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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头部平台风险频发，业内人士称：

网贷行业合规备案前仍待出清

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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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周琴）

4 月 9

日晚，美都能源发布了关于杭州鑫合汇

互联网金融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公告。

据公告， 作为杭州地区代表性平台之

一，鑫合汇实控人已经主动向杭州市公

安局拱墅区分局投案； 而就在前一天，

深圳地区早期的行业头部平台红岭创

投也发布了暂停提现 3 天的公告，其创

始人周世平曾几度明确表示要清盘，眼

下却因“经营管理失误”陷入兑付危机。

此前，团贷网被立案调查给行业带来的

冲击也尚未退去。昔日头部平台屡屡出

问题，业内人士普遍表示：行业“出清”

仍将继续。

昔日头部平台成问题平台

截至 4 月 8 日晚间，东莞公安局先

后对外发布了八份情况通报， 称目前

“团贷网” 案件的侦办重点已转向追赃

免损、催还借款等工作，已累计冻结账

户数 2825 个， 冻结银行资金 31.1 亿元

人民币； 查封涉案房产 35 套、 飞机 1

架；扣押涉案车辆 40 辆。 据悉，团贷网

曾经是东莞地区代表性平台，也是业内

规模靠前的平台之一。

而于 4 月 9 日被爆立案的鑫合汇

也曾经是杭州地区的代表性头部平台

之一。 上市系平台鑫合汇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注册资本约为 5651.6 万元，实

控人为陈杭生，美都能源全资子公司美

都金控为鑫合汇第二大股东， 持股

34%。 因此，鑫合汇“上市系”平台为广

大投资人所熟知。 不过，美都能源在公

告中表示，鑫合汇作为上市公司参股的

子公司， 上市公司并未

参与对鑫合汇的日常经

营管理， 也不存在鑫合

汇相应逾期债务的兜底

工作， 目前除了按照相

关协议支付约定款项

外，上市公司不存在对鑫合汇进行其他

投资和担保事项，也不存在购买鑫合汇

理财产品或通过鑫合汇向关联方进行

借款的情况。

不过， 双方是否存在关联交易，仍

有待立案侦查后进一步明确。就在美都

能源发布公告的第二天，4 月 10 日，美

都能源收到上交所《关于对美都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的问询函》，

要求美都能源说明美都金控（

美都能源

全资子公司

）与鑫合汇的其他业务及资

金往来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可能涉及鑫

合汇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形。

记者了解到，除了上述几家，近两

年来，从头部平台变成问题平台的还有

善林金融、投之家、爱钱帮、财富星球、

草根投资、宜贷网等，刚发布暂停提现

公告的红岭创投则是深圳地区早期的

行业头部平台， 主要以大额资产标起

家。

行业“出清”仍将持续

虽然行业一直在曲折发展中前行，

但平台对于合规备案的关注从未减弱。

近期， 关于备案试点工作方案

（ 下简称“ 方案 ”）

即将出台的消

息在业内广为流传，虽然尚未见

到官方文件出台，业内对该方案

的出台可谓“翘首以盼”。 一方

面，在头部平台屡屡出问题的情

况下，方案出台有利于行业明确合规方

向，重拾市场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恢复出借人信心，保护出借人的利益。

“如果说 2018 年是行业出清的第

一阶段的话，那么目前已经进入第二阶

段，也是存量风险化解工作最艰难的阶

段，一些具有较强品牌、较高人气、较强

背书的平台的退出会对行业信心造成

更大的打击。 ”网贷天眼分析师李鹏飞

认为，当前备案要求逐渐明晰，而在此

过程中，实力较弱、资产存在问题、无望

备案的平台风险会加速暴露。 他预计，

当备案试点方案的出台后，行业风险的

出清会进入到最后的阶段，这个阶段两

极分化进一步加速，存量风险最终化解

完毕。

“待还余额出现较大降幅， 一方面

是部分平台根据监管要求降规模，另一

方面，是部分问题平台出清导致的。 ”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艾亚文认为，

网贷监管政策进一步收紧是趋势，部分

头部平台被经侦立案，对包括投资人情

绪等在内的行业整体影响较大，可能会

体现在未来几个月的网贷数据中，预计

待还余额还可能继续下滑。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

区块链

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点，被誉

为“创造信任”的机器。看似高大上的这

门技术已经落地各个民生领域，在商品

溯源、房屋租赁、数字版权等方面解决

人们的实际生活问题。

近日， 广州互联网法院举行“网

通法链” 智慧信用生态系统签约暨上

线仪式， 宣布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审

判过程。 这是继广州推出全国首个区

块链电子发票平台后， 再度应用区块

链技术解决老百姓和企业的实际问

题。

在司法领域，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产生了大量涉网纠纷和案件。然而，

电子数据在搜集、提取、保存、传送等方

面极易被篡改，为案件的审判带来了挑

战。区块链在技术上解决了电子数据证

据存证、取证的问题。

广州互联网法院表示，结合审判实

践，既然区块链可以“锁定”信息不被篡

改， 那通过生态系统调用证据的模式，

建立一个“可信电子证据平台”也是可

行的。 以信用购物为例，支付宝等具备

全链路可信服务的平台可通过司法区

块链与广州互联网法院实时打通，降低

审判成本并提高执行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周琴 ）

近日， 主要运营位于深圳的互联网

金融平台 WeLab

（ 我来贷）

对外披

露 ， 其旗下全资子公司 WeLab

Digital Limited

（ 简称“

WeLab

虚拟

银行”）

已获得香港金融管理局颁

发的虚拟银行牌照。

据悉， WeLab 于 2013 年在香

港创立， 2014 年在深圳成立分公

司， 并在 2018 年出海到印尼 。

WeLab 创始人及 CEO 龙沛智先生

表示， 未来 WeLab 虚拟银行希望

向消费者提供更便利、 更多元化的

零售银行服务和产品， 并预计于未

来六至九个月内上线并推出首批服

务。

不过， 业内对于香港颁发的首

批虚拟银行牌照虽然关注颇高， 但

目前业务边界仍未明确， Welab 相

关人士也并未进一步透露。 未来，

香港虚拟银行的业务与大陆互联网

银行业务的发展方向将有何不同，

仍待业务落地后进一步明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近

日，众帮银行“E 账通”首次亮相世

界大健康博览会。

“E 账通” 应用于平台型企业，

通过便捷式的线上开户功能， 将企

业在业务场景中的 B 端、C 端客户

囊括于系统当中， 使各业务场景中

的资金流、 信息流等实现闭环式扭

转。 并为平台所有业务节点提供电

子交易凭证、资金收付、担保交易及

电子回单等服务。同时，可在账户体

系中实现“钱包”类财富管理功能，

也可依据系统内交易的线上化、数

据化，银行构建风控模型，开展小微

企业经营性贷款及个人消费性贷款

服务，解决业务闭环内的融资问题。

“在金融产品的研发中，安全性

始终是众邦银行考虑的首要因素”，

众邦银行行长程峰介绍， 企业的交

易资金将直接汇入 E 账通账户，账

户实现封闭管理和信贷资金受托支

付， 确保企业的资金和银行融资风

险可视可控。此外，资金流出也完全

通过众邦银行存管体系完成。 在交

易运转的过程中， 众邦银行将进行

反欺诈、反洗钱的实时监控，一旦发

现异常立即停止交易。

大会现场， 众邦银行还介绍了

“E 账通”在就医平台的运用，用户

只需要下载“健康武汉”APP，绑定

个人医保卡或银联借记卡、储蓄卡，

即可在武汉全市 37 家医院预约挂

号，在已具备在线支付功能的 70 余

家医院、社区医疗中心就医、结算支

付。

WeLab获颁香港

虚拟银行牌照

众邦银行推出

“E账通”

广州互联网法院实现“电子证据一键提取”

区块链技术走进法院参与审判

截至2019年3月底，全国正常运营的网贷平台共计1047家，新

增问题平台数为14家，较上一个月增加4家。

从问题类型来看，3月份平台清盘的网贷平台最多，共9家，占比

64%；暂停运营的3家，占比21%，经侦介入、提现困难的平台分

别为1家。

3月网贷平台总成交量为827.79亿元，同比下降46.40%。

截至2019年3月30日，总待还余额为6474.59亿元，环比下降

8.02%，同比下降22.06%，降幅为14个月以来最大。

———根据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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