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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贷“治乱”升级 划红线降息费疏堵结合
本报记者 李晖 郭建杭 北京报道

点工作通报”通气会，银监会普惠金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

利率红线的谈判空间几乎已经消

融部副主任冯燕表示，下一步对现

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

失。 随着停发牌照提高准入门槛、

野蛮生长并多次深陷舆论危

金贷的整治原则是，疏堵结合、标本

的通知》，明确统筹监管，开展对网

限定综合贷款利率上限、 严查资

机的现金贷即将迎来一锤定音的
监管措施。

兼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并指出
要纠偏网络小贷，规范持牌网络小

络小额贷款清理整顿工作。 小额贷
款公司监管部门暂停新批设网络

金来源等一系列措施陆续到位，
井喷的消费信贷市场杠杆率预计

自去年以来，井喷的现金贷市

贷行为，打击非持牌放贷机构，按照

（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暂停新增

会进一步下降。 容纳近三千市场

场曾经数次遭到舆论质疑，这也直
接促使监管“治乱”手腕的加速和

问题导向，用负面清单界定业务，降

批小额贷款公司跨省（区、市）开展

参与者的现金贷市场的存亡巨变

低高息费率，严禁多头借贷，加强客
户信息保护等。 当日晚，互联网金

小额贷款业务。
虽然对现金贷平台是否“一

难以避免。 谁会出局？ 留守者又该
向哪里转型？ 机构的“续命”之战

融风险专项整治、P2P 网贷风险专

刀切”行业仍有诸多猜测，但 36%

已经拉开序幕。

升级。
12 月 1 日银监会召开“近期重

治乱三板斧：提门槛、限利率、收紧流量入口
监管动作来得急而密。 25 日，

照之后，大部分现金贷展业的合规

成员单位向记者证实， 协会要求

此前，将利率与服务费、管理费

一位此前正在筹谋网络小贷牌照
的现金贷平台业者告诉《中国经营

渠道或被堵死。 ”
这使得目前现金贷管理走向了

成员单位报备是否从事现金贷，
综 合 利 率 不 能 超 过 年 化 36% ， 并

等附加费用分别计算是国内消费金
融领域展业的“标准方式”。 今年 4

报》记者，“消息很突然，没法申请
新牌的平台现在可能考虑转向同

“没有网络
持牌和非持牌两个路径。
小贷牌照的现金贷平台， 或去对接

给出最终调整时间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月 14 日，全国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 《关于

业并购。 ”

具有放贷资质机构的资金， 或去对

开展
“
现金贷”业务活动清理整顿工

据网贷之家不完全统计， 截至
今年 11 月 22 日，全国共有 30 家现
金贷平台通过其运营主体公司或股

接网贷平台借款人资金， 否则就无
法保证资金来源的合法性。”苏宁金

按照 28 日北京互金协会下发
的通知，要求平台自查内容包括：综
合融资利率畸形业务、羊毛党参与、

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

多头负债和高息转贷等情况。 其中

作的通知》后，某涉及现金贷业务、
目前已上市的网贷平台内部人员就
向记者指出：36%的借款利率的口

东持有 35 张网络小贷牌照。网贷天
眼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核准互联网

言表示。
按照此前一些媒体报道， 无牌

明确指出： 利率畸形是指实际年化
利率超过 36%， 实际年化利率包括

径怎么计算，并未明确。 但显然，此
次监管对如何定性 36%已经解释得

小贷牌照达到 249 家。 而近期国家
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委员会发布的
一份现金贷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11
月 19 日，国内运营现金贷的平台已
达到 2693 家。显然大部分市场参与
者缺乏合法放贷资质。

机构对接银行、信托资金的“助贷”
模式也可能将被监管限制。 其中根
源也是由于这种模式变相帮助现金
贷公司迅速提高了消费信贷领域的
杠杆率。
但对持有网络小贷牌照机构而

借款利率、平台手续费、第三方支付
收取的费用及提现费等。
而 29 日广州互金协会发布的
《关于小额现金贷款业务的风险提
示》指出，不具备放贷资质的单位应
立即停止非法放贷行为， 并提交安

非常清晰。
而在监管之外， 一些现金贷依
存的重要上游机构开始收紧流量和
数据入口。 芝麻信用在近期已经明
确提出清退综合利率超过 24%的贷
款供应商。蚂蚁金服向记者表示：芝

星合资本董事长郭宇航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绝大多数
无资质现金贷平台更多通过超级
借款人模式放款。“现金贷平台主
要是靠资金放贷的利差来获取回

言，日子也并不好过。记者采访来自
多方渠道的信息显示， 此次整治的
杀手锏很可能是把之前机构模糊应
对的 36%利率红线再次划死。
在 25 日北京互金协会针对现
金贷召开了成员会议后， 有参会

全退出方案。 对于具备合法放贷资
质的单位要求“严格按照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合理定价， 实际
综合年化利率（含借款利率、平台手
续费、第三方支付收取的费用、提现
费等）不得超过 36%”。

麻信用对合作伙伴有明确的准入规
则，还会持续排查商户的资质、产品
和服务情况， 后续如发现有超过法
定保护利率以上的各类费用， 不当
催收，没有按照协议履约等问题，会
立即停止合作。

报，纯信息中介平台不多。 停批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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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清洗：谁会出局？ 如何转型？
监管靴子落下后， 行业震荡

贷的服务， 这对消费市场和普惠

巨变已不可避免。 在多数业内人
士看来， 监管的意图并非彻底斩

金融实践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薛洪言认为， 在覆盖风险成

杀现金贷， 而是要出清一批风控
无序、 利率畸高、 资金来源不合

本、资本成本、业务成本以后，借
助这个业务还要赢取暴利， 监管

规、借款去向不明的机构。

层面不会允许， 因为这种服务不

事实上， 现金贷的外延极其
广泛，一切没有消费场景的、面向
个人的互联网小额贷款都已被归

是必要的。 可以肯定是的，无论最
终是否以 36%利率一刀切，以高利
率高风险为生存模式的平台显然

入这个范畴。 这一领域的参与者
不仅包括网贷、垂直创业公司，银

将会率先出局。 而 36%的红线一
旦卡死，短期现金贷产品（7 天、14

行、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巨头
也均在其中，像蚂蚁金服的借呗、

天、30 天）模式便不可持续。 薛洪
言判断，这批平台一部分出局，另

腾讯的微粒贷无论从放款金额到
覆盖群体上都堪称主力。

一部分业务规模较大的将考虑如
何改变产品结构。

根据记者获取的一份麦格理
金融集团名为《中国 FinTech 将主
导消费金融》的报告，其通过贷款

这也导致“降息潮”和“转型
潮”成为下一阶段的大概率事件。
在芝麻信用声明清退综合利

期限和额度将涉及“现金贷”概念
的平台进行了区分：趣店、信而富
等 被 划 为 典 型 的 现 金 贷（Cash
Advance）平台；宜人贷、和信贷等

率超过 24%的贷款供应商后，趣店
马上发出公告称自 11 月 30 日起
调整通过支付宝消费界面完成的
所有交易最高年利率均不超过

提供期限较长金额较大的贷款产

24%。 而 26 日掌众金融也宣布调

品的机构则被划为分期贷款（Installment Loans）平台。
但恰恰这部分平台在数量上
构成了目前引发舆论关注的“现
金贷”的主体。 据国家互联网金融

整旗下注册用户超过 2000 万的
小额现金贷产品“闪电借款”的综
合息费降至年化 36%以下，并将此
前产品周期从原有的 21 天，延长
为 50 天、60 天等周期。

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披露， 截至
11 月 19 日，发现在运营“现金贷”
平台 2693 家， 各类用户近 1000
万人， 全部平台的人均借款金额
约为 1400 元。 郭宇航认为，36%利

虽然监管最终“一刀切”的政
策仍悬而未决，但市场情绪已经做
出反应。 24 日起，在美股上市的几
家涉及现金贷业务的公司股价齐
跌，而趣店股价距离此前最高点已

率红线如果划定， 现金贷交易量
将会大大萎缩， 非优质人群可能
会再次丧失金融服务的可能，或
者被迫接受更高利率的线下高利

经腰斩。 而记者从非官方渠道获
悉， 一家此前宣布准备 IPO 的消
费信贷公司已经暂停了相关进程。
（本报记者裴昱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