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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雷“内讧”真相：为甩互金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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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贷“大逃杀”
国际金融报记者 ｜ 暮立

国际金融报记者 ｜ 付碧莲

黎明前的黑暗最可怕！
12 月 1 日， 银监会普惠金融部副
主任冯燕在银监会近期重点工作通报
会上透露，对网络小贷的整治方案将于
近期发布。

三日内，五轮公告战！
近期， 迅雷集团与迅雷大数据公司的
“内讧”以公开互撕方式，站在了“聚光灯”

据业内人士透露，自监管将进一步
加严的风声传出以来，不少现金贷平台

下。
者坦言：“其实， 公司高层对于迅雷品牌和

便开始缩量、计划“出逃”：一部分人期
望在政策落地前 “抢跑”， 保留胜利果

商标被不合理或者说过度使用问题一直是
有意见的。 近期可能是因为互金行业的监

实；也有的在等待靴子落地，伺机而动。
而这可能导致连锁反应的出现，包括借

管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在互金领域的运营
风险明显增加之时， 公司高层也一下子变

款人还款能力及意愿减弱、平台逾期率
急剧增高……

一位迅雷内部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

得更谨慎了。 ”

逾期率急剧增高
内部冲突升级
综合利率红线、放款牌照、资金来
源已成为压在现金贷平台头上的三座

本次事件或许要从 11 月 21 日、22 日
迅雷总部门口，手持横幅“维权”的不明人

大山。 其中，综合利率红线带来的“震
动”最大。

员说起。
11 月 22 日，有网友发帖称，有投资者到

根据法律规定，年利率 36%为民间
借贷的“利率红线”，若超过则为“高利

迅雷总部拉横幅示威， 要求迅雷 CEO 陈磊

贷”产品。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现
金贷平台打“擦边球”，执行低利息+高

还钱。随后，迅雷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11 月
21 日及 22 日有外来人员手持横幅到迅雷总
部示威确有其事，但对方并非迅雷用户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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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这是一起有预谋有策划的故意抹黑迅
雷的行为，公司已报警并交由警方处理。
时隔一周后，迅雷集团（深圳市迅雷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与迅雷大数据（深圳市迅

起暂停高级副总裁於菲在迅雷集团的一切
职务。

是高层紧急叫停迅雷品牌和商标在互联网
金融领域使用的主要原因。 同时，另一方面

产品。 其中，包括迅雷在公告中提出的迅雷
爱交易、迅雷易贷等产品，目前迅雷爱交易

雷大数据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之间的 “内
事者受人指使，把各位看客都看晕了。
11 月 28 日上午，迅雷集团突然发公告

迅雷大数据于当日下午发布声明称，迅
雷美股上市公司是注册在开曼群岛的离岸公
司，根本不是迅雷大数据的股东，迅雷大数据
的股东之一为深圳市迅雷网络技术有限公

高层对于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发展与布局
也有新的想法。 ”
根据 11 月 29 日晚间迅雷发布的 《签
订明显不公平条约， 原迅雷高级副总裁於

已被彻底关闭，疯狂猜涨跌、迅雷易贷等产
品也被质疑存违规风险。
今年初上线的迅雷爱交易， 在宣传时
号称“0 成本无风险”、“8 元低门槛”、“10 秒

称， 已正式撤销迅雷大数据公司及其子公
司的品牌和商标授权， 并要求其全面停止

司，其主要股东为邹胜龙（76%），董事会与开
曼群岛迅雷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是两套人员，

菲涉嫌利益输送》公告，经迅雷集团内部调
查，原迅雷高级副总裁於菲在任职期间，存

开户 30 秒入金”、“40 倍杠杆高”、“24 小时
随时提现”，吸引用户首次注册的优惠中就

对迅雷商标的任何使用。 迅雷大数据及其
子公司旗下业务 “迅雷金融”、“迅雷易贷”

各自独立运作； 并发布文章 《九评玩客币
（一）》，称陈磊率网心公司顶风作案，违法充

在多项不当行为， 涉嫌利益输送。 其中包
括， 迅雷集团与迅雷大数据公司的协议并

包括赠送迅雷会员。 后监管部门严查微盘
交易， 迅雷爱交易因涉及微交易被相关部

等在迅雷官方网站被全部下线。
5 小时后，迅雷金融作出回击：迅雷大
数据及其子公司是经迅雷董事会批准设

当玩客币黑市交易的清结算服务商。
11 月 30 日， 於菲发布一封公开信，称

未经过公司正常审批流程， 协议中也存在
多处显失公平和有损公司利益的条款。 具

门于 3 月末叫停。
5 月 19 日， 迅雷大数据上线了小游戏

自己被迅雷方面抹黑， 并强调迅雷 CEO 陈
磊推出的玩客币诱导炒币， 并没有应用区

体有如下两点： 即迅雷集团需要每天、无
偿、 免费地提供 3000 万的迅雷 UV 流量给

“疯狂猜涨跌”，其投注对象为“上证指数”
或“虚拟指数”，筹码为“欢乐豆”，即 1 元兑

块链技术。 於菲发布公开信称，之所以被迅
雷“驱逐”是因为与陈磊之间存在分歧。

到迅雷大数据公司； 迅雷大数据公司及其
旗下所有分公司， 都免费地并且终身可使
用迅雷集团的品牌， 以迅雷名义从事任何

换 1000 欢乐豆，玩家在一定时间内通过竞
猜指数“超过”或“不超过”某一具体数值，
从而实现筹码转移。 该产品被质疑是“二元

业务，并且可以不通过迅雷集团的知晓、不
给迅雷集团以董事会席位。
对此， 迅雷 CEO 陈磊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曾表示：“迅雷与迅雷大数据之间的矛盾
有很多原因， 但关键是品牌责任与监管能

期权”赌博。

力的不匹配。 用了迅雷的品牌，但业务迅雷

的行为会形成资金池，增加金融风险。
除此之外，迅雷集团今年 10 月推出的
玩客币同样也被质疑是变相 ICO、非法集资
的骗局。
虽然真相仍是一团“迷雾”，但因这起
“内讧”， 迅雷股价大跳水，11 月 27 日收跌
15.66%，28 日收跌 11.57%， 在 29 日重挫

讧”摆上台面，商标取消授权、变相 ICO、闹

立，并由迅雷投资入股，其商标使用权和流
量资源受协议保护， 今后仍将以迅雷大数
据和迅雷金融标识开展业务。 同时声称对
方公告属迅雷 CEO 陈磊打击报复行为，陈
磊主持开展的玩客币业务违法违规。
11 月 28 日晚间， 迅雷再次发布公告，
否认迅雷大数据公司对陈磊的指责， 并表
示已向迅雷大数据公司发送了律师函，要
求其全面停止对迅雷商标的任何使用。 迅
雷还透露， 迅雷集团与迅雷大数据的协议

多位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的律
师均表示， 从公开资料来看很难判定迅雷
集团与迅雷大数据， 以及陈磊与於菲之间
孰是孰非， 但显然双方之间此前签订的协
议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最终或许只能走法
律途径解决。

中存在多处显失公平的项目。
当天晚上 10 点半左右，迅雷大数据再

互金业务风险暴露

度反击， 称从未收到迅雷集团的任何律师
函，并再次将矛头指向玩客币，表示曾受玩

显然， 迅雷集团与迅雷大数据之间的
矛盾不是现在才有， 只是为何在此时爆发

客币的牵连被约谈过。

呢？

而 10 月上线的现金贷业务 “迅雷易贷”
一经推出即引发争议。 有业内分析人士认为，
用户贷款缴纳给迅雷易贷的定金属于政策明
令禁止的“砍头息”，迅雷易贷在贷款前收费

11 月 29 日凌晨，迅雷董事会发布致全

“大家都知道有问题，之所以现在出现

却不知情， 用户可能是因为相信迅雷品牌
才买的金融产品。 ”
根据迅雷公告，迅雷在 2016 年 8 月投
资了迅雷大数据，持股 43.16%，为其第一大
股东。 不过在 2017 年 1 月，迅雷大数据股
权变更，迅雷持股降至 28.77%，变成第二大

体股东信，先是力挺了陈磊一波，并再次强
调玩客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迅雷相关

激化， 相当程度上应该与当前互联网金融
监管环境的改变有关系。 ”上述迅雷内部人

股东。 天津市相成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增加了迅雷大数据的注册资本金，持股

31.11%。
分析人士认为， 尽管孰是孰非暂难断

人士宣称，迅雷是这场事件的受害者，未履
行出资义务却获得多家公司控制权的迅雷

士指出，“今年以来， 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
的监管全面收紧，行业风险充分暴露，公司

由 10%变为 30%，成为第一大股东。

定， 但很明显的是双方都想从互联网金融

大数据公司实控人於菲才是最大受益人；
29 日下午，迅雷再次发布全员邮件，称即日

领导层也意识到迅雷品牌在互联网金融领
域的风险扩大，甚至有些不可控，这也应该

而从 2016 年末开始，迅雷大数据通过
设立多个子公司触角伸向互联网金融领
域， 开发了一系列面向迅雷用户的金融类

领域捞钱，只是可能因为某些原因，风险提
前暴露了。 或许对投资者而言，这并非是一
件坏事。

京东金融陈生强：

金融科技核心价值在于创造“无界金融”
的是我们将自己的金融科技能力从自身业

11 月 27 日，中国工商银行与京东金融
在北京联合举行发布会，宣布推出“工银小
白” 数字银行以及无人贵金属店等系列产
品。 京东金融 CEO 陈生强借此对于金融科
技的核心价值进行了阐释， 首创 “无界金
融” 概念， 并定义了无界金融的两大内
涵——
—数字化与全场景化。 无界金融与京
东集团无界零售理念完美契合， 再次让外

务中解耦出来， 然后与银行解耦出来的业
务模块相融合，以数据为基础，以技术为驱
动，以数字化的形态服务于用户，能像积木
一样自由组合，像卡片一样自由分发，像插
件一样自由嵌入与连接。
而全场景化， 指的是让金融服务不仅
能够在互联网上打破服务场景局限， 还能

数据、信息、资金等方面深度整合的成果。
工银小白不同于传统的电子银行或直销银
行，而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能像卡片一样植
入到任何一个互联网场景之中， 购物、社
交、文娱、生活缴费、出行……衣食住行无
所不包， 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 就可以有
“工银小白”。
另 一 个 创 新 项 目 ——
—“ 无 人 贵 金 属

界看到了金融、产业和技术的高度统一性。
6 月 16 日， 按照一级核心资本排名全
球第一的中国工商银行与京东金融签署全
面合作协议，引发金融和科技行业的震动。
一夜之间，金融与科技公司的融合，成为了

够打破物理时空的局限，连接线上与线下，
实现“O+O”式的服务。 所谓“O+O”，不再是
线上到线下，或者线下到线上单向的传导，
而是以用户的活动、场景为中心，双向互为
入口，互为服务。 在这种模式下，用户、产品

店”， 则实现了金融科技能力在线下的落
地， 是金融科技改造金融机构线下服务网
点的一个标本。 无人贵金属店采用多屏互
动、体感交互等多种技术，让客户可以在线
下网点更直观地了解产品信息， 同时又可

和场景将实现完美的融合。
“在数字化和全场景化的金融服务体
系中，用户不用再去找服务，而是服务去找
用户。 金融服务将以无界的方式，嵌入到我
们身边每一个生产、生活场景之中。 我们能
为用户创造的是一种随处可见， 触手可得

以很方便地直接转到互联网上进行购买，
让交易在场景中完成， 而所购的商品将由
京东物流直接配送到家， 真正实现了线上
线下的交互服务。
陈生强表示，“今天， 我们与工商银行

行业的主流风向。 此后，商业银行与科技公
司结合开始加速。 但行业上一直是风声大、
雨小点，对于金融科技如何服务金融机构，
一直没有清晰的结论和看得到的产品，直
到京东金融跟工商银行的合作产品落地，

银行创造什么核心价值？ ”陈生强称。
对于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 陈生强给
出的答案是：“我们用产品证明了金融科技

才算给了市场一个答案。
“还记得 5 个月以前，当我们与工行达
成全面合作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很大压力
的。 作为一家服务金融机构的科技公司，面
对全球第一大商业银行伸出来的橄榄枝，
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能为

能为银行创造的真正核心价值， 其本质上
是创造无界金融。 无界金融有两个内涵：一
是数字化；二是全场景化。 这里的无界，更
多是指服务范围上的无界， 而非是突破监
管框架。 ”
陈生强进一步解释说，所谓数字化，指

陈生强

的全新价值体验，实现无界金融。 ”陈生强
说。
据京东金融方面介绍， 此次与工商银
行联合推出的“工银小白”是业内首创的场
景融入式数字银行，是双方在客户、账户、

合作产品的发布，对全社会来说，也许只是
做了一些小事。 如果说，未来我们之间的合
作长度有百步之遥， 那今天也才迈出第一
步。 但我相信，这一小步，是金融科技行业
的一大步， 更是无界金融从 0 到 1 的一
·CIS·
步。 ”

平台服务费，得到远高于 36%的年化综
合息费率。
上海某中型现金贷平台高管在接
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综合
利率红线一旦被划定后，对现金贷平台
而言只有三个选择：首先，99%的平台被
迫选择退出这个市场；第二，转营线下
业务；第三，通过其他模式来变相经营。
严监管煎熬的不仅是相关平台，借
款用户的心理也在悄然改变。 现金贷借
款用户“共债现象”极其严重，随着现金
贷平台纷纷加速收紧放款，使得借款用
户除了客观还款能力变差外，主观还款
意愿也在减弱。
前述高管表示， 目前平台数据显
示，逾期率已大幅上升，催收难度急剧
增加。
“太恐怖了！ ”11 月 28 日，另一家
现金贷平台的高管在相关金融群坦言，
在头部现金贷平台逐步开始缩量时，位
于食物链中下层的现金贷平台首次逾
期率急剧增高，一般在 20%至 30%左右
的首次逾期率，目前最高可达 60%。

警惕蔓延式风险
恐慌是会蔓延的，这不仅是一场现
金贷平台、 借款人与监管之间的博弈，
还会延伸到未从事现金贷、或现金贷资
产占比很小的 P2P 平台。
近期赴美上市的几家 “金融科技”
公司，无不是借了“现金贷”的东风，讲
着“中国普惠金融科技”的故事。 据网贷
之家不完全统计， 目前有 68 家 P2P 网
贷平台有现金贷业务，约占 P2P 网贷行
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的 3.44%。
这些 P2P 平台的背后，是数以百万
计的投资人。 一旦现金贷市场出问题，
这种蔓延式的风险，也会推升相关 P2P
平台的坏账风险与挤兑风险。
以上海待收金额在 30 亿元左右、
名为“口袋理财”的理财平台为例，其旗
下有三个从事现金贷业务的平台，分别
是极速现金侠、 信用白条和极速钱包，
这三个现金贷平台的存量余额占整个
平台存量的 80%左右。
与此同时，那些本身没有开展现金
贷业务的平台也可能受到波及。 比如，
目前现金贷用户与消费分期用户高度
重合，即便这些消费分期平台的综合费
率可以控制在 36%以内，但一旦现金贷
方面出问题，消费分期用户就可能发生
大面积逾期。

呼吁分阶段治理
现金贷监管趋严已成事实。
那么， 面对可能发生的诸多蔓延式风
险，监管层、业内可以做些什么？
一是监管能否考虑给予“缓冲期”。
有业内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在当前市场预期过分悲观的情形下，
分阶段治理的方案或许更合适：在未来
的 12 个月内， 将利率逐步降低至 36%
以内，给予现金贷平台足够的时间去清
理存量，并按计划退出。 ”
二是监管方面需要对共债现象作
出限制。 “比如，要求现金贷平台共享借
款人脱敏数据，对共债链条做出 3 家或
者 5 家等限制。 只有这样，才会让共债
链条逐步减少， 市场恐慌情绪逐步释
放。 ”上述业内人士补充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