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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金融蓬勃兴起的今天，金融

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幅提升，小微企业和个

人创业的融资门槛大大拉低，同时掀起了

一股“全民投资热”，催生了一批“掌上理

财族”。

互联网金融火热的背后，同样隐藏

着不少风险。披着互联网金融外衣非法

集资、经营不善“跑路”、利用监管漏洞套

利……随着风险频频暴露，这些躲在互联

网金融背后的“暗黑力量”，吞噬着人们对

于互联网金融的憧憬，也督促着正本清源

的风险排查抓紧展开。

披着“金融创新”外衣
非法揽财

“近期爆发的一系列风险事件，对行

业的声誉和社会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

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规范

互联网金融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广

泛共识。”央行副行长潘功胜 3月 25日在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大会上表示。

“网络金融、1元起投、随时赎回、14%
左右年化收益率、保本保息”——这是“e
租宝”推销人员发布的“投资理财信息”，

乍一看与时下蓬勃兴起的互联网金融很

像。但是，随着“空手套白狼”的骗局被拆

穿，遍布全国 90万受害投资人的 500亿元

资金，成为这场“庞氏骗局”的悲剧注脚。

乘着居民投资热和“互联网＋”的东

风，一些骗子顺势而为，以P2P网络借贷、

金融创新等名义，翻新着理财投资“圈套”

非法集资。公安机关数据显示，2015年全

国 P2P、融资担保等领域非法集资犯罪较

上年上升 48.8%。一些“财富机构”打着

“网络理财”招牌，线下大量揽客，更把很

多不明就里的老年人的养老积蓄“圈”了

进去。

“不少投资骗局披着互联网外衣，让

投资人觉得‘高深莫测’，没弄明白稀里糊

涂就投资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黄震说，“互联网金融火热，其中也是泥沙

俱下，不少打着技术进步招牌、用创新商

业模式的旗号，做着非法集资，侵害消费

者利益的勾当。”

央行等多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公告，明

确指出“MMM金融互助”具有传销和非法

集资性质，这已是金融监管部门近期第 4
次点名对此类网络投资平台进行风险预

警，但这样的平台一次又一次死灰复燃。

今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政

法部门将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互联网金融

领域专项整治，推动对民间融资借贷活动

的规范和监管，最大限度减少对社会稳定

的影响。今年两会上，央行、银监会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均表示，将开展互联网金融

领域专项整治。

经营漏洞埋下重重“陷
阱”

全国网贷平台从当初 10余家发展到

目前近2600家，“网贷之家”联合创始人朱

明春是见证者之一，“但我也眼看着越来

越多的问题平台‘跑路’，仅去年就有 896
家，是前一年的3倍多。”

业内人士分析，大多数“跑路”的网贷

平台都是因为自身经营问题，最为突出的

是自融风险。深圳网贷平台“网赢天下”、

浙江“中宝投资”等P2P非法集资大案，都

是源于触碰了自融红线。

“本来P2P投资的特点就是小额分散，

但很多平台发布假标，背后是给自己融

资，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就会给投资

人带来极大风险。”北京市网贷协会秘书

长郭大刚说。

一度让民间资本欢欣鼓舞的 P2P 行

业，正在经历平台自融、过度借贷和风险

欺诈等问题的困扰，陷阱处处有。

在支付领域，网络平台信息泄露事件

屡屡发生，木马病毒、钓鱼网站成为网络

支付环境的“毒瘤”。有的不法分子利用

盗取的信息实施诈骗，网购退款骗术翻

新；有的拦截转发短信验证码方式，利用

快捷支付在电商平台购物，实现盗刷，百

姓卡不离身、钱被转走的事情并不鲜见。

在理财领域，不少网络理财平台“混

业”经营，既做P2P网贷撮合业务，也代售

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究其实际，多为

“无牌”经营，没有任何代销牌照，有的业

务之间没有设立好“防火墙”，风险极易传

染。

在融资领域，有的借款人发布虚假信

息，有的宣称投向实体经济，实际却是投

向股市，更有甚者一开始就是为了骗取投

资卷款跑路。一些希望借助互联网理财

的金融“小白”，一味盯着高收益率而忽视

高风险，却不知背后早有金融骗子在盯着

他们。

据郭大刚介绍，当下网贷平台投资人

平均投资额在 10万元左右。“这类群体投

资专业性较弱，抗风险能力较低，一旦出

现风险，容易造成社会问题。而P2P平台

往往缺乏对投资人的适当性提出建议，未

能很好地引导、约束投资人行为。”

潘功胜表示，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缺

乏风险的洗礼，风险意识、合规意识、消费

者权益保护意识淡漠，反洗钱、反恐怖融

资制度与技术支持系统缺失，有些甚至打

着“互联网金融”的幌子进行非法集资、金

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

质，它兼顾了互联网和普惠的特质，所以

对从业者的心态、技术能力、大数据能力

和专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几者缺一

不可。”“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说。

“套利”与“叫停”交织
的创新之路

今年年初，深圳暂停互联网金融企业

商事登记注册，上海、北京也陆续暂停P2P
等新增互联网金融公司登记注册。

屡屡“叫停”的背后，是监管滞后和

金融“创新”产生的套利空间：一些 P2P
平台打着信息中介的名义，做着信用中

介的生意，暗中搞“资金池”，脱离监管视

野；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从事理财、融资

等类似银行的业务，却并没有受到像银

行一样实名开户、信息披露、风险拨备等

监管约束……

潘功胜认为，不论金融机构还是互联

网企业，只要做相同的金融业务，监管的

政策取向、业务规则和标准就应一致，不

应对不同市场主体的监管标准宽严不一，

引发监管套利。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监管，成为摆在

从业人员和监管部门面前的两难。

“京东金融”副总裁金麟表示，有些事

物有一个试错期，监管在这期间还是需要

保持开明态度，但是金融有其特殊性，需

要维护存量客户资金安全，所以监管套利

者也面临政策风险，踩红线也可能使得投

入“打水漂”。

腾讯、支付宝与中信银行合作推出的

虚拟信用卡曾被叫停，同时被叫停的还有

扫码支付。

“互联网金融产生时很多地方没有规

则，完全是新的探索，监管也在逐步了解

和认识新生事物。”“蚂蚁金服”研究院副

院长李振华表示。

近期新一轮扫码支付热背后，正是监

管部门不断调整监管策略给予适当包容

的结果。随着技术改进和人们安全意识

的提升，支付宝在线下扫码支付的推广，

市场上再次掀起一股扫码支付的热潮，但

本轮支付创新并未被叫停，监管部门只是

从整体行业发展上给予了更为系统的规

范。

与此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发布多项有

关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从出台互联网

金融“健康指南”到为网络支付保驾护航，

再到网络借贷监管细则征求意见，互联网

金融行业开始迎来全面监管新时代。

监管细则出台是否会“扼杀”互联网

金融的生命力？业内人士认为，只有这个

行业让人信任，规范经营的公司才能把价

值真正发挥出来，对那些正规发展的企业

并非坏事。

“当然，规则的制定要松紧适度。如

果过紧，确实会使行业失去活力，如果把

风险消灭为零，行业也会不复存在。”李振

华说。

业内专家认为，互联网金融不能一停

了之，需要跳脱“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

监管魔咒；监管要抓住问题的症结和痛

点，行业自身也要加强自律，让互联网金

融在安全红线内快步迈进。随着政府监

管和行业自律有机结合的互联网金融管

理体制逐步搭建，互联网金融行业也将行

稳致远。 （新华社）

一边是“e租宝”骗局及众多网贷平

台倒下，令无数投资者损失惨重；一边是

投资金额节节攀升，网络理财依然火

爆。“鲜花”与“暗雷”并存的网络理财中，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投资者？

“小白”型：
想挣点利息 却丢了本金

【案例】1994年出生的小雨是典型的

投资“小白”：不懂金融、从未理过财。在

朋友介绍下，刚参加工作 5个月的她拿

2000元投了一家P2P。可不到1个月，这

个网贷平台就打不开了。

不过，“人生第一坑”并没有吓着小

雨。2015年 3月，她办了两张额度 1.5万

元的信用卡，并以透支额度的方式又投

了一家名为“沃资本”的P2P。
“刚开始能实现 16%的回报，我看收

益挺可观，就追加到3万元。”小雨告诉记

者，半年后平台出现限制提现、法人失

联。她一下子蒙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每

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直到现在，信用卡欠

款还没还完。

【提示】“小白”型网络理财投资者，

特点是对互联网金融了解几乎为零。起

步一般买“宝宝”类基金，月赚百八十元，

稳当；再进阶则买网贷、股权众筹等名目

繁多的高收益产品。“小白”群体中，不光

有“草根”“踩雷”，一些缺乏经验的大额

投资者也稀里糊涂赔了钱。

“目前大部分网络投资者缺乏真正

的理性分析，容易跟风，甚至盲目相信广

告。”第三方平台“网贷天眼”副总裁潘瑾

健说，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产品收益比银

行理财好，门槛比股票债券低，满足了

“人人理财”的需求；另一方面在缺乏有

效监管和行业规范导致“伪金融”丛生的

背景下，大家的风险意识和判断能力还

没有跟上。

“豪赌”型：
一味追高 明知危险还投

【案例】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李女

士，退休赋闲后开始研究各种网络理

财。2015年 7月，李女士迷上了虚拟货

币，动辄数十倍收益让她深感赚钱之易、

来钱之快。不久，她明知有风险，仍进入

了监管部门已经公开警示多次的MMM
金融互助平台。

“现在年收益 30%、40%的项目我都

没兴趣。”李女士侃侃而谈，“得像MMM
这种投资 1万元一年能变 23万元，发展

下线还有额外收益……”当记者追问具

体收益时，她却说，投得太晚了，钱还没

出来。

【提示】如果说“小白”是不知风险糊

涂理财，那么还有一些人则是无视风险

一味追高，甚至明知有危险还要进去。

一些退休老人，或是从股市“急流勇退”

的“大妈”，尝到甜头就笃信不已。

投资互联网金融多年的王先生告诉

记者，这属于典型的侥幸心态，总认为

能就地生财，“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砸

不到自己手里。所投平台出问题后，有

人为给自己解套，甚至不惜“为虎作伥”

再拉一拨新人“上船”。还有人在失败

后，以更激进的投资试图快速弥补损

失。

专家表示，所谓投资，是以长期收益

和理性分析为基础的。不看项目，不看

资质，对没有任何经营实体和资质者也

敢投，近乎赌博。

“成熟”型：
多年经验 更靠理性分析

【案例】为数不多的，是羿飞这样的

“大神级”资深投资者。从2009年拿十几

万元购买互联网理财到现在近千万元的

投资额度，羿飞在实战中积累了投资经

验，也见证了这一波投资浪潮中的各种

悲欢故事。

“e租宝出事，老投资人很少中招，原

因就是会理性分析。”羿飞给记者算了笔

账，平台给投资人收益 10%到 12%，广告

成本约 5%到 6%，加上房租和人员成本

3%，以及 5%到 15%的返佣，实际融资成

本高达23%到36%，这岂是融资租赁行业

能够承受得了的？

羿飞坦言，即使是摸爬滚打 7 年的

他，也曾在上海的“热贷网”踩了雷。“网

络理财的投资风险确实很难判断，因为

你永远不可能获得足够多信息。但说到

底，最终能得到的收益一定与自身能承

担的风险相匹配。”羿飞说。

【提示】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

究室主任曾刚看来，缺乏成熟的个人投

资者，是中国整个金融市场的“通病”。

互联网理财和传统理财投资并无二致，

只不过从线下到线上后，更低的门槛、更

多的诱惑、更快的速度，放大了投资者的

不足。

“监管部门在严厉打击互联网非法

集资的同时，也要拓宽百姓的投资渠道，

加强对投资者的引导和教育。”曾刚说，

建立良好的投资心态，充分了解投资项

目，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并实现财

富的良好增值。

（新华社）

飞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终于成

立了全国性自律组织——中国互联网金

融协会。近段时间以来，打着“网络金

融”旗号行骗的违法违规案件频频曝光，

不断刺痛大众的神经：为飞奔的互联网

金融系好“安全带”，已是摆在人们面前

绕不过去的紧迫课题。

不可否认，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给

社会生活带来了全新体验，但持续热潮也

带来一些隐患。必须从监管方、从业者、

投资者三方面入手，防止行业风险失控。

为互联网金融系好“安全带”，提升监

管的专业性、有效性是关键。当前，我国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基本规则正陆续落地，

但并不意味着就此可以高枕无忧。面对

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监管主体的专业

性、主动性还没有跟上，面对金融创新与

模仿行为甚至是非法行为的鱼龙混杂，监

管能力、监管经验和监管资源都有着不同

程度的欠缺，监管的有效性面临考验。

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系好“安全带”，

还需要从业者摆脱急功近利、甚至刻意

谋求监管套利的思维。不是把金融简单

地搬到互联网上，就是互联网金融。从

业者必须清楚认识到，只有建立一套有

别于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围绕服务实体

经济和消费者搞创新，才能真正在行业

的稳健运行中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在互联网金融大潮中，风险管控事

关人们的“钱袋子”和许多家庭的稳定幸

福，每个投资者必须切实提高认识。一

些不法分子随便穿个“马甲”就能融资数

十亿元，与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不够、投资

观念不正确有很大关系。不少投资者往

往只看重互联网金融的高收益性，更有

甚者，明知一些非法行为不可持续，但仍

抱着“赚够了就走”的心理。投资者必须

树立理性的投资观念，才能为自己的财

产保值增值系好“安全带”。 （新华社）

套利在左 红线在右
——互联网金融风险扫描

漫画：捞金 □新华社/发

金融“小白”·豪赌“大妈”·投资“大神”
——互联网理财你要做哪一款

为飞奔的互联网金融系好“安全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