳細的兌付方案，以保證投
資人的權益，並稱已經加大工作崗位人手配
置，並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按計劃、有序的解
決用戶的回款問題。有投資者告訴記者，錢爸
爸早在本月初就出現提現困難。自己7月2號
在錢爸爸上的提現到7月5號仍未到賬，有的7
月3號提現至今仍未到賬。

投之家傳受查 CEO表明自首
比錢爸爸更甚的是，深圳另一家P2P投之家
最近高管全部跑路了，員工也跟着跑路。有投
資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最近幾天投之家網
站和App怎麼都打不開了，網上流傳投之家被
經偵調查的消息。據悉，截至今年7月13日，
投之家平台累計用戶數287萬人，累計借貸金
額近266億元，借貸餘額29億元。
投之家2016年8月獲風投機構創東方領投的

8,000萬元A輪融資，去年12月，又獲鼎暉投
資、賽富投資基金的戰略融資。一個月前，投
之家剛剛宣佈收穫新一輪融資，平台估值達到
10億元。7月14日深夜，投之家平台CEO黃
詩樵發朋友圈表示，他關機反思了一天，經過
多番思考後，準備向公安機關自首。他稱自己
並不是一個跑路的人，願意盡己所能，挽回投
資者損失。

與深圳類似的，內地許多城市都出現P2P暴雷，香港文匯報
記者獲悉，杭州P2P公司牛板金被杭州市公安局偵查，該平台
法人代表王旭航表示，旗下主要是兩類產品，一類是「牛錢
袋」，一類是「牛寶豐」，出現逾期的是「牛錢袋」，逾期無
法兌付的資金總額高達31.5億元（人民幣，下同）。
記者通過報料人獲悉，一個更令人吃驚的消息是，類似P2P

風險相對較小從事銀行承兌匯票的上海銀票網倒閉了，老闆自
首。但是，其牽連的投資者巨大，遍佈全國，包括上海、北
京、西安等眾多受害者。據北京投資者劉素告訴記者，在銀票
網投資數百萬的達到近百人，而投資50萬至100萬元的也同樣
有近百人，甚至有一位投資者將600萬元的全部家當投入卻血
本無歸。

銀票網受害者逾萬人
她告訴記者，目前銀票網待回款數額高達4.9億元，全國總

受害者高達逾萬人，上海公安局經偵人員已介入。她透露，北
京投資者擬18日在當地採取維權行動，而許多全國投資者已
雲集上海舉行了多場抗議維權活動。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近一個月來，內地已有逾百P2P平台跑

路或倒閉等，進入7月更是愈演愈烈，短短10多天便有70多
家平台暴雷，出現提現困難或集體跑路等。內地互聯網金融正
在上演新一輪倒閉高潮。

受備案制等嚴厲監管和市場環境不

佳等綜合因素影響，近一個月來內地

爆發新一輪互聯網金融公司（P2P）

倒閉潮。深圳的投之家、錢爸爸、杭

州牛板金、上海銀票網等公司，相繼

出現老闆跑路或公司倒閉，令內地投

資者損失慘重。據不完全統計，近一

個月以來，內地逾百P2P公司驚現暴

雷，出現提現困難、集體跑路或者關

門。更可怕的是，近10多天便有71

家平台暴雷，包括正規平台和非法集

資都猝然崩塌，部分平台逾期無法兌

付的款項達數十億元（人民幣，下

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根據國家互聯網金融
風險分析技術平台的最
新監測，截至今年 6 月

30日，內地在運營的P2P平台共2,835家；
今年上半年新增P2P平台36家，消亡721
家。在業內專家看來，當前，網貸行業正直
面致命去槓桿，行業優質平台或脫穎而出，
而更多平台或將死於2018年。

三年後料僅剩不足一成
據中金預測，近期內地P2P網貸平台關停

數量增加，預計P2P退潮或仍將持續2至3
年。中金指出，在滿足監管合規要求基礎
上，再考慮運營成本的攀升，3年後正常運
轉平台預計不超過200家。這一數量意味
着，將僅目前運營平台數量10%左右的平台
能活下來。

深圳一業內專家表示，此次P2P倒閉潮，
是多種因素導致的結果：隨着嚴厲的監管政
策備案制等推進，一些老百姓把錢紛紛從
P2P平台提出來。而銀保監會提出年收益高
於6個點以上要打問號，8個點比較危險，
10個點以上肯定是要血本無歸的，這也令
民眾不敢投資；平台的運營跟風控能力有待
加強，今年出台的資管新規，突出金融去槓
桿，在去槓桿的過程中，對這些資金的運作

方的壓力大大的增加了；6月30日其實是資
金周轉的一個大限，很容易導致P2P平台出
現擠兌潮。

將建立風險防範機制
此外，央行7月9日發佈消息稱，人民銀

行此前召開下一階段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
治工作部署會議，會議強調要堅決打贏互聯
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的攻堅戰，爭取1至2
年內完成專項整治，建立互聯網金融風險防
範的長效機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位於上海的銀票網最近因倒閉導
致全國成千上萬投資者損失慘重，
但是，許多投資者想不到的是，他
們的業務銀行承兌票據，是剛性兌
付，不應該出現問題，並且利率也
只有7%，並不高。但令他們沒想
到的是，給人感覺穩健的銀票網照
樣倒閉，許多投資者是欲哭無淚。

利率7%以為風險低
在北京從事傳媒的洪小姐告訴記

者，她投資銀票網共計4萬元，該
平台40天的銀行承兌票據產品利
率7%，在互聯網金融裡算很低的
利率，她看重的就是銀行承兌票據
是剛性兌付，她購買的產品是7月
7日到期，結果7月6日下午該平
台法人易德勤自首。目前上海警方
經偵已經介入，正在等待全國協
查，現在只接受上海本地報案或者
把材料寄給上海市長寧區公安局經
偵。
從事投資的北京投資者劉素告訴

記者，她是經人介紹，2016年6月
開始投資銀票網，她是搞資金這方
面的工作，比較了解銀行承兌匯票
的性質，銀行承兌匯票是銀行見票
無條件承兌，所以覺得票據作為抵
押物的對企業的借款相對P2P要風
險低。
她從網貸天眼和其他網站上搜索

了票據類的平台，看到銀票網的排
名比較靠前，然後又詳細地看了銀
票網的公司介紹，資金保障和政府
支持等信息，才放心地出借。她購
買的一般都是60至170天、利率
6%至9%左右的項目，目前待回款
金額28萬元，這是家裡的絕大部
分存款了，現在卻得不到賠償，人
都氣暈了。

客戶促立案調查
記者還收到來自陝西154名受害

者的維權信，他們希望警方能幫他
們受害者徹查此案，盡早立案並盡
量追回和減少被詐騙人的損失，該
公司詐騙他們154 名出借人，總計
金額高達1,568.88萬元，而隨着受
害人數持續上升，這一金額還將隨
之大增。

在 P2P行業出現風險集中爆發之
際，包括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深圳
市互聯網金融協會、廣州互聯網金融
協會和上海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等
五大互金協會紛紛發聲，呼籲P2P平
台有序退出，妥善渡過行業風險期。

籲不合格機構有序退出
本周一晚間，中國互金協會官網發
佈消息，協會於當天在京組織召開專
題座談會，指出互金從業機構要積極
主動整改、有效防範化解風險，為整
改合格機構順利納入規範管理創造條
件，並對整改不合格機構實現無風險
退出和有效處置。會議認為，相關部
門應進一步加大打擊惡意逃廢債等行
為，維護規範合同的存續效力。同
時，進一步發揮司法協作、資金存
管、信息披露、信用信息共享等基礎
設施手段作用，形成失信聯合懲戒。
同日，廣州互聯網金融協會發佈
《關於進一步做好網貸機構風險防範
及穩妥退出工作的通知》，要求P2P
網貸機構在行業風險高發期，嚴格落
實中央及省市對網貸限額等監管要
求，做好風險防範；對於擬退出或轉

型的網貸機構，應遵照《風險事件應
急處置預案編寫說明》，及時向相關
監管部門報備和公佈退出計劃及進
度，並做好出借人溝通工作。

退出期間 網站不可關閉
而早在7月13日，深圳市互聯網金
融協會發佈《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
關於積極穩妥應對當前P2P行業流動
性風險及做好退出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會員單位及全市P2P網貸機構，
積極穩妥應對輿情，制定合理的償付
計劃並及時公開。擬主動清盤轉型或
退出的P2P網貸機構，應建立退出工
作領導小組，在退出過程中定期報送
相關信息，並設立糾紛調解小
組。網貸機構退出期間，網貸
機構經營地址不可搬遷，
平台網站不可關閉，平台
的高級管理人員不可失
聯。針對失聯、跑路等惡
性退出或退出過程中存在
違法違規行為的P2P網貸
機構，協會將協助相關監
管部門和執法部門依法對
其進行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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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600萬血本無歸

■銀票網投資者舉行維權活動，一些治安人員前來
維持秩序。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來自全國和上海的銀票網投資者舉行維權活動來自全國和上海的銀票網投資者舉行維權活動。。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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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城市P2P倒閉或提現困難
城市 企業（平台） 狀況

深圳 投之家 倒閉

錢爸爸 倒閉

杭州 牛板金 跑路

多多金服 提現困難

投融家 提現困難

上海 銀票網 倒閉；老闆自首

金吉利寶 提現困難

北京 利利金服 提現困難

小白馬金服 提現困難

製表：記者李昌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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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和深圳互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和深圳互
聯網金融協會在內的五大互金協會紛聯網金融協會在內的五大互金協會紛
紛表態紛表態，，呼籲呼籲PP22PP平台有序退出平台有序退出。。

■■人民銀行強調堅決打贏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人民銀行強調堅決打贏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
整治的攻堅戰整治的攻堅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