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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将启动为期一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专项整治，P2P网贷是整治重点之一

河南P2P整肃风暴前夜
□本报记者 万军伟

核心提示 | 备受关注的P2P平台，再度被置于风口浪尖。
4月14日，国务院组织14个部委召开电视会议，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一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专项整治。同一天，国务院批复并印

发了由央行牵头、10余个部委参与起草的相关整治工作的配套文件。据称，P2P网贷将是这次专项整治的重点领域之一。
去年以来，P2P领域集中爆发的“跑路”和“兑付困难”，令这一互联网金融平台饱受争议，河南也出现了多起P2P平台跑路事件。在整

肃风暴来临前夕，河南的P2P平台是怎样一种生态？

“跑路潮”影响
P2P行业笼罩阴影

“现在出去甚至都不
好意思说自己是干P2P
的。”4月15日，郑州一家
P2P平台从业人员告诉
记者，“好多人会问，这么
多跑路的，你们平台没事
吧？”

从风光无限到行业
信誉一落千丈，P2P的身
份转变，似乎也就短短
几个月时间。去年以
来，从泛亚集团、e租宝、
鑫琦资产，到金鹿财行、
中晋资产等规模数十亿
甚至百亿人民币的理财
平台如骨牌般倒下，P2P
似乎沦为非法集资、诈
骗者的温床。

第三方平台网贷之
家向本报记者提供的数
据显示，截至 2016年 3
月底，网贷行业正常运
营平台数量为2461家，
问题平台累计达到1523
家，比例达38%。

河南同样未能幸
免。该机构统计显示，
2016年1月至今全国范
围内已有281家平台被
曝出问题，其中河南新
增10家。

事实上，从去年12
月以来，包括理财邦在
内的“出事”平台，已在
河南投资者中造成不小
影响。

记 者 注 意 到 ，自
2015 年 12 月 21 日起，
理财邦投资者们应得的
投资利息及本金迟迟无
法到账，随后公司高层
失联。此次事件涉及约
10万名投资者，涉及投

资金额逾10亿元。
当月，网贷之家曾经

对这家平台进行预警，称
其“提现困难”。从理财
邦官方公布的资料来看，
理财邦共有注册用户10
万人，投资金额约12亿
元。

根据网贷之家的统
计，截至目前，在河南至
少出现问题平台34家。

记者注意到，P2P网
贷在迅速发展过程中，
存在四大乱象：一是庞
氏骗局，通过伪造虚构
不真实的“空头项目”骗
取投资人的资金；二是
集资乱象，由于准入门
槛低而且吸储极具隐蔽
性，通过借助投资人的
资金建立资金池、缓释
流动性风险、非法集资；
三是伪概念横行，在P2P
等创新概念的伪装下从
事一些非法经营活动；
四是包装乱象，很多平
台为了获得投资人的信
任过度包装，甚至出具
一些虚构平台背景的现
象。

一位P2P行业从业
人士告诉记者，由于河
南的P2P无论是整体规
模还是数量上，均相对
落后，因此在问题平台
的数量和涉及资金规模
上，相对全国北上广深
等一线城市并不严重。

受问题频发的P2P
平台影响，河南原本并
不发达的P2P行业，更被
蒙上一层阴影。

迎接整顿
忐忑中的自我整改

“现在还没接到相关部
门的通知。”4月19日，互联
网金融平台网交所运营总监
路孝义告诉记者。

路孝义所说的通知，是
此次全国范围的互联网金融
领域专项整治在河南的落
地。包括路孝义在内的P2P
平台从业人员，正在迎接此
次专项整治的洗礼。

对于此次整顿，多数业
内人士表示“非常被动”。本
报记者注意到，一些具备一
定规模的P2P平台，已经在
着手自我整改。

2015年 12月 28日，银
监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等部门研究起草的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
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正式发布，让P2P有据可依。

《办法》界定了网贷内
涵，明确了使用范围及网贷
活动的基本原则，重申了从
业机构作为信息中介的法律
地位，更明确了网贷业务规
则和风险管理要求，划定了
12条“红线”。

路孝义称，网交所正在
按照相关规定，对自身的风
控体系、信息披露等重新梳
理，自我整改。“我们正在对
接省内一家银行，洽谈资金
存管业务。”路孝义告诉记
者，“之前的资金存管业务主
要交由汇付天下，今后我们
希望这一角色由银行完成。”

去年8月，网交所已与上
述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约定在客户资源共享、业务
合作、研发风控模式和资金
监管及支付通道等方面展开
合作。

在整肃风暴前夕，网交
所还要调整业务结构。“农业
方面，我们正在做永达集团
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也就是
服务永达上游的农户，有永
达集团的信用担保，能一定
程度减低风险，首批已经做
了1000多万元。”路孝义表
示，接下来，这种模式还将复
制到其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中。

本报记者注意到，多家
P2P平台，均在按照相关部
门规定，努力调整公司业务
架构，力求达到监管要求。

对于此次整顿，业内普
遍认为，“非常有必要”。中
国联保投资网董事长吴鲲鹏
告诉大河报记者，大环境不
好，P2P行业是该整顿了。

引风投、靠政府、傍银行
P2P八仙过海“强增信”

在河南P2P江湖，一方面是
问题平台频现，另一方面则是新
资本的进入。

今年3月11日，河南聚金金
融服务公司（以下称聚金资本）
与和璞（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称和璞资本）签署协议，
聚金资本宣称，获得和璞资本
6000万A轮风投。

公开信息显示，聚金资本定
位于“基于个人对新三板企业贷
款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聚金资
本合伙创始人陈聚金称，聚金资
本是第二家获得投资的河南本
土平台。

1月11日，国内首家以短期
融资为核心业务的互联网金融
平台短融网，宣布完成由辅仁集
团投资的总金额为3.9亿元人民
币的B轮融资。本轮融资后，辅
仁集团成为短融网第一大股东。

不仅风投资本，国有资本同
样踏入P2P领域。

去年12月，郑州投资控股
旗下互联网金融平台郑投网上
线测试。公开信息显示，河南郑
投网的第一大股东郑州投资控

股，是郑州市国资委国有独资公
司，郑州三大（郑发投、郑州控
股、郑州地产）投融资平台中唯
一一个产业类投融资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郑投网不仅
具备国有背景，还有银行做背
书。今年1月20日，在郑投网与
兴业银行的资金存管协议签约仪
式上，郑投网董事长连中峰称，该
平台已对社会公众全面放开注
册，进入上线阶段。郑投网也成
为省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
真正实现资金银行存管的网络借
贷平台。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以
来，银行、国资、上市公司、风投
资本不断地涌入网贷行业，加速
对网贷布局。国内网贷行业获
得风投青睐的平台已经达68家，
上市公司、国资国企入股的平台
分别为48家、68家，银行背景平
台为14家。

在业内人士看来，无论是引
入风投，还是背靠政府以及傍上
银行，这对P2P平台而言，将成
为增信手段。

由乱到治
P2P平台或批量退出市场

“任何一个行业，都会经
历由乱到治的过程，P2P网
贷平台同样如此。”某网贷信
息服务中介平台运营负责人
告诉记者，“这是行业发展的
必经阶段。”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随
着国家对互联网金融一系列
监管意见和规定陆续出台以
及此次专项整治的到来，部分
平台或已打算退出市场。

“监管和整顿其实只是
导火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
部分平台进入准备不足、盈
利难以支撑发展的阶段。”河
南一家P2P平台负责人说。

这位人士告诉记者，相
对北上广深等地，河南的
P2P 市场投资者活跃度较
低，对互联网金融投资偏于
保守，这导致河南P2P市场
整体规模不太大。但另一方
面，由于前些年担保业在河
南过度发展，河南投资者思
想上更追求高回报率。

但如今的一个行业现状
是，P2P高收益时代一去不
复返，资产端竞争日渐白热
化。这使得P2P平台在赢利
上日趋艰难。

“和大家想的不一样，河
南市场上近半P2P平台基本
不赚钱。”一位业内人士说。

当前，不管是银行等传
统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金
融等新兴金融业态，均面临

“资产荒”挑战。互联网金融
平台比拼的重点从此前的争
夺和积累用户，逐步转变为追
求资产质量和提高风控水平。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如
今的草根 P2P 生存愈发艰
难，按照监管要求，还需要进
行资金存管业务等，行业门槛
将逐渐抬高，将为中小P2P平
台带来严峻挑战和压力。

“做P2P平台，一开始就
抱着圈钱跑路心态的公司，
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平台是
后续经营出了问题。”一位
P2P从业人士告诉记者，“如
今，随着监管趋严和专项整
治的到来，批量P2P公司难
以满足监管要求，再加上大
环境下投资者不信任加剧，
一部分P2P公司关张和退出
市场将是大概率事件。”

“这对行业其实是好
事。”这位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此次国务院牵头启动的为
期一年的全国P2P专项整治
活动，有助于肃清行业乱象、
规范业务模式。未来的P2P
行业，将可能迎来专业化和市
场细分，形成一批大平台占据
市场主要份额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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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行业将迎来全国性整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