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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群「擠爆」每人或虧數萬元

東莞「團貸網」涉非法集資被立案
注冊用戶830萬 兩控制人已歸案

■2015年7月15日

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

（日金寶）未兌付資金

430億元人民幣

■2015年12月8日

安徽鈺誠控股集團（e

租寶） 非法吸收公眾

資金累計人民幣762億

餘元

■2016年4月6日

中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中晉） 向社會不特

定公眾募集資金達400

億餘元人民幣

■2017年12月27日

錢寶網 未兌付集資參

與人的本金數額達300

億元人民幣

■2018年4月11日

善林（上海）金融信息

服務有限公司（善林金

融）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共計600億餘元人民幣

■2018年7月3日

浙江佐助金融信息服務

有限公司（牛板金） 非

法吸收公眾資金累計人

民幣39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整理

內地P2P「爆雷」案（部分）

昨日，東莞市公安局發佈情況通報稱，
前日，團貸網實際控制人唐某、張某

主動向東莞市公安局投案。東莞市公安局
已對團貸網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立案
偵查，並依法對「團貸網」實際控制人唐
某、張某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目前，案件
正在依法偵辦中。
據工商資料顯示，東莞團貸網互聯網科
技服務有限公司成立於2016年2月4日；控
股股東為唐軍，其同樣為A股上市公司派
生科技實控人。

號稱全國級別「頭部平台」
團貸網官網數據顯示，截至今年2月28
日，其借貸總餘額為145億元，當前出借人
數22萬人，累計註冊用戶達830萬人。在
內地網絡借貸平台行業裡，團貸網被稱為
全國級別的「頭部平台」——即具有很強
盈利能力、穩定兜底實力、借貸餘額要有
過百億的規模。

最大客戶投資逾千萬元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數據顯示，團貸網
的資金存款銀行為廈門銀行，此外團貸網
還與寶付科技、易寶支付、聯動優勢、通
聯支付、快錢支付等多家第三方支付機構
存在合作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團貸網從
去年1月開始，在互金協會上所披露的所有
逾期數據均為0。
根據網貸之家數據顯示， 公司前日當天
成交金額就有 1.4 億元，累計待還餘額
94.89 億元，公司理財產品平均收益率
9.19%，平均借款期限約兩個月。從借款期
限來看，公司理財產品以短期理財為主。

根據網貸之家深度數據顯示，團貸網投
資前十的客戶，最大金額為1,178.2萬元，
平均投資期限為27.24個月，排名第十的投
資人金額為403.33萬元，平均借款期限為
23.39月。據報道，就在團貸網被正式立案
的前幾日，網上便已經有了團貸網將要清
盤的傳聞；不過團貸網彼時卻表示，平台
所有產品都在正常經營，可以繼續購買。

運營主體「派生科技」停牌
需要注意的是，團貸網的運營主體為派

生集團科技有限公司，其實際控制人「唐
某、張某」即唐軍和張林；前者是派生科
技的實際控制人，後者則為派生科技的董
事長和總經理。可以理解為團貸網的「曲
線上市」。

「派生」股價過去三年升12倍
內地財經媒體分析認為，團貸網的爆

雷，必將殃及派生科技。派生科技目前
203.3億元市值，自昨日起開始停牌。
據介紹，派生科技是過去三年滬深市場

最大的牛股之一。如果從2016年1月的最
低點4.99元開始計算，至今年3月最高點
60.17元 —— 過去三年，派生科技上漲了
12倍。

在團貸網官方微博下，
投資人自發組建了維權群
進行信息共享；事件公佈
後不到2小時時間，維權群
就達到了1,000人的上限。

香港文匯報記者通過團貸網維權群了
解到，東莞市公安部門昨日公佈了三種
投資人登記方式後，由於短時間大批投
資人進行網上登記，導致網上登記平台
出現了暫時「癱瘓」的情況。
不少投資人在維權群中表示，昨日登陸

團貸網App選擇金額提現已無法操作。香
港文匯報記者獲悉，群內投資人在團貸網
投入的金額少至數萬元（人民幣，下
同），多至近百萬；有用戶投資數年，也
有用戶上個月才剛剛投入資金。

一位網名為「陌晨」的網友在群中表
示，自己去年將家裡給的數十萬購房款
投入團貸網，事發後不知能否將金額追
回，也不敢告訴家中長輩，十分無奈。

25至35歲散戶最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通過比對發現，維權

群中的散戶投資人，多為25歲至35歲
年齡區間的工薪階層；投資人投入團貸
網的款項也多是自己打拚攢下的存款，
亦有小部分為長輩提供的置業款。
對照去年多起P2P「爆雷」事件中投資

人款項追回難的情況，此次團貸網「爆
雷」或也將使得大部分投資人血本無
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廣網及金融街報道，內地又一P2P網絡借貸平台

「爆雷」。據悉，東莞團貸網互聯網科技服務有限公司（下稱「團貸

網」）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東莞市公安局已立案偵查，並對兩名主動

投案的實際控制人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團貸網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東莞市公安局已立案偵查，並對兩名主動投案的實
際控制人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網上圖片

團貸網數據
（截至上月底）
累計註冊用戶人數：
逾830萬人

當前出借人數：
22.2萬人

歷史累計成交量：
1,307.7億元

借貸餘額：逾145億元

待償金額：118.9億元

■綜合內地媒體報道整理

■張林 網上圖片■唐軍 網上圖片

 &

警媽：千戶信息記心上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食
以烹為饗。昨日，在深圳中
英街社區回歸廣場，第二屆
中英街深港兩地「小時候的
味道」烹飪大賽開幕，60位
來自深港兩地的居民現場進
行廚藝大比拚。不少參賽選
手表示，非常喜歡這樣的活
動，希望以後會有更多機
會，讓更多的烹飪愛好者有
機會同台比拚。

增進兩地文化情感交流
記者在現場看到，在主

持人宣佈比賽開始後，參賽
選手們迅速進入狀態，紛紛
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煎、
炒、炸、燜、蒸百般武藝齊
上陣，真可謂「八仙過海各
顯神通」。不一會兒，菜餚
的香味便撲鼻而來。這其
中，既有「火龍果炒鮮蝦」
的創意菜，也有擺盤精美、
色澤誘人的家常美食，選手
們的巧手廚藝贏來了現場觀
眾的陣陣稱讚。評委們根據
選手的時間掌握、菜品搭
配、創意設計，加之菜品的
色、香、味、意、形、養等
方面進行細心評選，最終評
出一等獎 3名，二等獎 6
名，三等獎10名，紀念獎
若干名。本次大賽充分展示
了深港兩地居民的烹飪技
能，增進了兩地居民的文化
情感交流。賽後，參賽選手

表示，非常喜歡這樣的活動，希望以後
會有更多機會，能讓更多的烹飪愛好者
有機會同台比拚。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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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7歲的楊麗在1979年進入重慶市渝中
區望龍門派出所。那時，身為派出所老民警的
父親楊邦鑫叮囑她：「穿上這身警服，就與老
百姓站在了一起。你，是為老百姓服務的。」
性格爽朗、直率的楊麗，工作中非常幹練，短

短幾年時間，她不分白晝黑夜，用雙腳將分管片
區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戶地走了一遍又一遍，腦
子裡記下1,000多戶、4,000多人的戶籍信息。

「當時只要提起片區內有某個人，我就能說
出他多少歲、住哪裡、幹什麼工作，家裡什麼
情況等等信息。」楊麗說，沒電腦、互聯網的
年代，警察就是這樣辦公的。
丈夫犧牲後，楊麗調入了丈夫生前所在的崗
位。楊麗說，從警40多年來，黃色、白色、綠
色、藍色的警服她都穿過。還有3年她就退休
了，很捨不得脫下這身光榮的警服。

外公：新中國首代警察
楊子一的外公楊邦鑫，今年88歲了，是渝
中區原石板坡派出所的副所長，也是新中國
成立後的第一代警察。
楊子一說，外公是位很有經驗的基層民警，做
事既有親和力，也講方式方法。以前，調皮搗蛋
的青少年做了「壞事」被外公逮到，外公會鐵面
無私地處罰他們，可在法律允許的條件下，外公

又盡量保證他們的前
途不受影響。
楊子一說，外公既

敬業又熱心腸，即便是不在崗，碰到突發意外
情況，也常常會趕回派出所。印象中，他的
外公最常說：「警察的職責是全天候
24小時的，不分上班與下班。」

第三代：「幕後偵探」助破案
2008年，楊子一從重慶警察學院畢
業後，做過巡警、交巡警，曾為10多
個走失的幼童找到家人。4年後，楊
子一加入渝中區公安分局法制支隊，
成為一名法制民警、協助同事破案的
「幕後偵探」，確保每一起案件都在
公平的法制過程中完結，保證每一位
涉案人員的合法權益，懲戒每一個違
法亂紀的犯罪分子。

作為警察大家庭的一員，楊子一有
個願望始終無法實現，那就是全家一
起吃頓團年飯。「犧牲小家的團聚，
守護萬家的祥和，這
是我們當警
察的應該做
到的。」母
親楊麗在一
旁補充說。

警爸：出警遇車禍犧牲
1990年7月31日，楊子一的父
親趙佳在出警巡邏途中遭遇車禍犧
牲。直到現在，楊子一的母親楊麗
聊起丈夫還會哭。1978年，大學
畢業的趙佳進入警隊，警務工作多
而雜，但趙佳總是能一件件耐心處
理。雖然轉入內保崗位了，但趙佳
的心還一直留在辦案一線。
楊麗回憶說，有一次，他們帶

着1歲多的兒子去文化宮玩，剛
走到門口，就聽到有人喊「抓小
偷！」，趙佳一把將孩子遞給
她，轉身就追了出去。

今年32歲的楊子一，是渝中區
公安分局法制支隊民警。在他的
家庭中，祖孫三代共出了10位警
察，除了他和父母，還有外公、
外婆、爺爺、奶奶、二舅、二舅
媽和表姐。全家都是警察，這讓
楊子一一直倍感自豪，警察夢從
小就扎根於心，從來不曾動搖。

三代皆警察

◀◀ 工作中工作中
的楊子一的楊子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楊子一的母親
楊麗。 網上圖片

◀◀楊子一和外公楊子一和外公
外婆合影外婆合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參賽者將作品呈上評獎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