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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贷全球图谱：这门生意该怎么做
中国资本的参与也十分活跃，

（CFPB）定义 Payday Loan 是一款针

在 了 1000 多 家 Payday Loan 服 务

2010 年 6 月全部实施完毕。 同时，

除了法律层面的严格监管，越

企业间辟出一条蹊径。银行业巨头，

例如小米和顺为资本领投了 Krazy－
Bee 的 800 万美元 A 轮融资， 复星
国际旗下 VC 平台复星锐正则领投
了 Kissht 的 750 万美元融资。

对个人的短期小额贷款， 借款人必
须在下一个发薪日偿还， 贷款时长
一般为 2 周至一个月， 额度在 500
美元左右。 借款人无需提供任何经

商， 累计放贷金额约 460 亿美元，
1200 万活跃借款用户，超过总人口
的 3% 。 在 英 国 ，2013 年 Payday
Loan 达到高峰，市场上有 400 多家

为了防止贷金从业者过度授信、债
务人多头借贷，在借款人的借款余
额方面， 修正的新法规定借款人贷
款余额不得超过年总收入的三分之

来越多的美国人也呼吁限制 Pay－
day Loan 业务， 一些组织和企业率
先做出了表率。
2015 年 8 月，Facebook 率先封

如美国富国银行、 摩根大通以及美
国银行， 通常依靠信用卡业务赚取
大量利润， 因此他们不会提供另一
种同类借贷产品来损伤自己的利

一家现金贷公司创始人表示，
“印度大部分现金贷公司都是最近
两年才成立， 火爆的原因可能是印

济能力的证明， 只要提供能收到薪
水的工作证明。
在 Payday Loan 的业务 中 ， 利

企业服务商， 放贷金额达 25 亿英
镑 ，160 万 客 户 ， 超 过 总 人 口 的
2%。

一，否则新的借款将被禁止。
为了符合利率上限要求， 这些
消费金融公司不得不将目标客户从

杀了有关发薪日贷款的广告。 2016
年 7 月 开 始 ， 谷 歌 拒 绝 “Payday
Loan 产品” 出现在谷歌搜索引擎，

益。 ”
与一些网络借贷初创公司相
比， 高盛不需要费心寻找贷款的资

度手机用户数量稳定增长，智能手
机使用比例很高， 而印度现金贷多

息不被称为利息， 而是按照每 100
美元贷款收费， 费用在 10 美元至

尽管 Payday Loan 发展了近三
十年，线下门店规模巨大，业务体系

高风险群体转移至低风险群体，息
差收窄的同时潜在客户数量逐渐减

而且将不再允许还款期限少于 60
天的贷款广告被搜索，并在美国禁

金来源， 或是按照特定的标准包装
以更好地出售这些贷款产品。 高盛

是基于手机平台。 另外印度年轻一
代的消费观念也在逐渐从储蓄型转

30 美元之间。 根据 CFPB 的调研，
每 100 美元贷款收取 15 美元是中

成熟，但其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暴露，
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和争议。

少。 武富士也因利息返还制度宣告
破产。 随后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

止年利率超过 36%的贷款广告。
英美希望通过监管机制的不断

收购通用电气旗下的通用资本银行
以及其他银行来扩大资金来源，为

变成消费性。 ”
消费支出增长带来消费金融的

值收费标准，对于典型的期限为 14
天的发薪贷而言， 这意味着 400%

“消金三恶”

日本贷金业遭到重创且至今一蹶不
振。

升级完善来降低小额现金贷款对普
通大众带来的不良影响。 这也导致

Marcus 铺好路，使其具备更大的灵
活性，能够为平台提供更多的选择，

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 印度全国个
人贷款总额从 2007 年的 4.6 万亿

的年化费率。 如果借款人不能及时
在发薪日还款， 可以延期到下一个

监管加码

了 Payday Loan 近年来整体市场收
缩的现象。

包括贷款产品的数额、 条款和偿付
期限等。

卢比增长到 2016 年初的 13.5 万亿
卢比，增长近两倍。

发薪日还， 但利滚利会让借款人承
担巨额利息， 使原本窘迫的生活更

日本的现金贷业务也有几十年
的历史。

加雪上加霜， 而 Ｐayday Ｌoan 便可
从中攫取暴利。 此外，由于 Ｐayday
Ｌoan 还款是采取支票扣款的方式，

与日本一样， 美国各州也不断
加强对 Payday Loan 的监管， 纷纷
颁布法律法规。稍微严格一点的州，
限制一个客户可以同时获得的贷款

在客户方面，Marcus 以传统方
式来操作，比如电子邮件，提交借款

大摩预计，2027 年印度消费行
业和金融行业的市值都将是现在的
４ 倍，分别达到 2 万亿美元和 1.8 万

根据 1983 年日本制定的《贷金
业 务 规 制 法 》， “ 贷 金 业 （Money
Lending Business）”成为这一不吸收
存款， 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的非

在英国， 监管规则落地 6 个月
后，Payday Loan 的申贷客户数、授

亿美元，市值总计接近 4 万亿美元。
未来十年，随着科技进一步发展，消

如果贷款人账户金额不足以偿还支
票， 银行还会对借款人征收空头支

Loan 机构能够留在市场。

和投资者的资金供需进行匹配，而

票费用， 附加费用和利息也会由于
无法偿还贷款不断增加， 最终导致
借款人无力偿还而面临破产。

数量，限制连续贷款，强制要求同一
客户两次贷款之间要有一定的时间
间隔。 更加严格的州禁止发薪日贷
款机构使用刑事控告的方式来敦促
客户还款。 最严格的州要求取缔所
有的发薪日贷款， 这也导致了发薪
日贷款公司像赌博业一样， 在部分

申请时必须出示高盛所发电子邮件
中包含的邀请码。 目前，Marcus 只
面向美国用户开放。
同时， 高盛不会自己将借款人

费者信贷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7％。
现金贷不同于 P2P 平台，后者
募集公众资金， 极容易产生跑路的
后果，而前者是“借钱出去”的模式，
在商业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以贷
养贷”和“共债”危机。

银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名称。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房地产泡沫
破灭后， 日本的个人消费成为经济
增长的重要动力。 数据显示，当时
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比重在 52%
左右， 在后面的十几年中该比例不
断攀升。 个人消费的蓬勃带动了日
本贷金业的发展。
日本的消费金融公司通过对个
人信息的快速审查、 可随意借款和
还款、 对借款人信息进行保护这三
种特性，快速占领了信用记录不佳
的客户市场， 并不断做大做强。 根
据《福布斯》杂志，1999 年，日本四
大消费金融企业之首——
—武富士的
创始人武井保雄以 78 亿美元的资
产名列日本第一， 在全世界排名第

信通过率和贷款金额分别下降了
20%、50%和 35%。 FCA 对监管制度
落地可能产生的市场影响进行评
估 ， 认 为 最 终 仅 有 1/4 的 Payday
在 美 国 ，First Cash、EZ Corp、
Cash America 等 上 市 型 Payday
Loan 服务商均表示，根据监管规则
实施调整后业务收缩。 如今，Cash
America 已经从纽交所退市。
部分研究者认为， 此举使用强
制性措施保护消费者避免债务缠
身。 但也有研究表明， 此举降低了
Payday Loan 供应规模，伤害了市场
机制，但从电话及网络投诉渠道的
调查来看， 原有问题并没有显著降
低。

模范版本

是寻求通过银行来发放贷款资金。
这也就决定了 Marcus 的资金成本
很低， 借款人可以获得更有竞争力
的条款。
高盛现金贷虽然审批快， 不需
要任何材料和抵押， 但首先要保证
的是贷款人的还款能力， 只有信用
分达一定额度才有贷款资质。 更重
要的是， 贷款范围是 3500-3 万美
元，期限为 3 至 6 年，客户可以私人
订制贷款期限， 以便确定合适的还
款金额， 真正意义上帮助一时陷入
困难的人实现财务过渡。
美国信用卡贷年利率近 17%，

2016 年 10 月， 投行巨擘高盛
成 立 以 其 创 始 人 之 一 Marcus
Goldman 命 名 的 个 人 无 抵 押 网 络
借贷平台 Marcus。 高盛之所以想要

高盛现金贷平均年化利率 12%。 其
中约 3%是营运成本，4%是坏账成
本、再去除 3%左右的资金成本，高
盛 现 金 贷 业 务 仅 剩 2% 左 右 “ 利
润”。

成立自己的借贷平台，主要是想与
Lending Club 这样的金融科技公司
竞争分一杯羹， 同时填补 2008 年
经济危机以后银行在个人借贷市
场的空白。
高盛瞄准了寻求信用卡替代品
的人群。 与信用卡不断变动的利率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认为
直接与零售客户接触对于一直走
“高大上”路线的高盛来说是巨大飞
跃， 因为在此之前高盛在借贷方面
的布局只有面向私人银行客户的借
款、住房抵押贷款，向私募股权基金
提供借款， 向机构客户的贷款等产

和多重费用不同的是， 信用良好的
借款人可向 Marcus 申请利率固定
不含其他费用的借款。
高盛银行融资业务全球主管
Stephen Scherr 曾表示 “无担保贷
款业务目前市场缺口较大， 我们能
够就此在大型银行和小型金融科技

品类型。 个人和小微企业贷款这块

由于用户资质不高， 这类现金
贷平台通常有着非常高的坏账，但
行业弥补坏账最常见的做法，并非
着力筛选客户，而是通过提高利率，
覆盖财务损失。 而利率越高， 还不
上钱的用户就会越多， 就会形成了
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导致企业
甚至是行业的崩盘。
在解决“共债”危机上，印度现
金贷监管部门就提供了一个可以参
考的方案。 他们要求将现金贷公司
的数据强制提供给正式的金融机
构， 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公司。
然后由这些正式的金融机构提供资
金，现金贷公司则变成了获客、风控

美国一家信托基金研究显示，
美国大多数发薪日贷款的借款人是
白人，年龄在 25 至 44 岁之间、没有
四年制大学学位、 年收入低于 4 万
美元以及离婚的人士等。 他们一半
以上拥有银行卡， 但多数人银行卡
不超过 2 张， 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有
其他大额负债且授信额度紧张。
在欧美国家， 个人征信体系完
善， 信用卡普及度高。 根据美联储
报告，70%至 80%的美国人都有信
用卡。 相对于优质人群， 信用分过
低或者缺乏信用记录的次级人群
（sub-prime），很难从传统金融机构
获得信贷服务。 所以应急的小额贷
款显得尤为迫切。 大多数借款人在

的助贷机构。 这不仅收集了底层人
的征信数据， 逐渐完善了国家的征
信系统， 还避免过度授信， 减少了
“以贷养贷”的现象，降低了债务风

几个月内使用 Payday Loan 支付普
通的生活费用。
自 1983 年 Cash America 率先
开 展 Payday Loan 业 务 以 来 ，First
Cash、Ez Corp 等快速跟进， 先后推
出了现金垫款、预付借记卡、典当、
汽车贷款、消费贷款等产品。 2006

险。

年左右， 英国 Payday Loan 业务开

起源之地
现金贷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 Payday Loan，即发薪日
贷款。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始发展， 其中代表性机构旺家
（www.wonga.com） 于 2007 年 初 上
线。
信用市场爆发、 互联网技术发
展让 Payday Loan 市场快速发展。
在美国，到 2014 年末市场上已经存

监管宽松的州聚集。
2014 年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率先颁布了《消费贷款管理
细则》，对高成本短期贷款（hightcost short-term）进行监管。 同年美
国 CFPB 开 始 出 台 专 项 办 法 对
Payday Loan 进行全面规范。

不过随着日本贷金业的高速发
展， 背后隐藏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
面。 当时业界一致认为日本贷金产

2015 年英国 FCA 颁布了更为
严格的法规， 包括对发薪日贷款的
利率和费用进行封顶。 所有贷款的
利息和费用不得超过 0.8%每天。
2016 年美 国 CFPB 发 布 了 关
于 Payday Loan 新规征求意见稿。
要求 Payday Loan 机构向主管部门

业普遍存在多头借贷、 高利息及不
当催收三大问题， 被称为 “消金三
恶”。
日本政府为了遏制贷金业的
“消金三恶”，从 2000 年起对《贷金
业务规制法》进行连续修正，对贷款
行业进行适当性管制， 就放贷机构
的准入条件、 行业自律机构以及行

申请资格认证，并建议只向合适的
人群借款，让消费者充分了解借款
所承担的义务与风险。 允许出借人
提供两种长期贷款选项：一种为年
化利率上限为 28%且申请费用不
得超过 20 美元的贷款； 另一种为
贷款期限不超过 2 年，年化利率不
超过 36%的贷款，但违约率需要控

为监管做出明确约定。
2006 年是日本消费信贷的转

制在 5%以内， 从而进一步控制风
险。

型改革年， 当时日本最高法院颁布
《利息限制法》， 消费贷款公司的年
利率不得超过 20%，之前多出的利
息部分， 要全部退还给借贷者，到

今年 １０ 月， CFPB 出台新规，
要求出借人放贷前评估借款人是否
有能力还款。 限制现金贷债务 “陷
阱”。

30 位。

新兴业务会成为高盛利润最高的业
务，高盛方面称，资金回报率可达到
20%。
Marcus 发展速度异常迅猛，仅
用 ８ 个月时间就跨过了 10 亿美元
的门槛，11 月中旬突破 20 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