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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国 P2P 网

贷行业“爆雷”平台不少。

受此影响，平台数量减少

了1200多家，成交量也同

比大幅下降。展望 2019

年，随着备案持续推进，行

业并购重组活动将更活

跃，市场头部特征也将更

明显。其中，消费金融和

产业链金融或成为P2P网

贷资产业务的重点

消费金融和产业链金融或成资产业务重点——

网贷投资看“场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彭 江

银行理财收益回落

新闻回放：据融 360 监测
数据显示，2018 年 12 月 28 日
至 2019 年 1 月 3 日，银行理财
产品发行量共1821款，较上周
减 少 了 671 款 ， 降 幅 为
26.93%；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
为 4.40%，较上周下降了 0.02
个百分点。

点评： 2018 年 下 半 年 以

来，银行资金合理充裕，银行

理财收益率连续下滑。2018 年

末，理财收益出现小幅反弹，

资金面的结构性紧张主要由宏

观审慎管理等监管因素导致。

尽管如此，银行间流动性十分

充裕，央行还加大了逆回购净

投放，维稳资金面的意图十分

明确。在政策的呵护下，银行

理财收益率反弹并没有持续

太久。

央行已经全面降准 1 个百

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亿

元，会促使理财收益进一步走

低。市场普遍认为，在逆周期

调节的大背景下，央行收紧流

动性的可能很小。有鉴于此，

银行理财收益率将维持低位，

建议投资者配置中长期理财产

品锁定目前收益。

部分增持承诺落空

新闻回放：随着增持承诺
到期渐多，上市公司重要股东
未增持承诺情况屡屡发生。比
如，纳川股份近日发布公告称
公司自披露上述增持事项后，
由于金融市场环境变化、融资
渠道受限等原因，加上控股股
东质押率较高，增持资金筹措
难度加大，增持计划的实施遇
到困难，预计无法在原定增持
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也有部
分上市公司股东只是部分完成
了增持承诺。

点评：一般来说，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或者重要股东发

出承诺增持自家股票，能在行

情不好时提振市场信心，监管

层对此持鼓励态度。但是，承

诺在履行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

定性，也存在可操作的空间。

比如，部分股东因外部原因致

流动性紧缺无法履约，也有公

司重要股东借增持利好消息高

位抛售。

应该看到，重要股东履行

承诺与否绝不是儿戏，而是

事关投资者利益，也关系资

本市场诚信环境建设，监管

层应采取适当措施以保证市

场公平。

北上资金加速布局A股

新闻回放：进入 2019 年，
北上资金延续净流入态势。据
Wind统计，上周北上资金合计
净流入 13.71 亿元，其中沪股
通净流入 6.98 亿元，深股通净
流入6.72亿元。1月7日，A股
在降准消息的刺激下继续走
高 ， 北 上 资 金 当 日 净 流 入
16.46 亿元。1 月 8 日，北上资
金当日净买入近68亿元，创今
年新高。

点评：2018 年 A 股表现不

尽如人意，去杠杆与中美经贸

摩擦是市场下跌的决定性因

素，2019 年的市场反弹也将有

赖于两大因素的缓解。

从政策环境来看，中央明

确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

思路，央行也表示要保持宏观

杠杆率基本稳定。近日，央行

已经实施全面精准，货币环境

有望保持松紧适度。中美经贸

摩擦方面，随着贸易谈判重

启，中美双方大概率将达成和

解协议。

如此一来，制约 A 股反弹

的两大因素逐渐解除，这也可

能是北上资金持续流入的重要

原因。

（点评人：温宝臣）

2018年，我国P2P网贷行业频频
“爆雷”，平台风险事件频发，有的是涉
嫌非法集资，有的是资金严重错配，还
有的是经营者跑路，给众多投资者带
来巨大损失。

2019年，随着问题平台的逐渐出
清，备案已经进入后期阶段，网贷行业
也朝着更规范方向发展。对投资者来
说，投资 P2P 网贷产品有哪些好的方
向？需要注意什么？

行业“雷声”不断

2018 年的网贷行业有点冷。网
贷之家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
底，全年平台数量下降至1021家减少
了 1219 家 。 行 业 相 关 专 家 预 计 ，
2019 年网贷行业运营平台数仍将进
一步下降，从目前信息估测，2019 年
底运营平台数或将跌至300家至500
家。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2018 年
P2P网贷行业经历了备案延期到平台
加速出清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
2018 年问题平台涉及金额超过千亿
元。从停业及问题平台的业务类型
看 ，2018 年 问 题 平 台 数 量 占 比 达
51.45%，相比 2017 年的 30.84%上升
幅度较大。

除了平台数量下降外，2018年网
贷行业平台成交量也大幅下降。网贷
之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
网贷行业成交量达到了 17948.01 亿
元，相比2017年全年网贷成交量减少
了10100亿元，同比下降36.01%。

在行业交易冷清的背景下，不少
平台为吸引新投资人和提高老用户
留存率，纷纷进行加息活动。网贷之
家数据显示，2018 年网贷行业总体
综合收益率为 9.81%，相比 2017 年
网贷行业总体综合收益率上升了 36
个基点。行业人士预计，2019 年网
贷行业综合收益率也将维持 9%至
10%之间。

虽然2018年行业“雷声”不断，但
也不能因此对行业全盘否定，而是应

当客观评价 P2P 网贷行业的作用与
价值。业内专家认为，在监管缺位状
态下行业野蛮生长，是导致问题产生
的重要原因。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P2P 网贷持续规范健
康发展，更具有积极作用和社会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
究员甄新伟表示：“网贷行业拓宽了普
惠金融服务。从资产端看，通过 P2P
网贷借款的客户大部分属于小微企
业、民营企业以及个人客户，这部分群
体从银行渠道、资本市场获得融资难
度较大。通过 P2P 网贷平台获取资
金，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部分目标
客户的融资难题，提高了整体金融效
率；从资金端看，资金持有者通过P2P
网贷平台出借资金，承担相应风险，获
得较高收益，也反映了我国居民家庭
财富管理追求较高收益的内在诉求，
P2P网贷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渠道和产
品，也是我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
系的有益补充。”

头部特征明显

确保合规是 P2P 网贷行业未来
发展的必然之路。甄新伟表示，未来
P2P网贷平台应发挥资产和资金两端
信息优势，切实担负起信息中介的职
责，撮合资金需求方与资金供给方完
成资金借贷交易，降低交易成本，较少
信息不对称，切实发挥助力实体经济
活力的作用。

目前，监管部门已将 P2P 网贷平
台备案期限放宽至2019年6月，监管
部门也将进一步加强对网贷平台资金
来源、业务规模、产品销售以及主要信
息披露等方面的监管，2019年行业规
范发展将得到有效改善。

具体来说，网贷行业合规及备案
依旧是重点。经过2018年的筛选及出
清，目前行业仅剩下 1000 余家正常
运营平台。据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不
完全统计，其中只有 500 多家提交自
查报告，未来获得备案的平台也只会
在这500多家里产生。

融360研究人员分析称：“目前各
地的备案进程已进入到行政核查阶
段。从各地监管局态度来看，还会经
过一层层的筛查才能剔除潜在风险较
大的平台，因此预计未来能拿到备案
的平台可能不超过两百家。而从各地
目前严格的‘双降’要求以及陆续出台
的‘退出指引’可以看出，监管层希望
不断提升监管门槛，同时对一些
体量小、合规程度低的平
台予以退出引导，将对网
贷出借人的影响降到最
低，防止行业出现大的风
险。”

行业
专 家 预
计 ，2019
年 P2P网
贷行业并
购重组活动
将比较活跃，市场
头 部 特 征 将 更 加 明
显。甄新伟分析称，现有的
P2P网贷平台，有的风险问题还
没有充分暴露，有的将无法如期完成

备案，无论是为了实现规模扩张，抱团
取暖，还是为了实现良性退出，该领域
存在较大并购重组需求。那些具有较
强风控运营能力，紧密产业链依托，或
者实力雄厚股东的 P2P 网贷平台将
成为行业头部企业，行业集中度将会
逐年提高。

甄新伟认为，消费金融和产业链
金融或成为 P2P 网贷资产业务的重
点。脱离消费场景和产业链背景的资
产业务，很难充分发挥 P2P 网贷平台
的信息中介优势和科技金融优势，也
不 利 于 平 台 控 制 业 务 风 险 。 预 计
2019 年 P2P 网贷平台会更加侧重这
两类资产业务。

这些平台别碰

至于哪些平台可以投，专家建议，
行业头部平台当属首选。

甄新伟认为，难以备案的平台不
要碰。网贷备案应是出借人参考的依
据，投资者投资网贷平台需要看“三
证”，即ICP经营许可证、“三级等保认
证”（国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三级
认证）以及银行存管白名单。

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不完全统
计，截至2018年12月份，全国正常运
营的1000多家网贷平台中，仅有302
家平台拥有ICP经营许可证；获得“三
级等保认证”的有180多家；上线白名
单银行存管的有581家。

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平台时还要看
平台的信息披露是否清晰。业内专家
表示，一个平台披露的信息越少、越模
糊，投资者越要注意。同时，对于超高
收益平台以及一些打着“国资系、上市
系、风投系”的平台，投资者也要尽量
回避。

值 得 一 提
的是，在“爆雷
潮”中，以消费
贷为资产的平
台展现出了极
为惊人的抗压
能力。行业人
士分析称，仔细
观察会发现，经
营小额个人消
费信贷的网贷
平台“爆雷”

情况较少。这也不难理解。从借款
人角度来说，几千元钱的小额借款，
还款难度不大；对于平台来说，消费
贷单笔借款金额太小，如果平台要
自融或跑路，需要虚构几十万甚至
几百万个借款信息，成本太高。

此外，专家建议，作为投资
者需要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审慎
对待 P2P 网贷平台的产品，不要
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毕竟收益越
高风险越大。

近日，电视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热播。在剧中，

无论是闺阁小姐，还是文臣武

将，但凡喝茶，茶器必为建盏。

虽然艺术创作实为虚构，但

建盏可大有来头。

建盏，创烧于晚唐五代时

期，兴盛于两宋，因产自宋建州

府建安县，故称为建盏。其胎质

厚实坚硬、釉水绀黑肥厚、纹理

变幻多样，是一种独特的黑釉瓷

器，又称“黑釉瓷”。

“茶色白，宜黑盏。”宋代盛

行斗茶之风，时人崇尚白色的汤

色，因而建盏成宋代最红的斗茶

器具。在宋徽宗所撰写的《大观

茶论》中，说到点茶、斗茶所用

的茶盏，直接点明斗茶应该使用

“盏色青黑、玉毫条达”的建

盏。当时很多文豪也都吟咏其大

雅之质，宋诗中所咏“紫盏”

“紫瓯”多指建盏。

建盏，源于一捧坯土，通过

高超的制作工艺，展现独具特色

的风采。历史上，建盏曾沿着

“海上丝绸之路”出使海外，到

达日本、伊朗、埃及等国家。建

盏在 2009 年入选福建第三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 年入

选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入窑一色，出窑万变”。每

一只建盏的釉面花纹都是独一无

二的。同样的原料，在不同的窑

炉，置于不同的窑位、不同的季

节、不同的天气，烧出的建盏纹

样釉色截然不同。

据介绍，建盏的斑纹主要有

曜变、鹧鸪斑、兔毫等。其中，

曜变是公认的瓷釉艺术的上品。

鹧鸪斑，因其釉面密布着银灰色

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儿形似油滴得

名，是仅次于曜变的品种。兔毫

则是建盏最典型且产量最大的釉

色品种。

建盏不单是作为摆设品，更

多是作为茶皿。要购买一只建

盏，重要的是确定它符合建盏

概念。

看胎土。建盏作为窑变黑

釉茶器，其工艺上有许多特别

之处，“铁胎”就是其中之一。

“铁胎”是指建阳拥有含铁量比

较高的黏土，这种黏土的含铁

量是正常黏土的数倍，烧制后

的这种铁胎保温性好，甚至还

能够软化水质。所以，选择一

只 建 盏 ， 有 必 要 了 解 胎 土 的

出处。

观器形。建盏的器型分为敞

口、撇口、敛口和束口四大类，

不管是哪种器型，对于一件好的

建盏作品来说，一定要满足器型

规整，无大的变形和凸起，不开

裂，无气泡，少针眼。

再看釉。受茶水影响，建盏

的色泽会发生变化，越用越“迷

人”，这是“养盏”的乐趣。但

是，在看到斑纹粗大且颜色十分

炫目的“建盏”，就要特别注意

了，它可能添加了一些其他的化

学原料，很可能不是用建阳当地

产的原矿土和釉烧制的，这种不

要拿来喝茶。

据了解，建盏的烧制工序繁

复，包括选矿、瓷矿粉碎、淘

洗、配料、陈腐、练泥等 13 道

生产工序，由于结晶釉在窑炉高

温中难以控制，加上氧化铁含量

高的坯体难以承受高温，因此要

烧制一件外观没有缺陷又具美丽

斑纹的建盏，除了严控繁琐工序

外，还得掌控好坯土、釉矿、窑

温等因素。

除了烧制要求高，由于传承

下来的建盏稀缺，收藏拍卖价格

也一直在涨。2016 年，一件南

宋建窑油滴束口盏曾拍出 7800

多万元的高价。客观地说，建盏

由于文化底蕴深厚且造型精美，

有一定的升值空间。但需要注意

的是，无论收藏等升值还是自用

养好盏，都要会选。

建盏应该这么选
□ 双 木

岁末年初，正值保险公司“开门
红”时节，为完成业绩，险企通常会通
过各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力争“开
门红”销售火爆。不过，对于保险消
费者来说，也要谨防保险销售误导。

近日，家住北京海淀区的王女
士就向记者表示，自己在朋友圈看
到一些销售人员在宣传某类保险产
品“即将停售”“保本高收益”“所有
疾病都可理赔”“过往病史不用申
报”等字眼，信以为真，购买了此类
产品。但事后在保险合同中并没有
明确写清收益率，且保障范围也有
清晰界定。

无独有偶，在外企工作的张先
生看到了朋友圈转发推销的所谓

“高额返利的万能险”广告，也被吸
引住了。但随后了解到，这是一款

“年金+万能”双主险模式的产品。
也就是说，投保客户除了年金保
险，还将拥有一个万能账户，万能

账户的作用是让返还金二次增值，
万能险收益一般设定最低保证利
率，但上不封顶。可是按照监管要
求，作为主险的万能账户追加保费
需要缴纳手续费，保险生存金、红
利转入部分的追加手续费一般为
1%，其他追加收取2%至3%。

而且，按照《关于规范人身保险
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知》规
定，自 2017 年 10 月起，万能险不能
再作为附加险与年金、两全保险搭配

销售，且首次返还保险金的时间也推
迟到保单生效满5年之后。

对此，业内专家分析称，不少营
销人员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销售信
息时，存在严重误导行为，包括使用

“秒杀”“全国疯抢”“限时限量”等用
语搞饥饿营销，以及发布“保本保
息”“保本高收益”“复利滚存”，试图
混淆保险产品和其他固定收益类理
财产品，还有宣称“得了病也能买”，
故意曲解政策或产品条款。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部分
保险营销员编造不实信息的行为属
于销售误导，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合法
权益。各保险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要
求，加强从业人员合规教育和职业道
德培训。与此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
提高风险意识，在购买保险时，要了
解保险产品主要功能是提供风险保
障。消费者应当树立科学的保险消
费理念，通过正规渠道充分了解保障
责任、保险金额、除外责任等重要产
品信息，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及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适当的保险产品。

“此外，由于当前自媒体平台门
槛低、发布主体多、缺乏内容审
核，消费者在接收此类非官方渠道
发布的销售信息时，应提高自我保
护意识，避免冲动消费。”上述负责
人表示，如有疑问，可向相关保险
机构咨询或向监管部门反映，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谨防自媒体平台保险销售误导
本报记者 李晨阳

□ 不少营销人员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销售信息时，

存在严重误导行为，包括使用“秒杀”“全国疯抢”等用语搞

饥饿营销

□ 由于当前自媒体平台门槛低、发布主体多、缺

乏内容审核，消费者在接收此类销售信息时，应提高自

我保护意识，避免冲动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