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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彭巧容報道

調整產品

隨着中國整治現金貸通
知出台，要求持牌經營、利
率不得高於36%、無消費場
景暫停發放、禁止通過P2P
網貸融入資金等，部分小額
貸款公司已着力收回資金向
消費貸款轉型。分析認為，
行業面臨洗牌在所難免，以
無牌、現金貸為主的公司或
被淘汰。

龍頭水足易過關 無牌機構或淘汰？

新規整頓 現金貸勢洗牌

中國人民銀行聯合銀監會本月初
發出《通知》正式規範整頓現金貸業
務。將現金貸定義為無特定場景依
託、無指定用途、無客戶群體限定的
小額資金出借業務，特點是期限短、
利率高、無抵押。分析人士稱，《通
知》對現金貸業務作出要持牌經營、
利率不得高於36%、無消費場景的暫
停發放、禁止通過P2P網貸融入資
金、銀行不得為無牌機構提供助貸資
金等的嚴苛要求。他們坦言，一些存
在已久、持續在獲客、精細化運營，
並且有豐厚收入和利潤的頭部（龍
頭）公司，肯定能存活下來，惟對大
部分未獲貸款公司牌照的機構，將面
臨重大考驗。

利率限高新增資產或大減
有統計顯示，市場現有逾90%現

金平台是沒有營運牌照，因監管要求
需有牌照才能營運，加上要求年化利
率不得超過36%，有某現金貸平台的
CEO說：“把能收的帳收回來就不玩
了。”現金平台面對利率限制，也缺
乏活水。人人聚財CEO許建文說：
“利率被限後，超小額、超短期現金
貸產品的生存空間被徹底壓縮。”平
台通過高利率來覆蓋高壞帳的盈利模
式被徹底取締，平台將只能選擇低風
險客群並嚴抓風控。不過，目前大多
數中小現金貸平台其實並不具備在利
率限制下繼續經營。

有P2P 開展的符合現金貸特徵的

業務平台，也在透過調整產品結構以
降低利率“限高”影響。新聯在線
CEO陳智誠透露，目前網貸業小額分
散資產的“三駕馬車”是車貸、消費
金額、現金貸。利率“限高”政策落
地後現金貸新增資產將大減。

業界人士表示，《通知》影響最
大是那些無牌機構，特別是資金嚴重
依賴銀行、消費金融公司。曾是現金
貸主要資金方的P2P人士透露，公司
今年七月後已逐漸收量資金供應。十
一月中旬，也有城商行高管稱，監管
層已通過窗口指導方式，開始限制銀
行向現金貸提供資金。

部分公司“出海”經營
對無牌現金貸平台來說，最直接

取得資格的方法是爭取營運牌照。有
牌照中介透露，網絡小貸牌照轉讓價
上半年是3,000多萬（人民幣，下
同），現在一般也是4,000多萬。惟
《通知》出台後翌日，有人提出8,000
萬轉讓互聯網小貸牌照的信息。轉讓
方式是兩年內股權代持、兩年後股權
變更。惟因持牌人也需符合條件，持
有牌照的成本也不低，故目前仍處於
有價無市。需求驅使下，分析人士不
排除有部分無牌平台“豁出去”經營
地下業務高利吸客，但因線下高利貸
業務不好批量獲客，難做大規模，現
金貸公司或難以適應。惟他們相信有
部分可能追隨龍頭公司“出海”，有
部分公司已到東南亞一帶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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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本事貸的幹
嘛要還，（暴
力催收）丟水
裏也不會還

烏XX
•按期還了誰
還催收，這
也是保護投
資人的利益

不可暴力催債“老賴”有恃無恐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陸韵西報道：

現金貸業務的整改通知下發，猶如一顆驚
雷在行業內炸開，許多存在已久的問題亦
紛紛浮出水面甚至集中爆發。其中貸款逾
期的問題、新型“老賴”浮面，引起市場
關注。

“老賴”是指有經濟能力，但拖欠別
人錢卻遲遲不還的人。這類在網絡上現金
貸平台借貸不還的人群，被稱為新型“老
賴”，當中大多為互聯網深度使用者，熟
悉互聯網規則，利用互聯網金融現階段存
在的種種漏洞和缺陷，套取貸款資金。

在現金貸新規下，禁止現金貸公司通
過P2P網貸引入資金，更嚴禁銀行為無牌機
構提供資金。無奈之下，大多數機構只能
縮小貸款規模，並加緊回收貸款資金。此
舉令大批“拆東牆，補西牆”的多頭借貸
用戶猝不及防。貸新款、還舊債的招式已
然失靈，故只能當上“老賴”。

中國風控體系的不健全，亦成為“老
賴”得以生存的重要條件。中國對於公民

的徵信體系尚未完善，而眾多的現金貸公
司更是在風控上存在大缺陷，不同公司間
的用戶數據並不共享互通。有公司為了業
績，風控上更為放鬆。信用成為一張無償
套現的單向支票，“老賴們”乘機在不同
平台大肆借貸。據前海徵信數據總監姚志
勇介紹，這類“老賴”從借款開始，“就
壓根沒打算還款”。

新規之中“不可暴力催債”的規定，
讓“老賴”更加有恃無恐。在互聯網相關
金融論壇上，有“老賴”揚言：“可以不
用還錢了，國家說了，不能暴力催收。”
更有人認為“法不責眾”，“現在網絡小
貸一刀切，不用還了？”、“這幾天將有
幾百萬人陸續面臨逾期，怕啥”。

由此看來，“老賴”的問題不僅關係
到現金貸公司層面，更是一個系統性問
題。這樣一個刮骨療毒的過程，必然會經
歷種種問題和陣痛，這方面除在設計和完
善貸款的體系做工夫，亦需要一點時間和
耐心。

網貸人心聲 WowWee
•借貸的時候一定要想清
楚，尤其是大學生。（如果
逾期欠債）上了徵信（記
錄），你以後人生從此完蛋

（大公報實習記者陸韵西製表）

阮XX
•老賴都活該，有些老賴把憑本事
借的錢為什麼要還當口頭禪，不
狠狠打擊暴力打擊，他不會怕

肆大才子
•不怕自己被催，就怕自己的交際
圈、人際網、親情鏈被毀

QQ樂園
•暴力催收應以不危害其生
命為底線，但老賴借錢不
還違約在先理應承擔一定
的催收後果

小貸公司應對方法

減少貸款 爭取牌照 尋求轉型

縮量貸款，只
向舊客戶提供
服務

加大追收力度，重
新調整產品，轉型
消費分期

搶牌照，無牌機構透過
購入其他網絡小貸牌
照，取得貸款公司資格

回到線下，
或 是 “ 出
海”

▲新規落地後，行業面臨洗牌在

所難免，以無牌、現金貸為主的

公司或被淘汰
網上截圖

【大公報訊】記者黃裕慶報道：
人民幣兌美元匯價今年以來保持穩
定，惟離岸人民幣債券（俗稱點心
債）市場持續疲弱。據渣打銀行統
計，年初至今（截至7日）的點心債發
行量為1,640億元（人民幣，下同），
只及去年全年發行量（3,200億）的
51%左右，勢將連續第三年下跌。分析
相信2018年的點心債發行量將錄得改
善，但離岸美元債仍是主流，有力再
挑戰歷史新高。

踏入12月中之後，由於臨近聖誕
假期和年尾，債券市場一般偏向淡
靜，故大局已定。在今年一月，渣打
銀行已預測2017年點心債發行量將持

續下滑，發行量料介乎1,900至2,100億
元；以目前走勢來看，全年發行量可
能只及預測水平下限。

由於內地債券市場的融資成本相
對低於離岸市場，加上點心債的再融
資需求不大，是導致點心債發行量急
跌的主要原因。另方面，香港最新的
人民幣存款數字為5,403億元（截至10
月底），雖然連升兩個月，仍較去年
底（5,467億源）低近1.2%。展望明
年，雖然渣打銀行仍未公佈對2018年
點心債發行量的預測，渣打銀行中國
宏觀策略師劉潔回覆《大公報》查詢
時說，預期點心債發行量將錄得改
善，主要是境內市場最近出現債券拋

售潮，10年期國債的孳息率升破3.9
厘，持續於2014年底以來的三年高位
徘徊。

由於境內債券市場氛圍轉差，她
預期部分企業到境外市場發債的誘因
趨升。儘管預期點心債市場有望回
暖，劉潔相信中資企業到境外發行美
元債仍然會是主流。她解釋，境內市
場的信貸環境收緊，加上在“一帶一
路”倡議下，中資企業在境外融資的
潛在需求上升，將進一步推高離岸美
元債發行量。另外，國家發改委在最
近數星期批准更多企業在離岸市場發
行美元債，她預料由2018年初開始，
離岸美元債的發行量已經相當大。

【大公報訊】記者丁樹勇昆明
報道：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副主席張
高波在雲南昆明出席第二屆“中國
─東盟企業家論壇”致辭時提到，
無論是聯合國倡導的南南合作，還
是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核心
都是要推動南南國家之間的互聯互
通，而設立香港“一帶一路”板，
料將解決金融互通遇到的問題。

張高波續稱，30多年前內地與
香港共同創造了紅籌股，為資金奇
缺的中國企業聚集了發展資金，為
海外投資者提供了分享中國發展機
會的方便渠道，也大幅提升了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現在中國有
了大量的資金儲備和經驗，而大量
的南南國家和東盟國家有發展機
會，也在尋求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
國際投資。把這些國家的發展機會
和相關資源，注入這些國家成立的
控股公司，在香港上市吸引包括中
國在內的投資者。

今年點心債發1640億 按年縮半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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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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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板

▲▲《《戰狼戰狼22》》登頂中國電影票房冠軍登頂中國電影票房冠軍

中國電影票房冀倍增至千億
【大公報訊】記者趙建強報道：

截至今年11月止，中國電影票房已經
突破500億元（人民幣，下同），觀影
人次達到14.48億，但用戶年均觀影頻
次從去年的7.36%下降到5.80%，上座
率也下滑到13.3%，遠低於日本的45%
和北美逾30%的上座率。阿里影業高級
副總裁李捷表示，用戶觀影欲望下降
的最大原因，是用戶體驗不足。期望
從內容、宣發和影院三個方面變革用
戶體驗，以創造中國電影行業新的500
億元增量，實現千億票房。

過去十年內，中國電影院的擴建
一路飆升，從2007年的1,427家到2016

年 8,817 家 ， 年 均 複 合 增 長 率 達 到
22.43%。至2017年，全國影院數和銀
幕數更快速擴張到8,928家和4.3萬塊，
而網絡票務平台用了兩三年時間，將
購票從櫃枱遷移到線上，使用戶的消
費路徑趨向便捷，助推了《戰狼2》創
造電影票房新紀錄。

在2017中國文娛產業峰會上，李
捷指出，中國用戶觀影欲望降低，主
要因素是用戶體驗不足。因此要為市
場增量，他認為須從搭伙組局升級為
工業化製造，宣發從傳統宣傳與發行
升級為整合營銷，即要實現線上與線
下，商品與內容、觀眾與自媒體，以

及傳播和用戶互動的整合。
而在創新變革用戶體驗上，李捷

稱“淘票票致力於通過推動效率和體
驗的變革，實現中國電影市場的下一
個500億。”李捷期望，未來兩三年，
上座率提升到20%，就能夠實現700億
票房，如果上座率翻一倍，就可以成
就千億中國電影票房。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副主席張高波
大公報記者丁樹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