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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 P2P 行业的震荡与明镜融资基金的差异性 

 

 

P2P 行业在中国的大致发展史 

 

P2P 信贷 (Peer to Peer Lending) 在国内的发展已久，自 2006 年

Prosper 和 LendingClub 在美诞生后未几，P2P 信贷便在中国萌芽，缓

步增长至 2012 年底中国大约有 148 家 P2P 信贷平台。自那以后，P2P

信贷在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到了 2015 年底，总共已近 3400 家 P2P

信贷平台，逾三百万名参与在这些平台上放款的投资者（下称“投资

人”）。 

 

从 2015 年起，中国的 P2P 信贷行业经历了数次较大的风波并看到数量较

多的问题平台消亡。以 2015 年计，当年出现问题平台逾千家，2016 年

的问题平台数量更进一步上升到一千四百家左右，2017 年也有近千家。

相形之下，今年出现的“爆雷”虽然比较集中于最近的六七月份（有近两

百家），但年初至今总数亦不足三百，与往年比并不算尤为突出。时间上

的集中及部分平台的庞大体量还是令整个行业风声鹤唳。 

 

不断大浪淘沙的结果让中国的 P2P 信贷平台出现了明显的行业集中。同

时投资者对 P2P 信贷行业的信心并没减弱。到目前为止，国内有效运营

中的 P2P 信贷平台虽不到 2000 家，但积极“投资人”超过五百万名，人

均放款余额约两万人民币。 

 

P2P 信贷平台的实质 

 

我们对 P2P 信贷行业持中性观点。伴随着金融危机后银行业监管收紧下

私募信贷的行业大发展，P2P 信贷作为私募信贷中的一种渠道一种表现

形式而存在。而科技的提高令得 P2P 信贷成为了更高效的可能，如利用

大数据等先进手段，识别客户风险，实现普惠金融，部分替代传统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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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曾撰文指出金融的本质是资金融通，金融

机构在其中起中介桥梁作用，这一中介作用可划分为两类：一是信息中介，

二是信用中介。前者是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后者则是金融中介机构在资金融通过程中，以自身作为信用的担保，保证

出资人的本金和利息安全，承担起控制贷款风险的职责。 

 

中国央行从政策取向而言，整体上规管要求是 P2P 信贷应严格按照信息中介的

方向走，2016 年 8 月四部委联合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

理暂行办法》（下称“824 规定”），更明确了 P2P 应该是信息中介、而不是

信用中介的地位。亦即，P2P 信贷不应当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来从事放贷，

P2P 信贷平台是信息中介，与之形成对比，现金贷才是信用中介。 

 

问题平台的常见结局 

 

在过往年度中，出现“爆雷”的问题平台往往有如下数种结局： 

 

1. 终止运营、良性退出 —— 股东或其他相关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兜底，

兜底完后便退出经营，平台随之寿命终结； 

2. 提现困难、暂停发标 —— 股东或其他相关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债务

重组及设法获得流动性，成功后可能继续恢复或终止运营； 

3. 平台失联 —— 部分是仅仅实控人失联，部分是整个平台一夜消失，

甚至有在平台网站主页公告宣布要失联的； 

4. 涉及诈骗或非法集资、警方介入 —— 开始漫长的清理资产、变现、

返还过程。 

 

在上述 1 和 2 的情形下，大部分投资人能收回大部分或全部本金，在债务

重组中可能损失利息；而 3 和 4 的情形下，大部分投资人血本无归或仅在

相当长的等待后收回极小部分本金。 

 

今年的问题平台亦离不开上述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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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平台的问题所在 

 

表面而言，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收紧被认为是近期中国 P2P 行业

震荡的原因之一，继 824 规定后，2017 年末 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 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

作的通知》（“57 号文”），今年 4 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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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号文”）对整个 P2P 行业定下了要“行业出清、抑

劣扶优”的基调及到 2018 年中要实现的一系列时间表，加上宏观的“去

杠杆”让一众 P2P 信贷平台手忙脚乱。 

 

此外，各地新房购置的“摇号”和大金额订金又让不少投资人从自己的各

处资产抽取流动性以获取“摇号”资格，P2P 信贷平台猝不及防地在部分

城市和地域成为意外“挤兑”的对象。但究其根源，集中式的“爆雷”主

因仍在问题平台自身。那么其问题主要为何？ 

 

1. 虚假标 —— 自融或索性凭空捏造不存在的借款主体，创造出虚假

标后实际获得借款并挥霍； 

2. 规模错配 —— 平台上架极大规模的借款标，形成实质上的众人集

合向个别借款主体提供大额资金，资金集中度高，一旦形成信用

风险，平台经营者为避免“千夫所指”而被迫跑路（若平台仅扮

演了“信息中介”角色，其经营并无可指摘亦无风险，但实际操

作中类似规模错配往往涉及“利益输送”，平台脱不了干系）； 

3. 期限错配和投资者集中 —— 单对单的情况下，投资人理应在交易

之初便非常清楚其实际投资期限。而当平台们搭起“集合理财+智

能投标”的架子时，且不论其违反了 824 规定和上述其他通知，

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平台上的借款标可以转让以便不同集合理

财资金池可以按期终结。然而当遇上投资者集中在部分地域时，

外部环境带来的流动性紧缩会致使被动型“挤兑”，那么可以转

让也没有用了，流动性完全枯竭，集合理财型产品面临到期不能

还本付息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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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融资基金与 P2P 信贷的差异 

 

明镜融资基金（下称“基金”）在过去九年的运营中尚未向任何 P2P 信

贷平台进行过资金配置，同时也尚未向任何位于中国大陆的结构进行过资

金配置。 

 

我们在此将基金与大部分 P2P 信贷平台及其产品的主要差异详列如下： 

 

1. 基金是开放式结构，允许申赎，而并非具体的定期产品； 

2. 基金是净值型产品，具体收益由投资实效决定，而并非预期收益

型或保证收益型产品； 

3. 基金对投资对象的尽职调查贯穿始终，从投前到投后，基金的管

理团队几乎永远都有同事在出差去做尽职调查的路上，对于基金

已经放款的对象，我们从不松懈，发现警示信号经过分析我们可

能提前抽贷，而非守株待兔等待贷款到期、心中盼望不要违约； 

4. 基金所投资对象以金融机构、中小企业等 B 端为主，具体这些对

象可能会使用基金所提供的资金去进一步向其他客群提供信贷服

务，但在提供这些服务时他们都是信用中介，而非信息中介； 

5. 基金的风险分散化不仅仅表现在交易对手个数，更表现在交易对

手的地域分布，基金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组合，而大多数的 P2P

信贷平台都是地域性经营； 

6. 基金通过主动手段保持组合内流动性的充裕，同时结合投资者的

分散（分布于全球，没有单一市场的集中也没有单一投资者的集

中）来避免挤兑型流动性压力； 

7. 基金和基金管理人多年来持续受到严格监管，基金资产向来于第

三方存管； 

8. 基金唯一经营所得为收取之 2%年化管理费，而非向放贷对象的各

种层层叠加费用或赚取利差。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对 P2P 行业持中性态度，之所以迄今未曾投资主要

由于我们尚在不断增加了解并提高对该行业进行尽职调查的能力。我们

相信在中国也好、全球其他地区也罢，P2P 信贷有合理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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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有对基金的其他疑问，欢迎来函。 

 

 
 

 

Disclosures 

This document was produced by Skybound Capital and for its clients only, and whilst all care was 
taken in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preparation of the opinions contained herein, Skybound 
Capital does not make any representations or give any warranties as to their accuracy or 
correctness. Skybound Capital also assumes no liability for any losses resulting from errors or 
omissions in the opinions or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vestors should take cognizanc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risks involved in buying or selling any financial product, tha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markets are subjective and that past performance of a financial product is not necessarily indicative 
of the future performance. The value of financial products can increase as well as decrease over 
time, depending on the value of the underlying securities and market conditions. Investments 
denominated in foreign currencies are subject to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which may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value of, or income from, investments. This document does not constitute a 
solicitation, invitation or investment recommendation, and prior to selecting a financial product or 
fun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vestors seek specialized financial, legal and tax advice. 

If the document is presented in Hong Kong, it is directed at Professional Investors (as defined under 
applicable regulations) only and is not intended for, and should not be used by, non-Professional 
Investors. 

Our salespeople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may provide oral or written market commentary or trading 
strategies to our clients that reflect opinion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research.  

Our investing businesses may make investment decisions 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or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research as markets continue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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