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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
“双 11 我买了架飞机！
”

、
照滥放贷款
牌
无
，
疑
质
和
发广泛关注
行业乱
“现金贷”引
用户隐私等
露
近期，
泄
、
收
催
、暴 力
的超高利率
动 辄 500%
贷
的线上高利
。
甲
出
马
爆
着
断
披
不
象
，还 是
是金融创新
现金贷到底
？
含哪些风险
“陷阱”？蕴

现金贷
？
”
贷
阱
“陷
还是
上
管加强箭在弦
监

超高利
率

泄露 隐私
用户

暴力催收

969192128920997.02 元！
电脑屏幕前的黄平是用鼠标一位位点着
数，总算才算清这个一长串的数字到底是多少
钱——969 万亿，这是从 11 月 10 日晚 8 点多开
始，还不到 24 小时黄平淘宝店的待收款项，计
算出这个数字，淘宝的系统甚至还卡了下壳。
黄平哭笑不得，
这个玩笑可开大了。
和普通的淘宝店不同，黄平的淘宝店卖的
是飞机，真的能载人飞行的那种。他本人是公
司总经理，
开淘宝店的初衷也只是做个展示。
“双 11”突然间爆棚的订单，开始黄平还有
点蒙了，但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大家开
玩笑呢！”黄平说，以前也有过一些买家咨询或
者自行就拍下订单来，但并不是真的付钱，连
我自己的朋友圈，都看到有人晒单，假装“双
11”买了架飞机。
4000 多笔订单中，还真有一笔是付了订金
的，买的是架二手的直升机。买家姓陆，来自
南京。电话中陆先生告诉记者，这架飞机是公
司订购的。因为公司做的是大型活动策划，以
前就租用过直升机，次数还挺多，通常来说，租
一架直升机一次就得 20 万左右。
陆先生买的直升机虽然是二手的，但市价
也在 1500 万左右，他说卖家打了差不多六折，
直降 600 多万还不用券，堪称是“双 11 最牛折
扣”。
据《都市快报》

14 名
“学霸”
学长
做的辅导书火了
案例
“儿子刚 20 岁，半年来，背着我们用手机从网上一共借了四万块钱，现在利滚利已经七万了。要不是他实在还
不起利息了，离家出走，我们还一直被蒙在鼓里。这些公司借给你钱，什么都不用审核，也不考察你有没有还款能
力，只要身份证登记就能借到钱。”位于上海的王女士说，为了“少惹麻烦事”，她已经将儿子借的钱统统连本带息都
还上了。
王女士口中的“只要身份证登记就能借到钱”的借款即是“现金贷”。据记者了解，由央行牵头，多部门共同参
与的监管新规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除了 36%利率上限和禁止暴力催收外，此次监管可能还将从资金、牌照等多方
面严控
“现金贷”
。

野蛮生长 乱象丛生
“3 秒完成借款”
“凭身份证 1 分钟
申请”……打开手机 App 商店输入“现
金贷”字样，各种平台诱人的宣传语扑
面而来。现金贷通常放款金额在 500
元至 2000 元，期限 7 天至 30 天。
“市场上各种现金贷平台有几千
家，很多都是 P2P 平台转型而来的，也
有不少新成立的，因为这个行业挣钱，
可以说是暴利。”一家现金贷平台内部
人士向记者透露，现在这一行业的综
合借款利率都很高，年化利率别说是
500%，甚至 1000%的都有。
“在 P2P 平台普遍因为盈利难而陷
入经营困局的同时，
现金贷业务的超强
盈利能力无疑给互金行业打了一针强
心剂，
一时间，
所有人都找到了方向，
大
力发展现金贷业务。”苏宁金融研究院
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说。
事实上，目前现金贷可谓乱象频
发。据开鑫金服总经理周治翰介绍，
目前，现金贷的乱象主要有以下几方
面：
一是借款人综合成本高。除借贷
利息之外，还通过手续费、管理费等隐
蔽手段加收各项费用，年化费用远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

□东方 IC 供图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约定
的 36%上限。此外，有些平台还规定
了高额的逾期罚金，平台借款用户一
旦逾期，面对高额罚款，违约风险更
大。
二是引发暴力催收和信息泄露。
有些平台在面对逾期用户时，会采取

短信、电话骚扰等手段进行催收，
“裸
贷”、
“跳楼”等社会事件给行业带来了
恶劣影响。有的平台不注重用户隐私
保护，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同时，在高
利率的诱惑下，一些信用欠佳或是不
具备偿还能力的人群也获得了贷款，
造成非理性消费。

亟须纳入监管 阳光化运行
现金贷的发展壮大是市场的必
然，但盲目发展带来的市场乱象也
揭示，现金贷亟须纳入监管，阳光化
运行。
“现金贷出现暴力催收、借款人
陷入债务危机等乱象的出现表面上
是因为借款人无法承受过高的借贷
利息和逾期款项，其实是现金贷业务
并未完全真正覆盖到实际需要的借
款人群。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原则
就是把钱借给适当的人。换句话说，
现金贷的用户应该是借钱解燃眉之
急的中低层收入人群，而非用于过度
消费或者不良用途的中低层收入群

体。如何辨别用户群体，需要平台具
备强有力的风控水平，在风控指标中
加入是否具有稳定工作、是否有一定
收入等衡量指标。”周治翰说。
不过，周治翰也坦言，除了假借
现金贷之名行高利贷之实的恶意行
为，不少现金贷平台的高利息其实
背后反映的是高获客成本，所以平
台应该在降低获客成本方面下苦功
夫，而非通过过高的借款利率去覆
盖成本。
“现金贷的火爆，意味着其发展
速度已经超过了实体经济的线性增
速，出现了脱实向虚，埋下了风险的

种子。”薛洪言说，早在今年 4 月份，监
管机构就对现金贷产品的高息和催
收环节中的非法行为进行整顿；之
后，全面叫停了非持牌金融机构开展
校园贷业务；近期，各地开始严查消
费贷资金流向。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日
前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
的原则，实施穿透式监管。近日，上
海、深圳、重庆等地相继传出对现金
贷平台进行检查、整顿。
消费金融可能不再是互联网金
融监管的
“法外施恩”之地。
（综合新华社报道）

看法

风险不容忽视
严打伪创新
“早该管制了。”网民“路上
的步行者 86641”说。在某门户
网站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参与
者认为，应该对现金贷业务加
强监管。
有网民指出，正如网贷行
业野蛮生长给银行带来的挑战
一样，处于风口浪尖的现金贷，
也影响了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
策略。一些银行暗中为现金贷
平台输血，还有一些信托公司
为了高利率，协助现金贷平台
开发 ABS 产品。
网民“何颖”认为，现金贷
行业有存在价值，但总体来看
应当以限制为主。现金贷行业
面临金融秩序失衡的问题。因
此，约束现金贷行业，这不仅是
高利贷道德谴责的问题，更是
金融风险防范的问题。
网民认为，针对现金贷，一
方面应支持合法合规基础上的
金融创新，另一方面，必须打击
违法违规、破坏金融秩序的伪
创新。
网民“周慧虹”认为，强化
对现金贷的监管，不能只盯着
现金贷平台，
“ 头疼医头，脚疼
医脚”，还有必要追本溯源，瞄
准其背后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做
足文章。切莫忽视银行与现金
贷平台之间的业务关联，应围
绕彼此之间的业务细节深查细
究，未雨绸缪，及早发现苗头性
问题，努力从现金贷资金源头
上采取必要的规范措施。
网民“范欣”表示，短期现
金贷呈现爆发式增长，表面上
看是由于监管制度不完善造成
的，但更深层次则是由于社会
贫富差距仍然较大造成的，需
分别从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
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缩小贫
富差距。

让枯燥的教辅资料生动起来，最近，成都
14 名高一学生制作的 5 册中考教辅书火了。
15 岁的严祖怀，今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成都市中考录取分数最高的高中——成都七中
林荫校区。
“参加完中考后，我想和同学把中考
经验分享给学弟学妹。
”
《共享中考》一套共 5 册：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严祖怀说，它最
大特色就是以故事的形式将知识点串联起来。
“丁酉年秋，她遇见了他。他，叫作上官化
学，风度翩翩，英俊潇洒。”这是化学教辅书女
生版的串词；男生版则用军事小说形式，将军
事行动和化学中考知识点连接起来。
你还在为英语考试而担忧吗？你还在为发
音不准而发愁吗？来“尝尝”这本《舌尖上的英
语》吧！英语教辅书鼓励大家开口，
比如学习英
语感叹句时跳出传统课文，转为如何用英语表
达自己对喜爱明星的赞美。此外，书中还加入
英语绕口令、
美剧、
电影和英语小知识……
语文教辅书是图文并茂传授解题思路，同
时让课文中的人物更加生动鲜活。比如：如何
将“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用文言文表达？
“孺子含辛，
隐忍不嗔”
。
严祖怀说，即便是“学霸”，他也深受刷题
之苦。14 名同学希望把自己的学习经验，用容
易接受的方式和学弟学妹们分享，帮助他们脱
离题海。
据《都市快报》

常说这些口头语
表明你
“压力山大”
口头语仅仅是一种语言习惯吗？美国一
项心理学研究显示，常说某些词可能代表你
“压力山大”
。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亚利桑那
大学的研究人员招募 143 名志愿者，给他们佩
戴录音设备，这种设备每隔几分钟自动收录一
次 ，在 2 天 里 共 收 录 了 志 愿 者 的 22627 条 语
音。研究人员分析了志愿者的发音、虚词使用
习惯，并检测比对了他们体内 50 种压力相关基
因的表达。结果发现，承受巨大压力时，人讲
话变少，同时更爱使用副词和形容词，比如“真
的”
、
“难以置信的”，也更爱使用第三人称。
研究表示，人们说话时比较注意名词、动
词等实词的选择，而虚词的使用通常会是“自
然而然的”，也
“泄露”出使用者的一些情况。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