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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贷太凶险浴
一次简简单单的贷款袁不到两

个月时间袁还款金额却是借款金额
10多倍袁最终还有可能赔上自己的
房子袁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
猫腻钥它与一般借贷的纠纷有什么
不同钥

野警察抓了这群坏人袁为我伸
张正义袁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浴 冶前
天袁渝中区大阳沟派出所袁听到野套
路贷冶 主要成员已经被全部抓获袁
受害人小叶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喜
色遥

之前袁 因为一笔 2.8万元的借
贷袁 差点让他把市值 50多万的婚
房赔进去遥

濒临崩溃来报警
野警察同志袁我可能是被诈骗

了袁 请你们帮帮我遥 冶 今年 3月 5
日袁30岁的小叶在父亲的陪伴下来
到大阳沟派出所报警袁 神色黯然尧
颇为无助遥

在民警的鼓励和劝说下袁小叶
的情绪渐渐平稳袁把发生在自己身

上袁折磨自己半年之久的一桩亲身
经历慢慢道了出来遥

半年前袁小叶为了还信用卡的
欠款袁在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办理了
2.8万元贷款遥 该贷款公司以行业
规矩尧平账等理由诱骗叶某签订了
6.3万元的虚高借款合同尧 阴阳借
条尧房屋买卖合同袁同时制造了假
的银行流水并约定高额违约金袁使
小叶深陷进了他们预设好的野套路
贷冶陷阱里遥

随后袁小叶在贷款公司的威逼
利诱下袁被迫同意该贷款公司提出
的野走渠道冶要求袁到其他公司不断
进行贷款袁不到两个月时间袁小叶
的债务从 2.8万增长到 42.2万袁房
屋也被做了抵押登记遥

最终袁小叶还因无力还款被告
上法庭袁面临着拍卖房屋偿还贷款
的境地遥 按照当时的市场价袁小叶
的房子市值在 50万以上遥

警方打掉野套路贷冶
了解情况后袁民警迅速做出判

断袁该案很可能是一起典型的野套

路贷冶袁 正是目前国家严厉打击的
犯罪活动遥

大阳沟派出所立即抽调精干
案侦民警成立专案组袁经过十多天
的调查摸排袁 一个以民间借贷为
名袁实则通过诈骗等手段非法侵吞
他人钱财的野套路贷冶犯罪团伙逐
渐浮出水面遥

掌握线索后袁大阳沟派出所分
六个抓捕小组袁出动 50余名警力袁
经过两天两夜的蹲守跟踪袁于近日
分别在渝北空港尧巴南鱼洞尧江北
观音桥尧江北海尔路尧沙坪坝大学
城尧渝中大田湾等地抓获主要犯罪
嫌疑人 11名遥

经讯问袁去年 2 月以来袁刘某
某伙同王某尧毕某某尧孙某等人将
渝中区国贸大厦一写字间用作办
公室袁以办理小额贷款的名义对外
招揽生意袁 以 野保证金冶尧野行业规
矩冶尧野平账冶 为名诱骗被害人签订
虚高借款合同尧阴阳借条尧房屋买
卖合同袁 通过制造假的银行流水尧
约定高额违约金尧威胁被害人等方
式诈骗尧敲诈被害人财产遥 李敬

不被表象蒙蔽
在最近爆发的钱宝网尧 善林金融

事件中袁 部分投资者表现出的盲目值
得深思遥 有的投资者对所投资的产品
一无所知袁 以为投资平台赞助了国家
队尧广告做到了纽约尧老板特别有钱袁
或是门店扩张迅速尧销售人员热情尧装
修豪华高大上袁就会野大而不倒冶袁也就
是平台可靠的象征遥

殊不知袁 以上这些蒙蔽投资者的
表象袁 并不能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有
多强袁 相反袁 只能说明公司的成本巨
大遥 而且袁在营销尧门店尧销售人员佣
金尧老板挥霍等方面花费的巨额资金袁
正是来源于投资者的本金浴

有不少人认为金融投资专业度
高袁作为普通投资者袁根本不可能看出
其中的野道道冶袁因此凡在出事之前袁究
竟是野骗局冶还是野机遇冶是很难分清
的遥 此言差矣袁金融产品袁和其他任何
产品一样袁 都有一个相对公允的市场
定价遥在我们购买实物商品时袁如果看
到特别有吸引力但价格又明显低于成
本的产品时袁也会犹豫再三袁担心自己
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袁那么袁购买金融
产品时为何就那么冲动呢钥

实际上袁 金融产品也是由成本和
收益两方面构成袁成本中袁假设给投资
人的利息或收益率为 12%袁 给销售人
员的佣金 2%袁包装店面的花销 1%袁广
告费 3%~4%袁 还有老板的私人挥霍
1%袁则理财资金至少要赚 20%以上才能达到基本的
收支平衡遥这个收益率约等于股神野巴菲特冶50年来
的复合年化收益率遥

避免过度自信
钱宝网出事后袁有报道显示袁有位投资者说过

这样的话院野钱宝才几年袁我知道有一个庞氏骗局坚
持了 15年袁还上市了遥 冶且不论这句话中透露出的
自私与冷漠(要知道袁庞氏骗局之所以能够野坚持冶袁
前提就是不断有新的受骗者的加入)袁仅从投资心理
的角度来看袁也是犯了大忌遥

有分析人士指出袁 陷入投资骗局的投资者中袁
有一部分人其实对野庞氏骗局冶心知肚明袁只是觉得
野最后一个接棒人不会是自己冶袁就好比在一波牛市
中袁可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笑到最后遥 其实袁这在
投资心理中十分常见遥

有一个常见的心理现象袁被称为野邓宁窑克鲁格
效应冶袁人类往往会有一种虚幻的优越感袁总觉得自
己比别人更好遥 如果大多数人觉得自己高于平均水
平袁无论是长相尧学习成绩尧驾驶技术袁还是投资智
慧袁显然袁都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遥 而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袁确实有不少心理学实验表明袁大多数人都觉
得自己高于平均水平遥

而且袁心理学家邓宁和克鲁格还发现袁能力越
差的人越容易高估自己袁这是因为能力越差的人发
现不了自己和别人的差距遥 而相反袁高手却会犯另
一个错误要要要低估自己袁因为他们认为别人都和自
己一样野厉害冶袁所以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遥 或许袁当
我们对投资决策野自我感觉良好冶的时候袁就不妨想
一想以上两个结论遥

不要迷信个案
野不管望向哪里袁都能见到摇滚明星遥 他们出现

在电视里袁出现在画报封面尧音乐会节目单和网络
论坛上遥 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歌曲袁摇滚明星无处
不在遥 他们成功了噎噎但从来不见有哪位记者去关
心那些失败者袁因此袁人们往往看不到失败者的墓
地遥 冶

在罗尔夫多贝里所著的叶清醒思考的艺术曳中袁
开篇即向投资者指出了 野幸存偏误冶要要要由于日常
生活中更容易看到成功尧看不到失败袁你会系统性
地高估成功的希望遥 对此袁作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院
野尽可能常去逛逛曾经大有希望的项目尧 投资和事
业的耶墓地爷袁这样的散步袁虽然伤感袁但对你是有好
处的遥 冶

在叶投资中最简单的事曳一书中袁作者邱国鹭也
指出了这一现象袁他认为袁任何社会学规律都有反
例袁投资者应当更加关注规律袁而非个例遥 比如袁野没
有人能预知未来冶 是规律袁野在萌芽阶段发掘牛股冶
则是个案曰野低估值价值股平均跑赢高估值成长股冶
是规律袁野你买的那个 100倍市盈率的成长股已经
涨了 5倍冶则是个例噎噎个案令人景仰袁但往往难
以复制袁顺着规律选股才能提高成功率遥 吴秋

5月 14日袁社科院城市所发布
了房地产蓝皮书叶中国房地产发展
报告 2018曳遥 报告显示袁2018 年 1
月厦门的住房价格中位数达到了
每平方米 3.7万多元袁 已经超过了
一线城市广州袁杭州尧南京尧天津的
住房价格中位数是每平方米 2.8万
多元袁与广州只有每平方米一两百
元的差距遥如果从房价与租金比来
看袁2018年 1月厦门尧廊坊尧惠州尧
石家庄尧合肥尧南京都超过了北上
广深遥

售租比失衡
如果从售租比来看袁不少二三

线城市的表现让北上广深难以野望
其项背冶遥

上述报告数据显示袁2018年 1
月房价与租金比值最高的是厦门袁
达到了惊人的 1100遥 这意味着袁当
房价与租金分别保持不变时袁将需
要 91.7年才能通过租金回本遥如果

将未来租金折算为当前价值袁则租
金回本期还将更长遥

房价与租金比超过一线城市
的还有廊坊袁达到了 883遥 惠州尧石
家庄尧合肥尧南京分别为 844尧824尧
746尧653遥

从一线城市来说袁上海该比例
为 644袁深圳为 627袁广州为 600袁北
京为 594遥简单计算袁一线城市房价
与租金比值最低的北京袁租金回本
年限为 49.5年袁年租金收益率约为
2%遥 而苏州尧青岛尧济南尧天津的上
述数据均超过了北京遥

上述报告指出袁国际房价与租
金比例一般在 200-300袁中国城市
一般都远超 300 的比值遥 相对于
住房销售价格袁 住房租赁价格的
变化一直较为平稳遥 住房销售价
格与租赁价格的失衡袁 一方面有
投机炒作的因素袁 另一方面有租
赁住房保障低尧 租购权益相差悬
殊等原因遥

防止房价大起大落
2016-2017年袁一线城市出台

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市场调控政
策遥2018年袁它们仍将野坚持调控目
标不动摇尧力度不放松冶遥这使一线
城市的房价得到了控制遥 数据显
示袁2018年 3月除了广州微弱上升
外袁北京尧上海和深圳的新建住宅
价格都是负增长遥

而在部分二三四线城市袁去库
存政策尚未得到及时调整遥三四线
城市购房政策相对宽松袁这使得它
们承接了房地产投资的溢出遥 比
如袁2018 年 3月哈尔滨尧 大连尧北
海尧西安尧昆明的新建住宅价格都
是两位数增长遥

下一步袁王业强指出袁由于房
地产调控政策不放松袁一线城市和
二线热点城市有可能会率先探底袁
三四线城市调整明显滞后于一线
城市遥

杜放

理
财
切
忌
﹃
傲
慢
﹄
与
﹃
偏
见
﹄

套路贷有多凶险？
男子贷款 2.8万差点赔进50万婚房

多个二三线城市售租比超一线

社科院预警房价追高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