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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 P2P 信贷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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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财经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摘要： 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模式无抵押、无担保，依靠信用评级发放贷款额度，真正实现了对
信用金融的推动。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P2P 以其快捷、方便、收益诱人、贷款容易等特点吸引了小
P2P 网络借贷平台频频发生跑路事件，
微企业和投资者，
显出竞争优势。近两年来，
其风险显而易见。
政府监管部门应借鉴国外先进的监管经验，制定出台监管法律法规，建立市场准入制度，提升进入
P2P 行业的企业素质，
保证 P2P 公司在良性环境中生存； 成立全国范围内的 P2P 行业协会，形成基本
的行业自律； 贷款者也应增强网络投资的谨慎性，
提高理财规划能力与投资判断力，
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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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在互联网概念的影响下，原始的 P2P 金融借贷模式有了根本的
转变，最初的 P2P（ peer to peer） 信贷方式结合互联网思维重塑形成了新的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模式。 互联
网金融 P2P 信贷模式无抵押无担保，依靠信用评级来判断贷款发放额度，借贷匹配快捷方便，还款率比较
高，真正实现了对信用金融的推动作用 。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的出现，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门槛高、贷款手
续复杂的缺点，一方面帮助资金短缺的小微企业找到了快捷方便的融资渠道 ，另一方面为普通小额投资者提
供了投资理财、提高收益的机会，把借款者和投资者以一种新的形式联系到一起 ，它利用互联网思维分散了
风险，解决了传统小额信贷机构资金供给不足的难题 。这种新的信贷模式在互联网信息平台上超越了熟人
［1］
范围的限制，成功实现了陌生人之间个人对个人的无抵押信用贷款 。
本文通过对中国现有的 P2P 运行方式的分析，指出了目前国内 P2P 信贷模式存在的问题，如： 用户资金
安全得不到保障，P2P 信贷还没有得到政府有效的监管，个人信用信息容易泄露，风险控制体系不完善等等。
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模式的优化及其健康发展，一方面可以促使 P2P 信贷平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另一方
［2］
面也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繁荣发展 ，有效帮助小规模公司处理融资难、资金周转难的问题 。

二、现状分析及问题的提出
（ 一） 我国 P2P 活动发展现状与特点
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自从 2005 年进入中国以来，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内 P2P 信贷机构如雨后春
笋般纷纷冒出，P2P 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自 2011 年起，我国的 P2P 平台进入蓬勃发展期，截至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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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底，全国 P2P 平台累计已达 3568 家。截至 2015 年 11 月，我国参与 P2P 的人数日均达到 36 万人左右，
全国 P2P 网贷的余额为 5109 亿元。我国 P2P 网络借贷活动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P2P 公司作为借贷双方之间的中介，通过“线上”和“线下”以及混合方式为投融资双方建立纽带 。 由
于很难解决纯“线上”模式存在的风险控制问题，目前该模式发展较为迟缓，相比较而言“线下 ”和混合模式
则广受青睐。
2． P2P 公司的融资方主要是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接受的人群 ，客户层级甚至低于小贷公司，一般是店主、
小微企业、农民工创业者和低收入居民等。取决于这类人群的需求和特点，P2P 贷款较为重视信用、轻抵押；
放款速度快、额度较小。绝大多数的 P2P 公司单笔贷款额度控制在 5 万元以内，l ― 2 万元的占多数。 贷款
［3］
周期最多不超过 7 天，以信用贷款为主 。
3． P2P 与小贷公司的贷款利率比较接近 ，年利率都大概维持在 20% ― 30% 之间。 之所以形成较高的利
率水平是因为 P2P 的贷款客户很难通过正规金融体系得到贷款； 其次是因为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高成本
需要用高利率来覆盖； 还有就是从资金的来源看，如果收益较低就吸引不到足够的投资者 （ 理财客户 ） 。 贷
款收益大体的分配为理财客户获取 10% ― 12% 的理财收益，P2P 公司收取 10% ― 18% 的服务费用。 通常
是以每月支付本息而不是到期一次清收的还贷方式来规避风险 。
4． 行业还未形成统一的经营模式，靠收取管理费仍是大多 P2P 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P2P 公司一般为
客户提供三类服务： 第一类是为借贷双方提供信息，帮助双方牵线搭桥。 第二类是多数公司在提供信贷中
介，与此同时也提供风险管理服务来保障投资人的利益不受损失 。 这类服务涉及三个环节 （ 贷前、贷中和贷
后） 。第三类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来为借贷双方提供结算服务 。有一部分 P2P 公司为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
［4］
专门提取了一定的风险准备金 。
（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期连续出现的金融 P2P 平台跑路，给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有相关人士
预测，在 2016 年到 2017 年间伴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P2P 行业面临洗牌，将产生蝴蝶效应，一部分会被
淘汰。截止 2014 年底，因经营不善导致跑路的 P2P 平台累计有 470 多家，涉及资金超过 100 亿。 据最新数
据表明，我国的 P2P 运营平台好像已经陷入困境，截至 2015 年 12 月初，高达 64 家 P2P 平台发生跑路现象，
环比增长了 433% 。诸多 P2P 平台出现跑路的原因，主要是国内征信体系不完善，政府对行业的监管几乎为
零，导致 P2P 平台充斥着个非法集资风险、人信用风险等诸多风险。
1． 法律地位不够明确。就目前而言，在民间信用交易和民间借贷方面仍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P2P 公
司资质如何、是否踏上非法金融活动红线等尚且无法界定 ，一些兢兢业业、遵纪守法的公司无法对企业进行
长期规划。
2． 行业发展不太规范。处于初始阶段的 P2P 行业，其发展良莠不齐，进入门槛也不高。 因此既有注重
风险管理，流程较为规范和透明的公司，也含有操作无序甚至以圈钱为目的的公司 ，有关网贷诈骗的案件已
有发生。由于贷款者存在较大的风险，许多 P2P 公司只能凭借大数法则来规避风险，由此 P2P 平台势必存
在快速扩大规模的潜在动力。在客户规模快速增大的情形下，很容易造成虚假投资收益宣传、风险提示和信
［5］
息披露不足等问题 。
3． 内在风险偏大。从具体操作上而言，由于 P2P 的运作模式与银行的支付清算体系不协同 ，P2P 公司通
常采用第三方支付提供的账户。在操作过程中，由于交易信息与资金流动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客观
上需要开立第三方支付中间账户 ，由此产生资金沉淀，形成资金池，为挪用客户资金创造了机会。与此同时，
由于央行征信等公共信息系统通常不向 P2P 行业公开，在收集客户信用信息时 P2P 公司面临较大的困难，
进一步使经营成本和风险加大。另一方面，随着客户规模的不断扩张，一些公司跨过了“中介 ”的限定，直接
［6］
从事借贷交易行为，并为交易提供信用担保。这样的做法不仅有违规的嫌疑，而且将会引发较大风险 。

三、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模式 SWOT 分析
（ 一） Strength 分析
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是对传统金融机构的一种有效补充 ，传统的金融机构一般倾向于向资质较好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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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贷款，而忽视了中小型企业与个人的融资需求。 相比之下，互联网金融 P2P 则更注重于服务小微企
业和信用较好的个人，主动为小微企业主和普通民众提供融资和理财服务 。 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对比传统
金融机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表1

银行贷款与 P2P 网络借贷的比较分析

银行贷款

P2P 网络借贷的优势

P2P 网络借贷

企业贷款类型 主要是大中型企业

主要是小微企业

只提供 融 资 平 台，自 身 不 吸 收 存
款，不进行放贷
P2P 网络借贷平台独立于整个过
借款者为社会公众，贷款者为银行
程，自身既非借款者，也非贷款者

主要从事业务 向公众发放贷款，办理结算业务

参与门槛低
无银行的中介作用，借贷双方直接
达成交易

网点柜台

网络平台

仅提供双方交易的平台，不撮合借
贷交易
24 小时营业，不限地域

审查信用方式 网点审查

网上审查

简化审查手续，时间成本降低

借贷的主体
交易场合

贷款审核流程

收费标准

平台通过对借款人进行信用评级，
银行严格审核借款者的资质，很多
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机会，降
贷款者可根据信用评级选择放贷
小微企业达不到要求
低参与者门槛
对象
一般只收 取 15% 以 下 的 服 务 费，
一般在 15% 以上的收益归贷款者 贷款者回报高于银行存款利息
所有

6% 左右归银行所有

1． 方便快捷。与传统的金融机构贷款流程相比较而言 ，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则是省去了一系列复杂的
手续，手续简便，无需抵押担保，审批快捷高效，只要通过了 P2P 平台的信用审核评级，马上就能开始匹配借
款人，投资与借贷快捷高效，期限灵活。
2． 门槛低、高收益。在投资理财方面，传统金融机构投资起点高，一般起步至少五万或者十万，而互联网
金融 P2P 信贷则起点较低，大多数是 100 元起投，给普通民众创造了理财获取收益的机会 。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行业的投资收益率在 12% － 24% 之间，相当于传统金融机构投资收益率的 4 倍多。 其低门槛、高收益
的特性，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蜂拥而至，也就为贷款客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
3． 收费低，流动性高。传统金融机构贷款和理财都需要收取名目繁多的手续费 、托管费、管理费，互联网
金融 P2P 信贷则只收取中介服务费，减轻了贷款和投资人费用负担。 传统金融机构投资理财一般都是采取
到期还本付息的方式，中间资金不能赎回，这导致理财资金流动性差，而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平台一般采取
等额本息还款的方式，每个月都有资金返还到投资人账户。 另外，如果投资客户急需用钱，P2P 信贷平台还
［7］

提供债权转让服务，大大增加了资金的流动性

。

（ 二） Weakness 分析
互联网金融 P2P 对于传统金融机构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补充 ，其本质上仍是利用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
情况，通过以中介的形式匹配借贷双方 ，通过收取服务费盈利。 互联网金融 P2P 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还有
以下几方面的劣势：
1． 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由于国内互联网金融 P2P 发展较晚，但是崛起迅速，国家的政策法律没有及
时跟上，导致国内没有针对 P2P 信贷的基础性法律法规，甚至连基本的指导意见也没有。 由于国家没有对
P2P 信贷行业进行有效监管，很多 P2P 信贷平台为所欲为，甚至出现设置资金池，非法集资放贷等违法现象，
有的 P2P 信贷平台可能会编造虚假债权，骗取群众信任，收集巨额资金后直接跑路，为我国金融市场带来巨
大风险，影响了社会稳定秩序。
2． 低门槛导致先天不足。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进入门槛较低，基本上直接去工商局就可以注册公司，
然后租用办公场地，套用 IT 模板就可以开始运营 P2P 平台，很多 P2P 信贷平台的运营模式都是照搬国外 ，运
营平台良荞不齐，圈钱跑路现象非常严重。
3． 中国缺乏完善的征信体系。中国征信体系建设比较落后，缺乏全国范围的统一征信体系，普通的 P2P
信贷平台也无法接入央行的征信体系 ，导致在信用审核评级的时候 P2P 信贷平台仅使用单个平台存储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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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记录，而这些交易记录的真实程度没有得到验证 ，导致信用审核评级漏洞百出，对借款人信用审核不到位，
风险控制不全面。
4． 缺少融资渠道，较高的经营风险。 特别是银行这类传统金融机构可采取多种融资形式 ，比如发行债
券、股票、央行贷款、同业拆借、吸收存款、发行理财产品、转让贷款等一系列方式，但互联网金融 P2P 网络借
贷平台除了采取高收益金融产品来吸引投资者之外 ，没有其它更有效的融资渠道，所以，P2P 网络借贷平台
处于巨大的流动性风险之中。除此之外，中国的个人征信体系相对来说仍不够健全 ，将导致中国互联网金融
［8］

公司在贷款方面存在较高的违约风险 ，会使 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信用风险较高

。

5． 缺乏必要的债权追回和惩罚手段。由于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扩大了借贷交易范围，破除了地域的限
制，借贷交易双方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 ，却被 P2P 信贷平台匹配到一起，一旦借款方出现违约逾期不还，投
资方很难及时追回违约资金，P2P 平台的黑名单制度也无法挽回投资方己经出现的本金损失 。 同时 P2P 平
台缺乏对违约逾期的借款人有效的惩罚措施 ，P2P 平台黑名单只能在自己平台对借款方进行惩罚 ，却不影响
违约人去别的平台借贷，对违约人缺乏有效的惩罚手段。
（ 三） Opportunity 分析
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却非常迅速，因为国内众多的小微企业在创业初期急
需资金却从传统金融机构贷不到款 ，存在着巨大的资金需求，P2P 信贷直接帮助小微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问
题，在国内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契合了国家发展规划。于 2014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促进互联网金融稳健发
展，进一步将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完善 ，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的滋润三农、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之树。”
这说明国家决策层己经开始全面重视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而 P2P 信贷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一个重要
分支，全面契合了国家发展规划，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之后上市公司、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也开始
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这些背景强大的机构加入，极大增强了 P2P 信贷平台的整体实力，也会促使
我国的 P2P 信贷行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2． 中国进入降息通道，进一步凸显 P2P 信贷的高收益。从 2014 年开始，央行频繁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向逐渐宽松。央行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中国正在进入降息通道。从长远来看，央行降息客
观上增加了社会资本的流动性，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入互联网金融市场。P2P 信贷行业的预期年度收益原本
就高出普通金融机构很多，央行的持续降息，进一步凸显 P2P 信贷的高收益。 由于众多投资者进入 P2P 信
贷行业，P2P 信贷公司理财端的理财资金得到了持续的填充 ； 另一方面，央行的降息致使借款成本降低，借款
人贷款压力小，资产价值也因降息而变高，从而降低 P2P 信贷行业的坏账率。
3． 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模式还是成长初期。因为起步较晚，我国的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行业还处在成
长初期，目前各种 P2P 信贷模式在不断的革新发展，新型的 P2P 交易模式层出不穷。另外，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行业获得风投资本的信任，数额巨大的风投资本都进入了 P2P 信贷行业。在 2014 年风险投资资本投入
25 家 P2P 信贷公司，比 2013 年多投资 20 家，P2P 信贷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推广。 美国 P2P 信贷行业公
司 Lending Club 和 On Deck Capital 都在纽交所上市，中国的 P2P 信贷平台陆金所也在积极推动融资上市 ，目
前被专业机构估值超过上百亿美元 。新型交易模式的出现、大量风投资本的进入，都会更加促进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行业全面发展。
（ 四） Threat 分析
1． 技术安全是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平台的最致命威胁。 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的平台一般都依赖于网
络信息平台来进行借贷双方的即时匹配 ，目前互联网加密技术不完善，一般 P2P 信贷公司对互联网安全不
重视，导致 P2P 信贷公司成为黑客的重点攻击目标 。从 2008 年到现在，全世界累计有 1100 多家 P2P 信贷企
业崩溃跑路，总损失在 300 亿美元以上。这其中有 30 多家是诈骗平台套现跑路，剩余 1060 多家平台都是被
黑客破坏了系统稳定，客户数据被黑客全部转走，引发投资者挤兑风波，最终倒闭。 因此，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平台急需加强安全防范技术研发 ，全面维护系统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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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部风控体系不完善是 P2P 信贷平台潜在威胁。任何投资都必须需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防控
风险，正如华尔街名言所说，只要是不亏钱就算是赚钱了。 很多 P2P 信贷平台只注重贷款端和理财的营销
体系，忽视了风控体系的建设，导致内部风控体系简陋，没有风险动态评估系统和风险量化指标 ，风控手段零
散化，简单化，非常不完善。这种简陋的风控体系会导致信贷风险堆积爆发 ，最终迫使平台解散跑路。
3． 挤兑风潮是 P2P 信贷最具杀伤力的威胁。由于普通民众对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认识程度不够，很多
人对 P2P 信贷都心存疑虑，抱着随时准备逃跑的心态。互联网金融 P2P 信贷在民众心目中始终是有危险的
存在，所以，一旦市场上出现 P2P 信贷的负面新闻，马上就会造成理财客户担忧情绪爆发，引发挤兑事件。
而 P2P 信贷平台由于经常进行债权的拆标和期限错配 ，一旦出现挤兑，直接会导致 P2P 信贷平台的崩溃和
［9］

倒闭

。

四、对策建议
（ 一） 从政府的视角
随着互联网金融问题集中出现，国家己经将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提上日程。2015 年初，银监会也
发布了相关规定，对互联网金融加强管理，要求相关部门务必要加强对其监管 。
首先，政府监管部门应当注意借鉴国外先进的监管经验 ，杜绝国外管理的错误，从法律层面加强对互联
网金融的监管，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以美国为例，在贷款发放中美国以法律形式要求 P2P 公司务必保证借
款人财务安全，但是我国在相关方面就没有这样的法律 ，这就反映出我国监管方面法律制度不完善，所以需
要迅速制定出台监管法律法规。
其次，参照中国具体的市场情况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避免行业内部鱼龙混杂难以控制。在准入制度里不
仅仅要规定 P2P 公司的资质，注册资金规模、硬件设施、软件设施、人员配比，还要对 P2P 公司风险防控能
力，信息审核能力进行规定。 从根本上提升了进入 P2P 行业的企业素质，这样就能保证 P2P 公司在一个良
性的环境中生存，也给这个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最后，在行业监管政策没有制定之前，促进成立全国范围内的 P2P 行业协会，形成最基本的自律。借助
行业协会的力量可以规范整个行业 ，还可以整合各项资源为大家所用，发挥规模优势，增强 P2P 的风险管控
［10］

能力

。

（ 二） 从 P2P 网络借贷的视角
计算机技术支撑 P2P 网络借贷的整个过程，牵扯到个人信息和网络交易的安全性 。 这需要通过完善网
络技术来确保二者的安全性，降低网络风险。在投融资整个过程中，P2P 网络借贷平台所扮演的角色仅是单
纯的信息中介，应当是独立于借贷双方交易关系的第三者 ，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一样成为金融中介 。
由于 P2P 公司处于初级阶段，因此会有很多问题产生，诸如风险管控难、供给需求不平衡、贷款人道德
丢失等等，而最主要问题就集中在债务人身上 ，这种平台上不缺乏债务人只是缺乏优质债务人 。优质的债务
人指具有固定且强大的资金来源的人 。面对这一问题，网上平台借款的二级市场应运而生了。 己经有部分
公司开始借助二级市场进行活动了 ，在这个市场中，对资源配置、风险防控有更高的要求。 进入二级市场的
P2P 公司公司有着更大的优势，这些公司跨越了时间地域的限制融合到了一起 ，在二级市场进行各种交易。
（ 三） 从借贷双方的视角
借贷双方在借贷过程中直接形成借贷关系 ，借款者能否取得持续借款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长期得到贷款
者的信任。对于个人而言，可以从提供个人真实的相关资料方面着手 。对于小微企业而言，可以从提供真实
符合企业情况的财务数据、完善企业内部制度等方面着手。对于贷款者而言，P2P 网络借贷平台上可选择的
产品更多，投资回报率高，但很多贷款者缺乏自己的主观判断，可能在选择理财产品时盲目从众。 因此贷款
者应多学习相关的投资知识，提高网络投资的谨慎性，增强自身的投资判断力与理财规划能力，作出正确的
投资决策。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金融监管力度逐渐加强，个人征信体系不断完善，P2P 网络借贷平台将会取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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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健康稳定的长足发展。资金供需双方将会通过更加便捷的投融资方式实现最大化的资金效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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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2P Credit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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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Urumqi，Xinjiang 830012，China）
Abstract： The unsecured credit mode of Internet financial P2P，relying on credit rating to issue loans，truly achieve the push for credit financ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P2P show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it attracted small micro enterprises and investors with its fast，convenient，attractive profits，and getting loan
easier etc． In the past two years，the “abscond with the money”phenomena happened frequently in P2P lending
platform，the risk is obvious． Government regulators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foreign advanced experience of regulation，make the formulation of regulatory laws and regulations，build system of market access in order to ascend the
enterprise quality，ensure the P2P companies survive in the benign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 a nationwide P2P industry association，form basic industry self － discipline． The borrowers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prudence of network investment； improve the ability of financial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judgment for making rational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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