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面向工薪族、高校

学生等人群的“现金贷” 异军突

起，成为互联网金融领域发展最

为迅猛的业务类型之一。 但是，

利率过高、野蛮催收、滥用个人

信息等问题层出不穷，为互联网

金融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借款 2000 元，一周还款，

利息 100元。 ” 记者在一款名为

“大小贷” 的手机软件上看到了

这样的信贷产品。 算下来，其年

化利率高达 260%。 类似的贷款

软件还有不少。

自腾讯 2015 年试运行手机

“QQ现金贷”以来，现金贷一词

开始流行。 盈灿集团副总裁、网

贷之家 CEO 石鹏峰告诉记者，

现金贷是消费金融领域的一类

产品，主要指期限短、金额小、没

有明确用途的信用贷款产品。

之所以强调“现金” 二字，

是对应分期贷款而言。 分期贷款

是消费者在购买具体产品时产

生的需求， 资金直接打给商家，

不经过消费者；而现金贷无明确

用途，资金打给消费者，“真金白

银”直接到手。在牌照管理方面，

监管政策并不明确。 目前，持有

消费金融牌照、小贷牌照的公司

以及一批 P2P 公司都在从事此

类业务。

近年来， 现金贷发展迅速。

无论是腾讯、阿里、京东等巨头，

还是大大小小的初创公司，都纷

纷开展这一项目。 记者发现，大

公司的现金贷产品可贷金额更

高、利率更低、还款期限长，而中

小公司的产品可贷金额少、利率

偏高、期限短。

石鹏峰表示，目前中小平台

的现金贷产品，与美国的“发薪

日贷款” 类似，通常是指借款金

额数千元、 借款期限 30 日以内

的信贷产品，面向社会中低收入

阶层。 根据研究机构“清流消费

金融” 的统计，目前我国“发薪

日贷款”的至少有 30家公司，包

括搜狐、国美和拍拍贷等知名企

业。

互联网金融研究机构“零壹

财经” CEO 柏亮告诉记者，国内

现金贷主要面向的是月薪 3000

元以下的蓝领人群、刚开始工作

的年轻白领人群和大学生群体。

其中，“发薪日贷款” 主要面向

的是蓝领人群，其日常消费需求

旺盛， 却难以享受传统信贷服

务，互联网金融由此获得了生存

空间。

“百度指数” 显示，在百度

搜索 “现金贷” 关键词的用户

中， 男性占比 80％，30-39 岁的

用户最多，占比 46％。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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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工行金阳碧海花园

支行为客户兑换了被火烧坏的人民币

1000余元，受到客户赞扬。

近日， 一位在碧海社区开办小商

店的客户，因为钱箱保管不慎，钱币被

火烧掉一部分。 做小本生意的客户急

忙来到碧海花园支行进行兑换。 由于

这些纸币经过火烧，部分碳化严重，变

得生脆，工作人员将每张钱币分开，仔

细鉴别。 根据人民银行制定的《中国

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

进行仔细核对，为客户清点出 1311.5

元的可兑换钱币， 最大程度地为客户

挽回了损失。拿到完整纸币后，客户对

网点的耐心服务表示赞扬。

银行工作人员表示，残缺、污损人

民币兑换分“全额” 、“半额” 两种情

况。 能辨别面额， 票面剩余四分之三

（含四分之三）以上，其图案、文字能

按原样连接的残缺、污损人民币，金融

机构应向持有人按原面额全额兑换。

能辨别面额，票面剩余二分之一（含

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以下，其图案、

文字能按原样连接的残缺、 污损人民

币， 金融机构应向持有人按原面额的

一半兑换。 纸币呈正十字形缺少四分

之一的，按原面额的一半兑换。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清点兑换

千元被烧毁纸币

部分“现金贷”与高利贷无异

“现金贷” 产品虽然弥补了

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 让蓝领们

拥有了享受信贷产品的权利，然

而，诸多问题与风险也不容忽视。

首先，“现金贷” 很大程度上

游离于监管视野之外。 对于准入

门槛、监管部门、业务限制等，都

没有明确规定。

其次，对于“现金贷” 运营平

台来说，要面临骗贷风险。 石鹏峰

表示，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尚不

成熟，平台必须通过多个维度、多

种手段进行反欺诈甄别。

第三， 部分中小平台设置的

信贷利息过高，与高利贷无异，不

受法律支持、保护。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平台故

意将利息水平设置得极低而提高

费用， 甚至费用是利息的 10 倍

多，是在打政策的擦边球，依然属

于违规行为。

第四， 部分中小平台滥用个

人信息进行催收。 饱受指责的

“裸条” 事件其实就是 “现金

贷” 的乱象之一。 出借资金的平

台滥用借款人信息，向借款人好

友发送借款人照片，以此威胁还

款，是不正当的商业行为。

“‘现金贷’ 有它存在的合理

性，但是高利息、违规催收等行为

是不合规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

任曾刚说。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

所长黄震表示，对“现金贷” 不宜

“一棒子打死” ，应允许其具有一

定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监管政策

应不断完善， 进一步明确监管部

门、准入门槛、业务红线等，将行

业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发展“现金贷”还需监管政策不断完善

虽然第三方理财机构并无牌

照， 不过投资者可选择具备基金

销售牌照、 证券投资咨询牌照或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的机构

进行第三方理财。同时，关注该公

司以往业绩情况， 而且必须是第

三方公开数据。

选择持有基金从业资格 、

CFA （特许金融分析师）、CFP

（注册金融理财师）、RFC（注册

财务顾问）、RFP（注册财务规划

师）、CWM（特许财富管理师）、

REA(房地产评估师)等资格的从

业人员。同时，可关注经营团队以

往运作水平、投资策略等。

如理财师口头的承诺必须在

合同有体现， 投资风险要明确披

露。漆明扬还特别提到，购买第三

方理财机构的产品， 认真阅读托

管合同非常重要。 “托管合同一

定要明确资金定向投向产品合同

指定的项目或范围， 一旦托管合

同明确了定向投向方向， 托管方

就要保证资金不能被挪用， 否则

托管方就要负责任。 ” 漆明扬表

示。

延伸

第三方理财公司乱象频发

专业人士教你如何鉴别

近几年，第三方理财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是，

该行业目前处于监管空白， 以致部分黑私募违法操作，

导致行业进入门槛低、理财师良莠不齐、资金池资金空

转等乱象频发。

本报讯 为配合我省扶贫攻坚，工

行省分行营业部积极做好业务配合及

投后管理工作， 春季攻势期间力争实

现 35亿元资金投资。

为了积极抢抓发展机遇， 充分发

挥金融助推脱贫攻坚作用， 工行省分

行营业部积极做好市场调研， 通过走

访各级政府部门， 紧紧围绕产业扶贫

等项目， 全力推动脱贫攻坚春季攻势

取得实效。

工行严格按照脱贫攻坚春季攻势

行动令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 紧跟当

地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部署，把

握目标市场，紧跟市场导向，坚持在优

质领域营销拓户，重点支持产业扶贫、

极贫乡镇、交通、水利、教育、医疗、旅

游等板块。 针对扶贫产业板块，目前正

在尽调和资料收集整理的项目 9 个，

拟申请基金 41 亿元。 在极贫乡（镇）

子基金方面， 工行积极做好业务配合

及投后管理工作， 春季攻势期间力争

实现 35亿元资金投资。在交通产业基

金方面， 市工行紧紧围绕交通扶贫攻

坚领域及贵州交通产业发展基金，积

极营销梳理项目， 力争实现 4 亿元代

理投资。 同时，重点推进区域理财、股

权类等表外业务。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

助力扶贫春季攻势

服务态度被客户“点赞”

重点支持产业扶贫、极

贫乡镇、交通、水利、教育、医

疗、旅游等板块

随着国内高净值人群的快速

增长，第三方理财公司规模快速增

长。

“一方面，企业融资需求大，

而普通消费者常常不能参与一些

高收益项目的投资； 另一方面，随

着越来越多的人变成富裕阶层，投

资者开始对他们手中的财富如何

保值增值产生浓厚的兴趣，渴望有

专业人士来指导他们进行资产增

值。 因此，符合资产配置市场化需

求的第三方理财机构得以快速发

展。 ”深圳富涌谷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漆明扬指出，但是，针对

非金融机构的第三方理财机构处

于监管空白，没有专门的第三方理

财牌照。

另有第三方理财机构人士透

露，因为进入门槛较低，导致现在

第三方理财机构遍地开花的现象。

在工商部门花 100万元注册，就能

成立一个投资公司，也算是正式进

入了这个行业。

另有业内人士透露， 不少

“小作坊” 式的第三方理财公

司，从业人员门槛极低，很多理

财师并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

漆明扬透露， 部分第三方

支付机构的工作重心是放在客

户营销， 而非放在资产增值的

专业技术上， 因此所谓的理财

师却只是产品推销员。 由于很

多第三方理财机构以佣金为重

要导向， 以致理财师不顾及客

户风险， 而是考虑自己的回扣

及收益去推销产品， 使得其推

销产品时，不会主动、详细地向

客户披露风险， 相反经常以高

收益为由头诱使客户购买。

漆明扬告诉记者，目前第

三方理财机构的运作模式除

了投资顾问，目前不少已向主

动资产管理转型。

据了解，第三方理财机构

发行资管产品，必须符合以下

几个条件，首先是必须拿到私

募管理人资质证明，每发行一

只基金或私募产品必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并定期对产品进展进行披露。

此外，要求私募投资理财产品

必须有金融机构提供第三方

资金托管。 如果没有托管，则

必须在募集资金前进行公开

说明。 但这一模式依然潜藏着

不少风险。

漆明扬告诉记者，风险来

源除了第三方理财机构对投

资项目的风控能力，还有部分

黑私募对募集回来的资金没

有进行有效的投资，而是做成

资金池，并具有庞氏性质。 而

销售给投资者时甚至宣称保

本保收益， 不作任何风险提

示。 据《广州日报》

如何鉴别

第三方理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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