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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业内关注的 P2P 网络借贷平台
备案如今迎来新进展。据悉，监管层正就
网贷备案细则征求意见，根据目前拟订方
案，部分省市将作为备案先行试点地区，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按照防范重大
风险三年攻坚战的总体时限要求于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存量网贷机构的备
案登记工作。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网贷备案细则
的出台将是继合规检查、《关于做好网贷
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之
后又一重大举措，既有利于合规平台后续
备案工作的推进，也有利于保护出借人权
益，推动行业风险的有序出清。

行业持续调整

“网贷备案细则的提出，将推动网贷
行业备案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也意味着备
案或将于近期重启。行业出清加速，合规
平台得以备案，将明显提振市场信心。”网
贷之家研究院院长张叶霞表示。

自 2016 年 8 月份《关于贯彻落实网
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首提网贷行业实行备案登记
制度后，行业备案一直处于不定期延期状
态。与之相对应的是，网贷行业景气度持
续下降、问题事件时有发生。据网贷之家
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 3 月底，累计停业
及问题平台数量达到了 5595 家；近期个
别头部平台也爆发风险事件，给行业再次
带来不小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目前拟订方案，
网贷机构需缴纳“一本两金”，其中，“一
本”指实缴注册资本；“两金”即一般风险
准备金及出借人风险补偿金。“这在一定
程度上指明了网贷机构爆发风险事件后
的兑付资金来源。”专家表示，其中，一般
风险准备金用于先行支付因网贷机构自
身原因（如发布虚假信息、未按要求披露
信息、网贷机构自融等）给网贷信息中介
业务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出借人风险补

偿金是在借款人出现信用风险不能按约
定偿付出借人资金时，用以弥补出借人本
金损失。

“对大多数中小平台来说，这是一场
残酷的淘汰赛。”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分
析师艾亚文表示，仅这“一本两金”，就将
不少资金实力较弱的中小平台挡在门
外。在她看来，面临行业“寒冬”，融资渠
道和资金都在收缩，平台想要引入股东筹
资也很困难，今年前3个月仅有一两家网
贷机构获得创投资金。

小平台不容乐观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拟订方案提出，
网贷机构按照经营范围划分为单一省级
区域经营和全国经营两类，未来数量较多
的会是单一省级区域经营机构，而区域经
营机构仅能开展该区域资金撮合服务。

“这无疑将明显缩小风险范围，加之出借
限额规定，将进一步降低出借损失。”网贷
之家研究院研究员王春影说。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网贷备案细则
也将进一步加剧行业分化。对于全国经
营网贷机构，不受出借人、借款人地域限
制，潜在业务范围非常广泛；相反，在单一
省级区域经营的网贷机构仅能撮合本地
资金服务于本地借款人，业务量和范围被

大幅缩窄。全国经营试点机构发展前景
远高于区域性经营机构。

与此同时，张叶霞表示，单一省级
区域经营机构经营地新增撮合业务的出
借人、借款人须同网贷机构注册地保持
在同一省级区域，可能激发一波平台迁
移潮，只在区域性经营的平台将重新考
虑备案地。

此外，对于无法完成备案的平台来
说，还可以引导机构转型为网络小贷、消
费金融公司，或其他持牌金融机构。但在
艾亚文看来，除了继续备案整改，平台如
果没有绝对资源优势，转型意义并不大。
背景实力不够、规模较小的网贷平台，运
营能力普遍较弱，综合抗风险能力差，盈
利状况也不容乐观。

根据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重点监测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底，全国正常运
营的网贷平台共计 1047 家，至少 300 家
注册资金少于 5000 万元，245 家待还余
额不足 1 亿元，有的已经暂停发标，甚至
成为“僵尸平台”（3个月不发新标）。

加强投资者保护

为了更好保护投资者，根据目前拟订
方案，同一网贷平台出借人之间债权转让
次数不得超过3次，不同网贷平台出借人

之间不得债权转让；网贷机构不得开展自
动投标及其他委托投标业务；自然人出借
人在同一网贷机构的出借余额不得超过
20 万元，在不同网贷机构合计出借余额
不得超过50万元。

“这是为了将网贷风险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减少风险事件爆发对出借人的伤
害。”张叶霞表示，但还需要进一步说明
部分细项要求。以出借人身份认证方式
为例，对于单一省级区域经营网贷机
构，新增撮合业务的出借人、借款人须
同网贷机构注册地保持在同一省级，出
借人身份的确认方式需进一步明确，比
如参照身份证号、手机号归属地、登录
IP等。

同时，在出借人资产证明方式上，张
叶霞表示，资产证明需明确是否需要出借
人上传相关证明材料，以及证明材料的形
式，比如银行流水、收入证明、社保/公积
金缴纳记录、权益性资产账户余额等。如
需上传，平台如何识别证明材料真假也是
考验网贷机构的一大难题。同时，证明材
料的开具、上传也可能造成网贷平台出借
体验不佳。

此外，麻袋研究院认为，一般情况下，
投资金额越少的用户风险承受能力越
弱。网贷有高风险性，更应当设置合格投
资人门槛，提高起投金额限制。

网络借贷平台监管迎来新进展——

网贷备案渐近 平台分化加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北京时间 4 月 13 日凌晨，全球
最大指数公司明晟公司（MSCI）宣
布推迟两类中国指数之间的转换。
MSCI 将于今年 11 月 26 日收盘时，
将 MSCI全中国指数转换成为 MS-
CI 中国全股票指数，原定转换时间
是6月1日。

根 据 MSCI 此 前 发 布 的“ 将
MSCI 全中国指数转换为 MSCI 中
国全股票指数”征求意见稿，MSCI
全中国指数旨在通过整合各种互补
的中国指数，更广泛地代表全球中
国投资机会。目前，该指数涵盖了
所有上市的中国股票类别。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是基于
一个整合的中国股票世界构建的。
虽然其目标是代表所有中国上市股
票类别，但其同样受益于一种单一

的方法，完全符合MSCI全球可投资
市场指数框架。

MSCI认为，这种转换有几大优
势，一方面，可以将两种指标方法与
相似目标结合；另一方面，选择了完
全受 GIMI（可投资市场指数）框架
控制的方法；再者，停止使用基于多
种方法的指数。

北京一名中型公募基金相关部
门负责人表示，之前MSCI纳入的是
MSCI中国指数，同本次调整涉及的
MSCI 全中国指数和 MSCI 中国全
股票指数不相关。指数过渡是个比
较单纯的技术问题，可能是MSCI指
数体系的一个内部调整。

MSCI在声明中表示，在征求市
场参与方的意见反馈之后，为了提
供额外的实施时间，因此决定推迟
两个指数的转换时间。不过MSCI方
面表示，此次推迟转换，不影响MS-
CI提升A股纳入因子的实施节奏。

MSCI 指数是全球投资组合经

理中最多采用的投资标的。2017年6
月份，A股4次闯关MSCI终获“准入
证”。按照方案约定，A股纳入方案将
分为两步走：2018 年 6 月 1 日，A 股
按 2.5%的比例正式纳入 MSCI 新兴
市场指数；8月 31日，该比例提高至
5%。2018 年 9 月 25 日，MSCI 宣布，
建议将中国大盘 A股的纳入因子从
5%增加到 20%。2019 年 3 月 1 日，
MSCI宣布增加中国A股在MSCI指
数中的权重，并通过三步把中国A股
的纳入因子从5%增加至20%。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表示，MSCI指数是很多国际对
冲基金以及指数基金跟踪的指数，
MSCI推迟两类中国指数转换，主要
是为了方便跟踪指数的投资者适应
转换操作，也是充分征求市场意见
后实施的结果。MSCI 提升 A 股纳
入因子的实施节奏没有受到影响，
延迟转换对 A股市场也不会产生大
的影响。

明晟宣布推迟MSCI全中国股票指数转换时间，专家认为——

推迟指数转换对A股影响不大
本报记者 周 琳

本报讯 记者彭江报道：普益
标准最新统计数据显示，3月份集合
信托产品发行和成立数量双双上
升，集合信托产品继续保持较高收
益率，但收益率走势有所分化。

具体来看，3 月份共有 61 家信
托公司发行了 1567 款集合信托产
品，发行数量环比增加了 630 款，增
幅为 67.24%。在产品成立方面，3
月 份 共 有 55 家 信 托 公 司 成 立 了
1418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数量环
比增加645款，增幅为83.44%，共募
集 资 金 1458.92 亿 元 ，环 比 增 加
741.82亿元，增幅为103.45%。

从资金运用领域看，3 月份发
行的集合信托产品投资于房地产领
域 的 产 品 502 款 ， 环 比 增 加 199
款；投资于工商企业领域的产品95
款，环比减少 4 款；投资于基础设
施领域的产品 448 款，环比增加
208 款；投资于证券市场领域的产
品111款，环比增加64款；投资于
金融领域的产品 310 款，环比增加
98款；投资于其他领域的产品 101
款，环比增加65款。

从收益来看，3月份集合信托产
品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8.27%，环
比提高 0.05 个百分点；投资于房地

产领域的信托产品收益率为8.38%，
环比提高 0.13 个百分点；投资于金
融领域的信托产品收益率为7.62%，
环比提高了 0.26 个百分点；投资于
基础设施领域的信托产品收益率为
8.57%，环比降低了 0.16 个百分点，
投资于工商企业领域的信托产品收
益率为 8.23%，环比降低了 0.29 个
百分点。

用益信托分析认为，2019 年市
场资金面保持较为宽松的状况，社
融情况向较好情况发展，企业的融
资成本预期下行。信托业产品收益
率预计未来难以长期在高位运行。

3月份集合信托产品价量齐升
机构预计收益率难以长期高位运行

日前，西安奔驰女车主
维权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值
得注意的是，该女士在维权
时提出，购车时，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收取了 1.5 万元的
奔驰金融服务费，但全程未
有任何服务。

奔驰女车主质疑的金融
服务费到底是什么？凭什么
收取？

苏宁金服集团金融研究
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高级
研究员陈嘉宁表示，一般来
说，“汽车金融服务费”是指
4S 店帮助车主办理汽车金
融贷款所收取的服务费用，
一般利率普遍为贷款额度的
3%至4%。因为办理汽车金
融贷款需要提交一系列材
料，大多数4S店提供了相关
服务，并据此收取汽车金融
服务费。

在汽车4S店行业内，收
取金融服务费早已属于“公
开的秘密”。据了解，几乎绝
大多数为消费者提供金融贷
款业务的 4S 店都会收取金
融服务费。

汽车金融服务费里有什
么猫腻？陈嘉宁表示，首先，
霸王条款。在汽车销售行业中，4S店是一些品牌汽车在
很多地区唯一的销售渠道，而且涉及汽车保养等后市场
服务，消费者为了提车，没有选择，只有接受汽车金融服
务费；其次，有失公平。根据当事车主描述，经销商并未
提供任何服务，却收取上万元费用，这个行为有失公平，
相应条款也属于可撤销的情况；再次，侵犯知情权。经销
商应该在消费者贷款前，就将相应费用提前告知，并给消
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另外，拒绝开发票和让客户向员
工个人微信转账的方式收取费用也存在问题。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炜表示，《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严格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及自主选择权，
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
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以及“消费者享有自主选
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此外，《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也有规定表明，“经销商应当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
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
费标准，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

针对汽车金融服务费中可能出现的猫腻，陈嘉宁提
醒消费者，在选择汽车金融服务前，最好提前明确相关费
用，并与经销商签订相应的服务合同；在服务和交易过程
中，留好证据；在遇到纠纷时，能够向相关部门寻求帮
助。此外，相关行业部门也要更加积极作为，加强对经销
商的管理和规范，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让金融
服务清清楚楚，汽车交易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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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该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
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
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
机构编码：B0006L34105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8818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12月14日
住所：安阳市文峰大道与兴泰路交叉口东南角昊澜迎宾
馆9号楼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13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解放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34105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588185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1月18日
住所：安阳市解放大道30号工人文化宫一层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8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孟州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34108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494363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1月09日
住所：焦作孟州市韩愈大街 256 号中原九鼎毓秀 S3#楼
一、二层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焦作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6年11月14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蓝堡湾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241010008
许可证流水号：00589127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5月08日
住所：郑州市农科路北、科明路东6幢1-2层101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30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自贸区科技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34103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58782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5月17日
住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技术开
发区河洛路215号瑞泽大厦一层东厅商铺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18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长兴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34103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587794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9月13日
住所：洛阳市洛龙区长兴街282号2幢01（1-2层31、32、
33号商铺）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14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
机构编码：B0006L34114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85504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02月01日
住所：河南省商丘市神火大道128号华驰粤海酒店楼下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6年02月03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34114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89656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08月08日
住所：河南省永城市光明路与芒山路交叉口西北角（永
煤集团大学生公寓裙楼一楼部分商铺）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13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丰华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34107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495286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02月02日
住所：河南省新乡市开发区道清路55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乡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6年02月02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穗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34107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586733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0日
住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新飞大道 136号富达财富中
心临街门面房南数第一、二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乡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0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
机构编码：B0006L34115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79422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9月30日
住所：信阳市新五大道与新六大街交叉口东南角阳光华
府7号楼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信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7年10月10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普罗旺世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241010035
许可证流水号：00587244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1月04日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宏达街98号10座1-2层101、104、
105、106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6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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