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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贷全球图谱：这门生意该怎么做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李曦子

管 Bala 在印度创立了第一个基于

打开安卓平台上的一款 APP，
填写个人，申请小额资金借款，四分
钟后，就可能到账了。 用户可以选
择不同的还款计划， 从 2 个月到 3
年不等，月利率也非常优惠。
这个场景在欧美发达国家并不
令人惊讶，但现在，印度、越南、菲律

手 机 应 用 的 现 金 贷 平 台 Money
Tap。两年后 Money Tap 已经有超过
100 万的用户跨越 20 多个城市，印
度现金贷蓬勃发展也成为投资创业
的新蓝海。
而事实上，国外一些发达国家
现金贷行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
经兴起，但这些国家现金贷业务在
政府严格的监管下不断转型升级，

宾等国都将进入现金贷时代。
两年前，从硅谷裸辞的惠普高

已催生出更完善的模式，值得后来
者借鉴。

风靡亚洲
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现金贷行业
正处于黄金时代。
中国的现金贷平台数量是印度
的百倍之多，但是这一年里，他们经
历了大喜大悲，正集体陷入焦虑与
慌乱中。
从 2017 年 4 月银监会首次提
及对“现金贷”业务进行清理整顿，
到 10 月趣店的上市成为今年中国

在美最大的 IPO， 再到 11 月 21 日

燕在“银监会近期重点工作通报会”

场应运而生。

互金整治办以特急形式发文停批网
络小贷牌照，现金贷无疑已成为焦
11 月 28 日， 北京市互联网金
融行业协会向会员单位下发《关于
成员单位开展业务自查工作的通
知》，自查内容包括实际年化利率是
否超过 36%、多头负债情况、用户
高息转贷情况、“羊毛党”参与情况，

上表示， 现金贷整治方案将于近期
下发。
中国的现金贷行业正刮监管风
暴。 与中国相比，越南、菲律宾等国
的现金贷行业才刚起步， 印度的现
金贷行业也才刚进入蓬勃发展时
期。
以印度为例， 由于印度的银行
系统主要服务国企和大型财团，民

据普华永道《印度 2017 金融科
技趋势报告》 的统计，2016 年印度
新成立的线上借 贷 公 司 超 过 158
家。 2017 年新成立公司已达 225
家，预计今年印度现金贷市场规模
将达 140 亿美元。
今 年 以 来 ，Kissht、LoanTap、
Rubique、Stashfin、KrazyBee、Mon－
eyTap 等多家印度网贷公司成功融

并要求平台对用户进行排查。 12 月
1 日， 银监会普惠金融部副主任冯

间借贷需求一直存在巨大缺口，民
众很难从银行获得服务， 现金贷市

资。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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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振兴美国制造看起来很美
的产品， 尽管他本人经常被曝出享
用中国制造的新闻。
然而， 总统先生的美国制造梦
是基于逆全球化战略而制定并落实
的。 特朗普总统把美国制造的衰败
归结为自由贸易并不全面。 总统想
通过振兴制造业减轻就业压力，但

快到圣诞节，如果不出意外，将

这一努力也可能适得其反，连 WTO
全球贸易报告都明确指出美国制造
业领域的失业问题， 十分之八是由

会有一份新的议案放在特朗普总统
的办公桌上等着他签署。 这份议案

生产力提高造成的， 而不是自由贸
易。 基于逆全球化战略而制定的美

就是税改，最新的消息是，当地时间
11 月 28 日， 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已
经投票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税改议
案，很快就可以进入全体表决程序。
尽管这份税改方案从公布以来
几易其稿，仍难脱为富人减税、加剧

国制造振兴计划， 也很难逃脱这个
大框架所天然带有的弊端。
总统先生的重振美国制造的计
划还带有明显的反市场印记。 为了
让制造企业回国， 特朗普举起了大
棒加胡萝卜的方式， 让一些企业回

贫富分化以及增加财政赤字等质
疑。 质疑归质疑， 税改寄托的是总
统先生重振美国经济的梦想。 总统
先生梦想着让美国制造重新闪烁耀
眼的光辉， 亮瞎世界上那些质疑者
的眼睛。 税改是振兴战略能够成功
实施的重要环节， 也是特朗普总统
不能够失败的大事项之一。
总统先生的梦想是一剂药方，
解决美国经济空心化重新回归实体
经济的药方， 税改是这剂药方中非
常重要的一味药， 对症的是制造业
回流， 对症的是实体企业的减负。

国建厂。 但这一方式在市场面前很
难不碰壁， 全球产业链的形成让企
业回流异常艰难， 高昂的人工成本
也阻断了不少企业的回乡路， 即使
不少回去的企业， 由于自动化和高
科技的发展也难以实现总统先生大
幅增加就业的政治承诺。 比如美国
的空调制造商开利公司（carrier）就
在一片企业回流声中计划将印第安
纳州的一家工厂迁到墨西哥。
把美国制造企业放到襁褓中，
也在损害着这些企业的竞争力。 欧
盟就认为，严格的“买美国货政策”

不过， 这味药的负作用总统先生没
说明， 财政赤字是否会反噬减税的
成果，总统先生更没有预测。
总统先生的如意算盘是， 通过
重振美国制造解决经济空心化问

有可能导致成本增加和额外延误，
并且可能对美国公司造成额外费
用，使他们在全球运营处于弱势，还
可能干扰跨国供应链。 最近美国又
开始限制光伏产品进口， 征收高达

题，重振美国制造的方式一是减负，
给本土企业更好的生存空间， 一是
吸引企业回流， 让更多优质的美国
制造类企业回到美国。 福特承诺回
国建厂就是这一策略的具体实践。

35%的关税。 但谁能说限制了光伏
产品的进口， 美国就一定能发展好
本国的光伏产业呢？
特朗普总统想更多地干预，但
这一干预不仅会耗费更多的财政成

总统先生还极力推动买美国货运

本， 而且还会损害美国制造的竞争

动， 号召更多美国人消费美国制造

力。

许凯

沙特能源部长卡利德·阿尔-法利赫（Khalid al-Falih）在 11 月 30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其他盟友产油国“一致同意”将减产协议执行时间
延长到 2018 年 12 月。 他表示，利比亚与尼日利亚也同意将其明年的各自产量上限维持在 2017 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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