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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额降息 消费金融营销花样多

仿冒平台伪造文件 网贷诈骗以假乱真

六成“不及格”61家信托公司业绩分化加剧

北京商报2021.7.20

高度“撞脸”

来自四川的李敏（化名）就是受害者之

一。7月19日，他向北京商报记者讲述到，前几

日通过短信链接的方式下载了一个名为“微

粒贷”的贷款App，下载后发现有2万元的贷

款额度，正逢他手头紧，便在App上完善了个

人资料准备贷款。

“我之前就听说过微粒贷，听说挺靠谱

的，没多想就操作贷款了。”李敏称，由于贷款

App显示是微粒贷，另外在合同页面也显示

了资金方是微众银行，此外还附有微众银行

的合同章，因此他一开始并未对这一贷款平

台存有疑心。

问题主要出在提款环节。李敏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完善个人信息后，提款过程中显示

“请紧急处理！由于银行卡号与姓名不匹配

（已临时冻结转账），需尽快联系客服处理，以

免造成不良记录！”于是，在平台的引导下，李

敏通过QQ的方式联系上了客服。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客服向李敏出示了

一份所谓的“银保监会办公厅文件”，文件要

求他“提交贷款金额50%的对接认证金，也就

是1万元，由金融公司提交认证对接数据，以

确认这张银行卡是其本人使用，可由本人操

作出入账，并重新与贷款机构融资银行出账

口做对接，进行账户收款签约和代扣签约”。

还未意识到骗局的李敏，按照平台要求

向一个个人银行账户转了1万元，但转账成功

后仍被告知认证失败，这时平台又要求再转3

万元，这个时候李敏才意识到被骗。

截至7月19日，李敏已经收集好了相关材

料，并进行了相关投诉和报警处理。警方告知

他，这是最近频繁发生的新型网贷诈骗，诈骗

分子主要仿冒知名贷款平台实施诈骗，包括

“微粒贷”“平安普惠”“360借条”“京东白条”

等，由于这部分被冒充的平台品牌知名度高，

使得不少人放松警惕上当受骗。

与李敏遭遇类似情况的还有林枫（化

名），他同样在一个号称“微粒贷”的App上贷

款，签了电子合同显示放款成功，但看到合同

发现账号有两位数字被互换，联系客服后对

方称是他自己把卡号报错，且要求转账解冻。

除此之外，北京商报记者在黑猫投诉等

平台上看到，至少已有上千人遇到了同样的

情况，均是骗子平台仿冒微粒贷，以银行卡信

息错误为理由导致资金冻结，同时还以“影响

征信”“承担法律责任”等为由，要挟受害者进

行转账。

北京商报记者对微众银行也进行了采

访。7月19日，微众银行回应记者称，微粒贷

采用邀请制，受邀用户可以在手机QQ钱包

以及微信支付看到相关标识，进行贷款操

作，目前暂无任何独立的App。此外，微众银

行针对市场中假冒微众银行“微粒贷”注册

商标进行不法活动的违法行为，2020年全年

累计打击下架超过150个虚假App和300个

虚假链接。

同时，微众银行也提醒，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骗子的诈骗手段也在不断升级，广大消费

者不要轻信未知来源的短信或网络广告所提

供的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资质核实和

真伪鉴定。

骗子平台肆虐

需要警惕的是，当前骗子App“撞脸”知

名贷款平台的现象并不鲜见。

7月19日，北京商报记者在苹果应用市场

搜索，仍能搜到不少山寨贷款App，以一个名

为“趣分期”的贷款App为例，该平台自称是一

款分期消费平台，可极速放贷。但下载后记者

发现，该App仅有一个“最高可借3万元”的贷

款页面，需要用户填写手机号，并输入验证码。

但输入验证码后，该平台页面又推荐了

包括好好花、彩虹花呗、猪猪秒下、急用钱、应

急分期五个平台在内的产品列表。该平台页

面还附带了一个“iOS企业版App下载安装教

程”，引导用户通过设置点击信任的方式下载

各类山寨App。

山寨骗子App为何屡禁不止？背后又有

何灰色产业链？苏宁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

究中心主任孙扬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现在714

高炮、违法违规App被严厉打击，很多诈骗分

子通过一些“野鸡”贷款App比较困难，所以

开始转移到蹭知名贷款平台的赛道上。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多方采访了解到，仿

冒知名贷款App，除了可以骗取钱财外，也可

以骗取用户个人信息再次转卖获利，其中就

包括资金诈骗、个人信息诈骗和个人信息贩

卖等环节。

除了App诈骗外，还有一些专门打造这

类App的开发者、伪造网贷系统的卖家，以及

短讯群发团体等，其中会涉及到改号器，用来

校验身份信息是否为本人；此外网贷系统伪

造商也会根据开发难易度，对山寨系统明码

标价，价格区间在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整个

产业链环环相扣，不仅骗取钱财，也为套取用

户个人信息。

“这些个人信息可以贩卖给保险公司、房

产公司、推销公司等，还有其他的诈骗公司，

危害很大，信息不仅非法在很多机构流转，还

会给个人带来骚扰。”孙扬说道。

“虽然一直在打击，但是市场乱象不止，

有多方原因。”消费金融专家苏筱芮认为，一

是早期难以察觉，通常等受害者不断累积以

后才遭到曝光；二是违法成本过低，被仿冒的

知名贷款平台，往往仅是通过声明、风险提示

等对用户提醒告知，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三

是犯罪分子行踪隐蔽，背后通常拥有专业团

伙，难以发现其行踪，得逞后立马换上新“马

甲”，背后也牵扯到从导流到运营到资金转移

等一系列灰色产业链。

寻求正规途径

骗子平台肆虐，如何分辨真伪是广大消

费者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苏筱芮看来，知名贷款平台之所以被仿

冒，在于不法分子试图利用其品牌知名度与用

户信任度来实施诈骗，后续，用户应通过正规

途径，例如官方网站、官方微信服务号等来下

载App，避免通过不明来源的途径进行下载。

另对如何分辨平台真伪问题，零壹研究

院院长于百程提出，借款人分辨骗子平台和

维护自身权益有几个方法：第一，借款时找官

方平台和正规渠道，勿轻信小广告，不下载来

历不明的App；第二，正规的贷款产品不会在

放款之前提前收取费用，放款前，平台以任何

理由需要借款人付款，都需要保持警惕；第

三，如果不幸被骗，要在第一时间报警举报，

提交相关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此外，如何根治山寨贷款平台乱象，也成

为业内广泛关注的话题。

孙扬认为，有两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互联

网渠道的深度监管和整治，可以全面扫描和发

现线上贷款App，这个需要互联网监管部门和

互联网渠道服务提供商的深度配合，比如浏览

器、搜索引擎、应用商店、小程序分发平台等。

另外则是针对贷款诈骗的严刑峻法，后续或许

可以出台非法贷款监管条例，将非法贷款的整

治通过条例固化，并明确对各部门的要求。

苏筱芮则建议道，要根治乱象，事前需要

加大对App的审核力度，强化金融消费者的科

普教育；事中需要从支付环节入手，对为此类

违法业务提供支付通道的相关机构加大处罚；

事后同样需要加大对不法分子的摸排和处罚

力度，通过树立一批典型大案、要案来肃清市

场风气。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有贷款需要怎么办？看

似是一则由正规贷款平台发

送的推销短信， 但稍不小心

就掉进了诈骗分子挖的坑。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近

日来很多山寨网贷平台诈骗

手段再升级， 不仅仿冒知名

贷款平台App，而且伪造了贷

款平台的合同专用章， 甚至

冒用监管文件威胁受害者转

账，以假乱真，让消费者难以

分辨。

新型网贷诈骗套路

流量困境之下，营销拉新之战也蔓延至消

费金融领域。7月19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

消费金融公司微信公众号俨然成为机构运营的

第二战场，除了内置平台产品入口外，面向平台

新老用户的提额、降息、邀请好友得现金红包以

及其他各类互动活动，同样层出不穷。

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体验发现，在用户首

次关注微信号时差异便有所体现。在点击关注

招联消费金融旗下“招联金融”公众号后，北京

商报记者连续收到了6条关注自动回复内容，

除了平台介绍、标语外，还有4个活动相关链

接，以“借款打9折，送5至25元话费”“老用户专

享420元现金红包”等字样提示用户。

具体来看，“招联金融”相关链接的活动内

容包括老用户专享、招联App特享等，在以“新

人领最高5万元30天免息”为标题的活动中，根

据活动规则介绍，新用户（包括已注册但未进

行借款操作的用户）可以领取1张最高5万元的

30天免息券，1张8.8折借款折扣券以及88元现

金红包，而现金红包需要用户至少首次借款2

万元方可激活。

除了招联消费金融外，还有部分消费金融

机构同样在关注环节便设置了相关链接，不仅

有限时活动介绍，平台借款产品申请链接也在

其中。而除了这一情况外，还有机构在用户关

注环节稍显“朴素”，例如中银消费金融仅自动

回复“欢迎关注中银消费”。

消费金融专家苏筱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消费金融机构在多个环节的线上获客中不遗

余力，也表明了行业当前在获客等方面的竞争

激烈。而不同机构对于线上渠道的态度有所差

异，也与公司业务类型密切相关，部分机构更

侧重线下业务的开展，因此相较线上而言，在

线下场景端开展获客的力度更大。

“除了业务类型不同外，与各机构对微信公

众号获客认知差异也有关联，”冰鉴科技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王诗强补充道，部分机构在前期

“吃”到了微信带来的流量红利，成为客户转化

的好途径，后续也愿意加大操作力度。而一些后

入场的机构粉丝少，运营增粉难度大，转化效率

低，自然也降低了对这一渠道的重视程度。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中银消费金融、晋

商消费金融等机构推文主要以公司动态和借

款知识分享为主，偶有提及部分限时营销活

动。苏宁消费金融则是在公众号上下起了“红

包雨”，“冰点降息”“10亿提额”“5折借款优惠

券”等各类营销活动是苏宁消费金融公众号头

条的主要内容。

在王诗强看来，消费金融机构密集开展的

营销活动比拼，反映的是行业普遍存在流量增

长困难、客户流失严重等问题。随着近年来互

联网巨头入局消费金融业务，消费金融行业持

续洗牌，同时还有众多银行、互联网平台等推

出同类型业务，同类型贷款产品越来越多，竞

争之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面临获客难题，高息

也导致优质客户流失严重。

“降息、提额成为消费金融公司留住优质

客户、控制风险的主要方式，”王诗强表示，同

时，通过老客户邀请新客户是一种电商思维，

也是消费金融机构的无奈选择。

消费金融机构营销活动频出，也引起了业

内对于消费金融过度宣传、诱导消费甚至是将

营销成本转嫁至用户的担忧。在如何把控营销

边界上，苏宁消费金融方面回应称，公司严格

遵循各项监管要求开展金融营销活动宣传，除

了规划营销活动各个环节外，每周还会推出金

融消费者教育的推文，主题包括保护个人征

信、防范非法集资、理性消费远离套路贷等。加

强用户的金融知识普及，同时提醒用户合理借

贷、理性消费。

王诗强表示，消费金融公司在推广活动中

也要遵守相关要求，要做好合规工作。不能过度

夸大，不能欺骗消费者、营销活动要清晰、详细

说明，“如果出现宣传活动与实际不相符的情

况，造成用户体验差，也容易造成客户流失，并

引发客户投诉”。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廖蒙

>>业内建议 <<

●事前需加大对App的审核力度，强
化金融消费者的科普教育；

●事中需对为此类违法业务提供支
付通道的相关机构加大处罚；

●事后同样需要加大对不法分子的
摸排和处罚力度。

●诈骗分子除了骗取钱财
外， 也骗取用户个人信
息再次转卖获利，其中，
系统伪造、 信息贩卖等
灰色产业链环环相扣。

●山寨App仿冒微粒贷等
知名贷款平台， 甚至仿
造银保监会文件， 诱导
胁迫受害者转账。

百瑞信托研究发展中心数据显示，上

半年信托公司净利润的平均值为5.65亿

元，可比口径下较2020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16.02%。

具体来看，2021年上半年，信托公司

净利润区间分布以1亿-5亿元最多，其次

为5亿-10亿元、0-1亿元。净利润在10亿

元以上的信托公司有9家。以净利润排名，

稳居前五位的有平安信托、中信信托、五矿

信托、华能信托、重庆信托，分别实现净利

润34.62亿元、20.12亿元、20.06亿元、18.24

亿元、18.09亿元。

2021年上半年，共有37家信托公司净

利润在5亿元以下，低于5.65亿元的平均水

平，占比约为60.66%。另有2家信托公司净

利润为负，分别是民生信托、华信信托，

2021年上半年，这2家信托公司实现净利

润分别为-419.22万元、-918.55万元。针

对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北京商报记者尝试

采访上述2家信托公司，但截至发稿未收

到回应。

谈及上半年信托公司的净利表现，百

瑞信托博士后工作站研究员谢运博分析

称，2021年上半年，信托公司净利润增速

呈现显著的分化局面，既有约23.21%的信

托公司净利润下降幅度超过20%，也有约

25%的信托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

30%，为非常明显的两头占比较大的情况。

谢运博进一步介绍称：“2021年上半

年，净利润负增长的信托公司占比约为

32.14%，净利润增速在16%以下的信托公

司占比约为55.36%。因此，2021年上半年

信托公司整体实现相对较高的净利润增

速，主要仍是由行业头部信托公司经营业

绩的提升来拉动。”

由头部信托公司拉动经营数据也体现

在营业收入这一指标上，2021年上半年，

61家信托公司平均营业收入达12.1亿元，

可比口径下较2020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14.11%。从各家信托公司的情况来看，

2021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1

亿-15亿元。其中，有40家信托公司的营业

收入在10亿元以下，未达到平均水平，占

比约为65.57%。有平安信托等8家信托公

司在2021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5

亿元，同样体现了行业头部信托公司良好

的发展态势。

从资本实力层面来看，2021年上半

年，61家信托公司净资产规模的平均值为

117.74亿元，可比口径下较2020年上半年

增长8.39%。

从各家信托公司来看，净资产规模分布

于50亿-75亿元、75亿-100亿元的信托公司

数量较多，分别为13家、11家，净资产规模分

布于100亿-150亿元、200亿元以上的均有

10家。净资产规模在100亿元以下，即低于平

均水平的信托公司占比约为60.65%。

与净利润增速呈现两头占比较大情形

不同的是，信托公司净资产的增速分布呈

现出一定的正态分布特征。2021年上半年，

信托公司净资产增速在5%-10%区间的

占比最大，其次是增速为0-5%、10%-15%

这2个区间。净资产实现正增长的信托公

司占比约为78.69%，表明多数信托公司的

资本实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补充资本金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信托

公司提升抵御风险能力有较大的益处。据

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开年至今已有

陕西省国际信托、浙金信托、大业信托、中

粮信托、光大信托、中航信托、陆家嘴信托

等多家信托公司宣布或已完成增资事宜，

合计增资数额已超百亿元。

用益信托研究院研究员喻智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增加资本金有助

于信托公司扩张信托资产管理规模，抵御

监管的压力；同时，对业务创新提供更多的

投入和支持，支持新业务战略的布局和发

展。在化解风险方面，资本雄厚的好处既可

以直接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及缓解流动

性压力，又可以树立正面的品牌形象，增强

投资者的信心。

“未来增资潮持续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喻智看来，当前信托公司增资的主要动

力就是保持信托资产规模增长和业务转

型，在“两压一降”的背景下，信托资产规模

下滑，加上信托风险资产处置加快，业务转

型的需求十分强烈，加大投入布局新业务

是信托公司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是信

托公司抢占未来市场的重要时间点。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

7月19日， 北京商报记者根据百瑞信托研究发展中心数据整理发

现，截至目前，共有60家信托公司通过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披露了未经

审计的2021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再加上陕西省国际信托此前在A股市场

披露的业绩快报，总计已有61家信托公司披露财报数据。今年上半年，

61家信托公司业绩分化较为显著， 既有约23.21%的信托公司净利润下

降幅度超过20%，也有约25%的信托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