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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死的山寨网贷平台

中静系另寻股权买家 徽商银行回A有戏了？

北京商报2021.7.6

填不对的银行卡号

“明明是复制粘贴上传的银行卡号，为什

么还会出现错误？”来自安徽的刘利（化名）向

北京商报记者提出了她的疑惑。7月4日，她通

过浏览器的广告推荐，下载了一款名为“钞前

分期”的贷款软件，打开App后平台显示“最

高可借20万元”，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点击

了立即申请。

从申请贷款的过程来看，刘利主要进行

了手机认证、身份认证、银行卡绑定等操作，

但不同于其他贷款平台的是，在提交个人资

料后，平台在初审环节后，要求她在提现环节

联系在线客服。“平台在初审后，称我有2万元

贷款额度，若是提现需要联系客服并发送手

机号和身份证号后获取验证码，我填写验证

码后，平台显示贷款成功，然后给我生成了一

份电子合同。”刘利讲述道。

但问题也是出在了这一环节。刘利称，尽

管平台显示有贷款记录，但是她的银行卡并

未收到贷款资金，平台显示“提现银行卡信息

不符，导致资金冻结”，并同步给出了相应还

款管理、借款合同和在线客服等选项。

联系客服后，刘利被告知银行卡号输入

有误，并被要求提交贷款金额的30%（6000

元）作为置卡验证金，才可以解除资金冻结。

根据刘利向北京商报记者提供的聊天截图，

该客服称，“平台收到财务反馈，由于银行

卡号填写错误，贷款款项已经下发，但是在

下发途中被信贷中心系统拦截冻结，系统

会默认用户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贷款，并判定

用户存在骗贷风险，而要想解除骗贷风险，

需要用户交纳相应置卡验证金，否则会影响

个人征信”。

于是，在客服的诱导下，刘利通过手机银

行转账的方式向一个名为“杜庆峰”的个人银

行账户转了6000元，并被要求填写“ZX368”

的备注信息。

但套路一环接着一环。转账完毕后刘利

又被客服告知，其支付的置卡验证金未备注

完整的处理代码，被系统检测到，因此风险系

数提高到了82%，需要重新支付9000元处理

代码并备注清晰完整的验证金。

因为客服人员承诺会在骗贷风险解除之

后退还验证金，刘利未曾多想，又通过手机银

行转账的方式向平台转了9000元。但没想到

的是，后续又被告知被平台监测到存在多头

借贷风险，还需支付一笔13850元的流水。

直到这个时候，刘利才意识到被骗，一方

面苦于如何追回已经支付的15000元置卡验

证金，另外也担心这次贷款记录是否会影响

到个人征信。

“马甲”不断

无独有偶，跟刘利一样被贷款平台套路

的还有王明（化名），尽管贷款App不同，但遇

到了同样的套路。7月5日，王明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因为手头紧，他在一个贷款App推荐

下，下载了“贷你无忧”App，打开App点击申

请贷款后，同样需要向客服索要提现验证码，

也同样被告知银行卡填写错误等，需要支付

相应置卡验证金解冻。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在黑猫投诉等多个

平台发现，目前有百余人遇到了同样的情

况，均是以银行卡信息错误为由导致资金

冻结，同时还被贷款平台客服恐吓会“影响

征信”，除了“钞前分期”“贷你无忧”等网贷

App外，还有“聚合分期”“福瑞钱包”“应急

借款”等。

“若信息不足，正规金融机构不会审批额

度并放款，也完全不存在因为申请的时候信

息不全或者不准确遭到资金冻结的情况，这

很明显是诱骗消费者向平台转账资金的借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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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是指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

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些

App存在很明显的诈骗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罪。另外，网贷App以申请贷款为由强制向消

费者索要所谓“解冻资金”，也有强制交易的

嫌疑，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金融专家苏筱芮同样称，网贷App

以银行卡填写错误等缘由，向用户索要资金

缺乏必要的经营行为及相关业务依据，具有

极高的诈骗可能性。

但为何同样的诈骗套路，会在不同的贷

款App集中出现？在苏筱芮看来，此类诈骗案

例与前几年兴起的“高炮”马甲平台颇为类

似，背后潜伏着非法网贷平台的系统提供商，

此类提供商擅长炮制多个“山寨”App在市场

上引流，并采用非法手段诈骗用户钱财，当一

个“马甲”消失后很快又上线新的“马甲”。

基于此，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

应用市场一般难以直接搜索到这类山寨平

台，但通过一些贷款软件的导流或者浏览器

的推荐，这些山寨平台同样可以网页链接、短

信等方式下载并使用，从平台页面来看，一般

功能较为简单，在受害人将个人信息全部填

写完毕后，平台方的套路一般是：通过账户输

入错误缴纳解冻费、需要加入会员缴纳会员

费，或者验证还款能力缴纳验证金等各种理

由，对受害人进行诈骗。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类套路App屡禁不

止，一是由于随着网络的普及，各种软件的下

载变得越来越快捷，而不通过正规途径下载

的软件，监管比较困难且具有滞后性，消费者

尤需警惕。

苏筱芮则认为，对于此类诈骗，后续需从

两方面进行整治，一是摸排此类非法App的

系统提供商，对于提供非法“马甲”App的主

体及相关责任人加大处罚力度；二是强化应

用市场的App审核机制，尤其是金融这类准

入门槛较强的行业，并广泛宣传提醒用户勿

点击不明来源、非正规渠道下载App应用。

警惕二次诈骗

目前，仍有不少受害者反映，虽然没有拿

到贷款，但却收到了平台的贷款合同，不少受

害者担心该贷款合同是否需要正常还款、该

贷款记录是否会“影响征信”以及后续是否会

遇到“通讯录催收”等。

对此情况，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业内资深

律师，该律师告诉记者，该借款合同是双务合

同，且出借人应当先履行发放贷款的义务。若

出借人没有发放贷款，但却向借款人要求归

还所谓的“本金及利息”，根据《民法典》第526

条，借款人有权拒绝出借人的履行请求。

该律师补充道，另在刑事层面，借贷合同

履行过程中，若平台以银行卡填写错误、备注

错误、流水不足等虚假理由向受害者索要资

金、骗取财物的，则其涉嫌合同诈骗罪；若平

台以虚构借贷合同的方式，骗取受害者公民

个人信息的，则其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财产被骗取的受害者应当及时拨打110报案。

苏筱芮同样提醒，此类情况下，还可能涉

及到“注销贷款”“影响征信”等二次诈骗，因

此建议用户谨慎操作，不向平台方进行打款、

转账操作，对于被诈骗用户来说，遇到此类诈

骗行为建议向公安机关报案。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对于此类诈骗，也

有警方发出提醒，用户需要申请贷款时，到正

规贷款机构申办是唯一正确选择，最重要的一

点是，凡是正规的贷款机构不会要求借贷人在

申请贷款前就支付手续费等各类费用，也切勿

轻信各类电话、短信、QQ、微信等形式的贷款

广告。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股权纠纷升级

中静系正为其所持徽商银行股权另寻买

家。7月1日，中静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静新华”）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已审

议通过，同意公司与东建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建国际”）就全部出售公司直接

加间接持有的徽商银行股份事宜达成合作意

向事项。公司将与东建国际进行磋商，推进签

署标的股份转让的正式协议。

中静系直接加间接持有徽商银行多少

股权？

根据徽商银行年报，截至2020年末，中静

系仍是徽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其通过控制4

家公司：中静新华及旗下3家公司———

WealthHonestLimited、GoldenHarbour-

InvestmentsManagementLimited、中静新

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徽商

银行12.1%的股份。

但日前，徽商银行定增事项获证监会核

准，增资完成后，徽商银行的单一第一大股东

将变更为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存保基金”），持股比例为11.22%，

超过稀释股权后中静系的10.59%。

不过中静系却对此存有异议，对存保基

金是否符合商业银行股东资格条件也提出质

疑，并对媒体强调徽商银行定增前，中静系5

家机构合计持有该行16.26%的股权，定增后

是14.23%，仍是该行第一大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中静系所言5家机构的第

5家，就是其曾入股的中静四海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静四海”）。中静四海目前持股

徽商银行4.16%股权，但该笔股权与中静新华

目前所持的徽商银行股权一同，正深陷一场

股权交易纠纷，至今相关诉讼仍悬而未决。

两年前，2019年8月20日，中静新华与杉

杉控股签订框架协议，约定杉杉控股受让中

静新华直接加间接持有的徽商银行全部股

权，其中包括中静四海51.6524%的股权，交易

总价达121.5亿元。框架协议签订后，杉杉控

股累计向中静新华支付股权转让款48.9亿元。

2019年8月29日，中静四海完成股权变更，由

杉杉集团持股48.3475%、中静新华持股

51.6524%变更为杉杉集团持股100%。

然而不到一年，昔日合作伙伴反目成仇。

2020年6月，中静新华以杉杉控股未能按照协

议约定的时间向公司支付全部转让价款为

由，终止相关股权转让。此后杉杉控股与中静

新华互诉公堂，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从双方主要诉求来看，争议焦点就在于

已完成股权变更的中静四海股权及未继续转

让的徽商银行股权如何处理。杉杉控股其实

并未放弃徽商银行股权，其指出中静新华在

办理持有股权转让时拖延资料、设置障碍等，

要求其继续向杉杉控股转让所持徽商银行股

权。中静新华则要求杉杉集团向中静新华返

还中静四海51.6524%的股权，同时将中静四

海恢复至股权过户前状态。

就在中静新华宣布找到新买家之际，双

方矛盾激化再次被捅上台面。杉杉控股7月3

日发声明称，自2020年6月与中静新华就徽商

银行股权转让发生诉讼以来，中静新华及其

董事长高央在背后策划了一系列针对杉杉系

企业的不实举报与不实报道，刻意引导证券

监管部门、案件审理法院、金融机构及广大投

资人，企图以此对杉杉股份国际并购、定向增

发等资本运作、法院判案、银行授信、上市公

司股价等造成影响。

东建国际接盘？

市场观点认为，股权纠纷及股东掣肘对徽商

银行回A之路增添了不小的障碍。不仅是中静系

与杉杉系之间的股权争斗，中静系在成为徽商银

行第一大股东后，也多次与徽商银行管理层就分

红分配方案、人事任命安排等方面出现分歧。

2013年徽商银行H股上市之后数年间，

中静新华通过债务融资，从二级市场陆续增

持徽商银行，直至成为合计控制约16.26%徽

商银行股权的第一大股东。2015年，徽商银行

筹划回A股IPO，然而这一次中途生出波澜，

先后经历了中止A股发行审查、撤回上市申

请、两次延长A股发行方案有效期等。最新进

展是，今年6月30日召开的徽商银行2020年股

东大会上，该行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本行首

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A股发行”）方

案有效期的议案》，回A战线再度拉长。

银行业资深分析人士王剑辉指出，现有

股东跟管理层或其他股东之间发生矛盾对金

融企业来说影响非常不利，当前，在经济下行

的环境下，中小银行为了对冲坏账准备等，面

临补充资本金的直接需求，如果主要股东之

间的矛盾和纠纷不解决，融资问题可能就悬

而未决，对徽商银行回A以及在国际市场进行

新的融资，都会形成隐患。金乐函数分析师廖

鹤凯也表示，股东股权纠纷持续会影响徽商

银行的商誉和业务拓展。

眼下，股权纠纷诉讼未落下帷幕，但未阻

挡中静系为所持股权另寻买家，这也或许为

徽商银行回A之路带来转机。

新买家是何来头？根据东建国际官网，东建

国际是一家专业从事直接投资和私募基金投资

业务的上市公司。东建国际2020年财报显示，

2020年收益为1.27亿港元，同比增长24.9%。

谈及中静系退出对徽商银行的影响，王

剑辉指出，矛盾方有一方退出，为问题的解决

带来了希望，是一个重要的转机。股权转让过

程中，还面临监管部门的审批，如果在这一环

节中没有发现新的问题，股权转让后将为徽

商银行回A股，或继续在资本市场其他渠道融

资扫清障碍，打下重要的基础。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持有不乐观意见。某市

场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若中静系股权转

让给东建国际，对徽商银行并无益处，东建国

际本身实力非常有限，在内地银行业看起来并

无涉及，入股对徽商银行股权结构无改善。此

外，徽商银行回A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个时间

段如果没有很好的交易对价，中静系不太会轻

易退出。而如果是找了个代持方以退为进的

话，更是左手倒右手，股东拉锯战还会持续，会

增加徽商银行后续股东格局的不确定性。当

然，也有可能是通过这种模式缓解现存矛盾和

困局，为徽商银行回归A股铺平道路。

针对相关股东股权转让事项及股东股权

纠纷事项对公司的影响、A股上市进展相关问

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徽商银行，对方称暂

不回复。

需练好经营管理“内功”

除了股权问题亟待解决，徽商银行回A之

路及未来发展仍面临诸多考验。

徽商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

该行是经原中国银监会批准，全国首家由城

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成立的区

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安徽省合肥

市。1997年4月4日注册成立。2020年，徽商银

行因成功将原包商银行在内蒙古自治区外的

主要核心资产、负债收购承接而吸引了市场

广泛关注，该行跨区域布局得到进一步完善。

但与此同时，承接之后原包商银行集聚

的风险释放，也对徽商银行资产质量造成了

明显压力。根据2020年年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末，徽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98%，较

2019年末上升0.94个百分点。

风险出清间接拖累了徽商银行的利润。数

据显示，该行2020年实现净利润为99.21亿元，

同比减幅1.4%；归属于该行股东净利润95.7亿

元，同比减幅2.54%。这也是自登陆港交所以

来，徽商银行净利润增速首次出现负值。

在合规内控层面，该行同时需要多做功

课。2020年底徽商银行曾因同业业务等违规

被监管一口气公示11张罚单，今年1月，徽商

银行行长助理兼徽银理财董事长夏敏被带走

调查再度引发市场关注。

廖鹤凯表示，徽商银行近年来在股东动

荡的情况下，勉力发展实属不易。在内外部多

重影响下，该行经营状况恶化也是肉眼可见。

目前该行股权问题悬而未决，A股上市之路则

漫漫，而在同等级别的银行都已在A股上市的

情况下，徽商银行越迟完成A股回归，和同行

的差距就越大。

在王剑辉看来，尽管股权结构面临变故，

但徽商银行在中小银行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接下来，徽商银行管理层应当集中精力做好

经营管理，当前金融机构合规监管进入深化

阶段，该行应在自主合规管理、风险处置方面

做好功课，稳扎稳打消除潜在风险，同时注重

与时俱进与新技术应用，为未来的发展打下

良好的基础。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马嫡

贷款未成反被骗。近日，多位消费者向北京商报记者反映，在“钞前分期”“聚合分期”“贷你无忧”等网贷App上贷款，

在贷款过程中资格审查环节填写银行卡等资料时，显示已成功绑定，却被平台客服告知银行卡填写错误，并以银行卡错

误、备注错误、流水不足等为由被多次索要解冻资金。已有不少受害者被诱导向平台转账，金额在数万元不等。

涉及平台

包括“钞前分期”“聚
合分期”“贷你无忧”
等山寨网贷App。

业内建议

消费者存留好证据，第一时
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同时警
惕“注销贷款”等二次诈骗，
谨慎转账操作。

网贷套路

以银行卡错误、备注错误、
流水不足等为由， 向贷款
人索要解冻资金。

·新型网贷套路起底·

与“杉杉系”的百亿元股权转让纠纷未休，“中静系”近日已为所持的徽

商银行股权另寻了新的买家。但与此同时，“杉杉系”公开发难，将双方矛盾

激化事实捅上台面。徽商银行夹在其中，回A之路又添了不少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