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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此前紧锣密鼓准备的网贷备案工作将延期的消息引发了网贷行业的震动。 按照原计划，4 月已经是完成整改工作的平
台进入冲刺阶段的关键期，不少平台都在准备递交材料等待验收。 然而目前由于各地金融办并未收到明文通知，加之各地对于属地
平台的备案细则也不完全一致，因此对于备案延期的各种消息纷至沓来。 尽管这些消息并未被一一证实，但显然网贷平台备案工作
再起波澜。

备案大考再生变 大平台争取先发优势
本报记者 郭建杭 北京报道

被称为网贷平台“毕业考”的

限还没有确定， 需要等待下一步
通知。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方面对

备案工作再出现变数。 事实上，自
去年年底出台 《关于做好 P2P 网

《中国经营报》 记者表示，“目前没
有正式发文，暂不清楚。”吉林省某

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

市金融办、广东省金融局等也均对
记者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正式

作的通知》（57 号文）后，整改细则
及备案时间表已经明确。尽管全国
各省市的整改细则、验收时间略有
不同， 但业内对于 4 月第一批，6
月完成备案已达成共识。 而跨入 4
月以来，业内的头部平台已经基本
完成整改等待验收，以期能快速通
过备案，获得先发优势。

通知。 ”
但广东省互联网金融协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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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业内专家在采访中都表示，“基
本确定延期。”有消息显示，目前尚
未下发网贷备案指导细则的地区
延迟下发，已经下发的地区则按原
工作计划推进。
据记者梳理， 目前已有 20 个

然而这一预期仍存有变数。
有消息称， 监管部门于 4 月 9 日

省市，按照国家文件（
《网络借贷信

以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各地金融
办，由于 P2P 整改验收工作量大、

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
法》等指导文件内容，出台超过 50

难度大、进度滞后，将向后调整网
贷备案最终期限， 但目前最后期

29 号文在资管方面的规定更为具体、严格，
可以用 5 个“明确”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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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金融
题， 凤凰金融方面表示，“
会在 6 月 30 前积极压缩存量，在融

他特定苏宁理财平台用户， 由江苏
苏宁易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

资企业同意的情况下，会尽量争取
提前还款。 ”
此外，凤凰金融方面表示，
“
目前
产品转让区还有一些投资用户之间

其提供信息展示服务。 ”
变现通为何 29 号文之后没有
下架？这是否与监管要求相悖？对此
问题， 苏宁金融方面回复表示，“变

的产品转让，挂牌摘牌都由投资者操
作，这块不属于平台在售产品。 ”

现通为一项产品功能， 投资者以其
持有的理财产品资产转让给特定的

对于未来的业务方向如何发
展， 凤凰金融方面表示，“
定期产品

对象，29 号文未提及。 ”
业内人士认为，网贷资管新规，

众存款、非法发行证券等。

只是我们整个业务板块的其中一
类，除了定期外还包括基金、保险、

关闭了平台以业务转嫁的方式规避
监管的最后通道， 对于那些自身战

明确存量去化期限和未按期去化处置

海外理财、网贷等，凤凰金融还是定
位于一个综合理财服务平台。 ”

略梳理不清、 技术 / 产品规划过于
狭窄的平台而言， 存量业务清零对

另一平台苏宁金融方面表示，
“
在接到整治办函[2018]29 号文后，

其压力很大， 或将决定平台自身的
生死存亡。

明确未取得金融牌照不得从事互联网资管业务

明确哪些业务模式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括但不限于“
定向委托计划”“定向融资计划”“理财计划”“资
当明确为非法金融活动，具体可能构成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

有平台提交整改验收报告， 相反
有省市还没有平台提交整改验收

“
同意开展备案”。
但也有多地区整改验收、备案

报告。
平台人士表示，“备案的硬性
要求包括银行存管、 业务合规等，
对平台来说每一项都是挑战，除了
头部的平台以外，其实大多数平台
都没有完成准备工作，这或许是延

工作相对滞后， 当地政策未出台，
地区辖下平台没有平台符合备案

期的原因，此外经过一段时间的备

键问题， 而近期出台的 29 号文，

式变相提供代销服务）涉嫌突破国发[2011]38 号文、国办发

案准备工作，监管方或许看到了平
台中还要规避的其他问题，需要完

要求平台发行的资管业务必须在
6 月底前完成整改，此类产品普遍

的资产管理产品。

善监管细则。 ”
在 2017 年 中 ， 网 贷 行 业

额度大， 短时间清零对平台来说
难度较高。

“1+3”（一个办法三个指引） 制度
框架形成后，在 2017 年底又出台

4 月初，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加

网贷平台组成部分，需要一并接受
验收， 在 6 月底前如果验收通不

展来看， 不同地区发展不均衡，银
行存管、信息披露、业务合规等硬

过，将不予以备案。
对于 29 号 文 出 台 后 ， 互 金

性要求下，北京、江苏、浙江、广东、
深圳、上海、福建等省市的平台备

市场将可能面临哪些新的变
化？ 开鑫金服总经理周治翰表

品仍可预约购买。 苏宁金融方面对
变现通的解释为，“基于客户变现需

通功能是用户基于本人在苏宁理财
平台持有的指定理财资产发布变现
申请， 将符合条件的项目转让给其

过区金融办批准，已经符合网络借
贷中介备案登记要求， 明确表示

部工作。
但从监管要求的自查整顿进

“收益权转让项目”的变现通产

大平台已经在近期陆续下架资管类
产品，但仍保留投资者转让部分。

权转让业务， 相关存量业务正在
整改中。 ”
对于存量业务如何消耗等问

为， 各地区平台整顿进程不平衡
统一， 部分走的较快的地区已经

区内主要网贷机构备案工作，最
迟应于 2018 年 6 月底 前 完 成 全

多家规模较大的平台，据记者了解，

分变现通功能， 由客户自愿发起变
现申请，并仅向特定用户开放。变现

案进展走在前列。
有公开报道显示，已有平台经

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
（29 号文）。29 号文要求，网贷平台
分拆出来的资管业务实体被视为

线，敬请期待”。

为维护投资者权益， 平台保留了部

对于目前平台整顿进程，记
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从业者都认

57 号文，结合对备案时间的规定，
需要在 2018 年 4 月底 前 完 成 辖

业务有了更明确的指示，该文涉及

是凤凰金融已于 2018 年 3 月底停
售定期理财产品， 停止资产收益

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转让”） 等方式公开募集资金的行为，应

未经许可，依托互联网发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的行为，须
立即停止，存量业务应当最迟于 2018 年 6 月底前压缩至零。
对于未按要求化解存量的机构，应明确为从事非法金融活动，
纳入取缔类进行处置， 采取包括注销电信经营许可、 封禁网
站、下架移动 APP、吊销工商营业执照，要求从事金融业务的
持牌机构不得向其提供各类服务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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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 苏宁金融官网显
示，定期理财产品、票据理财产品等
目前无法购买， 产品显示，“即将上

资产管理业务作为金融业务，属于特许经营行业，须纳入金融

未经许可，依托互联网以发行销售各类资产管理产品（包

要求。
按照监管政策的要求， 银行
存管、信息披露、业务合规、存量
业务化解等是影响备案进展的关

务要求“一刀切”“清零”，或可说明
问题。
在 29 号文中，对于网贷资管类

求及平台前期产品可变现的承诺，

融管理部门颁发的资产管理业务牌照或资产管理产品代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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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立即下架了涉及的相关模式的
产品”。

凤凰金融方面对记者表示，

照。 未经许可，不得依托互联网公开发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

从监管要求的自查整顿进展来看，不同地区发展不均衡，银行
存管、信息披露、业务合规等硬性要求下，北京、江苏、浙江、广
东、深圳、上海、福建等省市的平台备案进展走在前列。

延期的背景下，备案的细则要
求或许会更严格，29 号文对资管业

“第一时间就做了调整，最新情况

依托互联网公开发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须取得中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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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平台苏宁金融方面表示，“在接到整治办函 [2018]29 号文
后，平台立即下架了涉及的相关模式的产品”。

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本质是资产管理业务。
监管。

个网贷备案相关的地方细则和整
改、验收工作的指导文件。

整顿进展不均衡

明确互联网资管业务属于特许经营业务

“网贷资管业务清零是大工程”

明确互联网平台不得代销资产管理产品
互联网平台不得为各类交易场所代销（包括“引流”等方
[2012]37 号文以及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回头看”政策要求

资料来源：《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

示， 对规范市场秩序有较大的
促进作用。
一是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
大量前期通过一般资产管理公司
包装项目在互联网平台公开发售

特许经营领域，各行各业争做互金
平台的现象不会再出现。
三是对于金融领域的持牌机
构，也要仔细审视自身业务的合规
性，按照各自标准严格执行，避免

的行为被明确禁止， 未取得相应

触碰监管红线。

资质的机构， 不能再继续开展有
关业务了。
二是互金行业进入标准大幅
度提高，金融作为受到高度监管的

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监管加
强对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融资成
本的影响， 拓展企业正常融资渠
道，堵偏门，开正门。

“有人欢喜有人忧”
也有平台则希望可以延期备案， 可以有充足的备案准备时间，事
实上，从平台来看，企业早点通过备案，对后期发展是重大利好。
面对延期备案， 各家平台态

对外合作，在行业内树立正面合规

度不同， 但已经准备好备案准备
工作的平台， 普遍希望尽早通过

形象。
事实上，期待第一批备案的平

备案。
一知名平台人士表示，“我们

台人士普遍表示出对早一点儿完
成备案的迫切心态，“在备案通过

是最早接到整改通知书的平台之
一，在整改通知书中我们需要整改
的都是比较小的问题，经过我们一

前，业务增量、上线新产品等暂不
方便操作，因为会担心备案前有新
的细则出台，对新业务内容造成影

年多的自查后，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监管层所列的整改要求，是非常有
希望第一批通过备案的，而第一批
备案是有先发优势的。 ”

响”。“此外，优质资产在和平台建
立长期合作之前，希望平台先通过
备案，通过备案后，我们做业务增
量，找优质资产和他们合作时也会

据记者了解，平台所说的先发
优势，也就是说，对于出借人，是否

更有主动性。 ”
但也有平台则希望可以延期

通过备案是对平台安全性的判断，
此外，通过备案的平台是类金融机

备案， 可以有充足的备案准备时
间，事实上，从平台来看，企业早点

构，与未备案之前完全不同，在外
部合作时会更有主动性，而第一批
拿到备案登记，可以第一时间开展

通过备案， 对后期发展是重大利
好。 但前提是要完成所有的合规，
能够备案。

网贷备案重庆样本：或只留存一两家
本报记者 崔文官 重庆报道

网贷平台备案靴子一直没有
落地， 重庆的 P2P 公司也一直处
在煎熬之中，4 月 4 日重庆金融办
刚刚下发 《重庆市 P2P 网络借贷
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6 天后

的 4 月 10 日，又爆出监管部门紧
急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暂停发放

不准确，其实监管部门的这份细则
主要是针对尚未备案的，已经备案

要网贷机构的备案登记工作，到 6
月底前需全部完成。目前 6 月份的

网贷备案登记细则 （正文及征求
意见稿）。
不过重庆地区一家互金业内
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此
前媒体所传的解读暂停发放网贷
备案登记细则消息和相关解读并

的应该不受影响，从最近重庆监管
部门的态度和口风来看,重庆的监
管政策应该会照旧进行。 ”
根据去年 12 月出台的“57 号
文” 明确的具体整改和备案时间
表，今年 4 月底前，各地要完成主

大限将近，全国各地网贷平台备案
整改工作正在积极推动之际，全国
各地纷纷延期互金网贷的备案甚
至被叫停，其中有消息称,重庆出
台了一个最严格的备案要求——
—
待收清零才能备案。

全国暂停备案系误读
上述互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重庆的待收清零才能备案确实是
存在的，重庆 4 月 4 日已经出台的
政策相对而言比较严格，而且除了

《P2P 网贷机构合规经营情况法律
意见书编写指引》《P2P 网贷机构
经营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编写指引》
《P2P 网贷机构整改验收申请及材

求完成整改的机构， 如控制和压缩
业务规模未完成、 借款余额不降反
升、 业务模式整改未达到规范要求
等情况的，将不予以备案。

平台共 35 家， 其中完成银行存管
的平台为：金宝保（重庆农商行、中
国银行）、种钱网（富滇银行）、倍倍
利 （富民银行）、 海惠贷 （恒丰银

重庆，全国其他三大直辖市的政策
也是比较严格的，目前其实不只我
们，很多大的优质平台前期各项准
备工作已经做好，只是不愿意第一
个递交材料，成为‘
众矢之的’。 最
近重庆各区金融监管部门开会的

料报送指引》《重庆市 P2P 网贷机
构整改验收工作指引》（以下简称
“
指引表”）四份文件。
该方案从六个方面对重庆市
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
收工作提出了要求，包括目标原则、

根据规划，2018 年 4 月底之
前， 重庆辖内主要 P2P 网贷机构
完成整改验收，进行备案；对于违
规存量业务较多，难以及时完成处
置的部分 P2P 网贷机构， 应当于
2018 年 5 月底之前完成相应业务

行）、财缘网（富民银行）、文创汇
（浙商银行）、 贷贷兴隆 （浙商银
行）、倍赢金融（富民银行）、金投会
（富民银行）、辉金投（富民银行）、
平联贷（华兴银行）和壹路易贷（富
民银行）等 12 家。按照属地银行来

时候，对于辖区内各网贷平台的清
收等准备工作也给出了具体的时
间表，有些是 4 月 20 日，有些是 4
月 30 日。 ”

工作机制、整改验收标准、整改验收
流程、 分类施策和进度安排等进行
了严格的要求。 要求各区（县）及各
成员单位做好整改验收与机构备案
的衔接，原则上要求“
合格一家，备

的处置、剥离，进行备案；对于难度
极大、 情况极其复杂的个别机构，
经市整治办研究同意后，最迟不超
过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相关
工作。
据统计， 在重庆注册的 P2P

看，前述富滇银行、浙商银行、华兴
银行和恒丰银行非在渝银行业金
融机构，不符合规定，也即最多 7
家 P2P 的存管是合规的， 分别是

2018 年 4 月 4 日晚间， 重庆
市金融办下发方案。 方案中包含

案一家”，未严格按照整改通知书要

金宝保、倍倍利、财缘网、倍赢金
融、金投会、辉金投和壹路易贷。

重庆留下一两家
网贷之家研究院院长于百程

将权限收回中央，重庆前期备案一

在 接 受《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采 访
时表 示 ，“因为未见具体公文，目
前口头传出的消息是监管方要求
各地暂停发放网贷备案登记细
则， 但整改验收还继续。 由此分
析， 可能各地的备案登记细则会

两家之后也可能先观察着，后续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 ”
成都地区一家网贷平台的相
关人士告诉 《中国经营报》 记者：
“之前听业内传说重庆要待收清零
才能备案，大多数平台恐怕都过不

有所调整，比如进行规则的统一，
以防止各地细则不同进行套利。
重庆的网贷行业本身比较小，目
前看平台数量在 36 家。重庆刚刚
颁布的是方案， 包含四个文件，
侧重的是整改验收，和备案细则

了这一关。 ”据记者了解，上述可能
留下的七家平台之一的某家平台
正在与一家私募公司对接洽谈转
卖牌照事宜。
记者致电重庆市金融办采访求
证相关事宜，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还有不同。 因为相关监管意见比
较明确，所以最终通过备案的公
司，是那些整改积极，合规程度
达标的公司。 ”
对此上述互金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根据现有的情况来看，目前
重庆网络贷平台最多留下一到两
家， 至少有一家是国资背景的，即

“
对此目前不方便接受媒体采访。 ”
不过于百程表示：“目前从全
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平台已上线银
行存管，但满足存管属地化的平台
并不算多。 部分要求是在整改验收
时要达到属地化要求，部分要求上
线存管但备案后整改也可以。 重庆
的要求是在备案申请时就要完成

使最后两家也有可能合并为一家，
除了留下的，其他的平台就靠股东
解决，‘谁的孩子谁领回家’。 备案
细则应该不会一刀切，也不会全部

存管属地化，这就需要不符合的平
台要进行整改。 具体哪些平台可以
通过验收，目前都是猜测，还并未
进入实质验收阶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