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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曝出北京邻家 168家便
利店停业的消息遥 一时之间袁曾经
被称为中国版 7-11的北京市场上
最有代表性的本土便利店邻家便
利店深陷倒闭危机遥 邻家的突然倒
下袁 不仅令许多消费者感到惊异袁
同样也令邻家的在职员工措手不
及遥

8月 6日袁叶华夏时报曳 记者在
北京邻家总部采访了前来办理离
职手续的邻家员工遥 一位被访员工
称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遥 据记者
了解袁目前苏宁小店尧好邻居尧7-11
北京尧全家北京尧罗森北京尧物美尧
便利蜂等企业均表示愿意吸纳因
邻家解散赋闲的门店员工袁 同时袁
邻家留下的优质的门店资源也将
成为野香饽饽冶袁或引起同行业内的
争夺遥

一夜坍塌的野邻家便利王国冶

据悉袁8月 1日袁邻家便利店总
部袁邻里家(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向
其供应商发出告知函称袁公司将于
8月 1日起停止总部各项业务袁并
陆续停止门店营业遥 其原因邻家便
利称袁是由于公司背后唯一出资方
受到上海警方调查袁导致公司银户
账户被冻结袁而邻家自身仍处于发
展阶段袁尚未实现盈利袁依旧需要
投资方注资经营袁靠店铺自身销售
收入仍然入不敷出袁且目前公司账
户已被部分供应商诉讼至法院进
行了财产保全袁 账户资金已被冻
结袁 公司账户内已无可支配资金遥
所以邻家将于 8 月 1 日起停止总
部各项业务袁 并陆续停止门店营
业遥 这意味着经营 3年时间袁在北
京市场门店数量达到 168 家店的
邻家便利店因资金链断裂退出舞
台遥

遍布北京的邻家便利店的突
然停业袁令许多北京市民感到十分
诧异遥 野我前几天才在里面买过东
西袁没想到说关门就关门了遥 冶一位
北京市民说道遥 野我还挺喜欢他们
家的东西袁以前下班时候老在邻家
买吃的东西袁 他们家生意很好啊袁
想不通怎么说倒就倒了浴 冶另一位
北京市民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惊
异遥

邻家的倒下袁除了令许多市民
感到不适应和惊奇外袁更多感到措
手不及的当属邻家的员工遥 8月 6
日下午袁记者来到了邻家便利店的
总部袁位于北京西城区北礼士路阜
成大厦的邻里家(北京)商贸有限公
司袁采访到了两位刚刚前来办理离
职的邻家员工遥

苏宁尧7-11或将接手邻家

业内人士表示袁此次事件的发
生袁背后原因复杂袁既有投资方倒
台的原因袁也有邻家自身扩张太快
等一系列因素在里面遥 但这次事件
属于行业个例袁并不会影响便利店
行业的发展遥 相反袁邻家的突然倒
下袁留给行业内部的袁不仅仅是空
缺的市场份额袁还有大量已经培训
好的熟练人才和优质的门店资源遥
无论是对于苏宁小店尧便利蜂等新
入局者袁还是 7-11尧罗森这样的老
牌便利店企业袁这都是一个很好的
机会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邻里家成立
于 2015年 5月 5日袁 为现任便利
蜂运营 CEO 的王紫带领一批 7-
11北京高管出走而创立袁后因与投
资方产生分歧袁王紫带领团队转而
创立便利蜂遥 所以邻家与 7-11尧便
利蜂有着天然的羁绊遥 专业人士表
示袁 邻家的经营模式与 7-11十分

相近袁7-11若是接手邻家袁将有着
天然的优势遥 同时袁便利蜂作为后
起之秀袁邻家已经趋于成熟的运营
渠道也是其十分需要的遥

据资料显示袁 邻家在京的 168
家便利店袁 分部在朝阳尧 东城尧西
城尧海淀尧通州尧丰台尧大兴八个区
的核心地段遥目前不光苏宁尧7-11尧
便利蜂等在盯着这 168 家店的位
置袁 还有很多同行业在虎视眈眈袁
究竟能不能拿下袁 谁又能拿下多
少袁 还要看哪家企业动作更快尧手
段更高遥

业内普遍认为袁零售行业是一
个需要长期投入袁 稳步发展的行
业遥 希望今后行业内可以更加的稳
扎稳打袁关注经营的基本功和门店
的盈利性袁 建立良性的资金循环遥

范强

何谓影子银行钥 商业银行作为
中介最主要的盈利来源于存款和
贷款之间的利差袁 为了利润最大
化袁银行天生就有加杠杆尧扩张规
模的冲动遥 所以全球各国都会对银
行进行监管袁决定了商业银行在监
管范围内所能投放的信用资源是
有限的遥 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袁现
实中还出现了另一类非银行的机
构或行为袁与银行扮演着类似的角
色袁也就是所谓的野影子银行冶遥 影
子银行通过非银行的渠道尧工具和
结构实现加杠杆袁与传统商业银行
的存贷款功能类似袁但没有接受相
应的监管遥 例如在美国的金融体系
中袁影子银行主要是围绕证券化实
现表外融资的功能袁而过度的证券
化与监管的缺失袁 带来了高风险尧
高杠杆的问题袁 在 08年的次贷危
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遥 中国
的影子银行袁与欧美以证券化为核
心的影子银行体系不同袁中国的影
子银行较少地借助金融衍生工具袁
主要是围绕商业银行业务衍生而
来遥国内的影子银行可以分为两大
类袁一类是金融机构的业务袁其中
包括银行借助非银金融机构等作

为通道投放信用袁达到规避商业银
行监管的目的袁以及非银金融机构
自身作为中介发挥融资和放贷的
作用曰另一类则是 P2P尧小额贷款
公司尧典当行等非金融机构开展的
民间融资活动遥

规模有多大钥 作为我国影子银
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袁非银金融机构
近几年快速扩张袁资产管理规模超
过 60万亿遥 但是这里面还存在大
量资管产品之间的嵌套袁有很大一
部分是重复计算的袁进行相应剔除
后袁 截至 2017年末实际通过非银
金融机构投向实体的资金规模接
近 30万亿遥 除了非银机构的通道
业务以外袁 股权质押融资尧P2P尧小
额贷款公司尧供应链金融尧消费贷尧
互联网金融平台民间机构的借贷
业务也属于影子银行的范畴袁其中
P2P尧 股权质押融资和小额贷款公
司规模较大袁而 P2P规模相比 2014
年末增长了近 12倍遥 除了非银机
构和民间借贷以外袁实际上还有部
分银行的表外业务也属于影子银
行袁主要包括委托贷款和未贴现银
行承兑汇票遥 根据我们测算的总
量袁 截至 2017年末我国通过影子

银行体系流入实体的资金规模达
到 47万亿袁其中非银金融机构尧民
间借贷和其他银行表外的影子银
行形式流入实体的资金规模分别
在 29万亿尧5万亿和 13万亿遥可以
说袁非银金融机构是影子银行资金
流入实体经济的主要通道袁而银行
的表外业务规模也不小遥

监管收紧袁影响几何钥 今年以
来袁 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金融监
管政策相继出台袁 其中大部分是
针对非银金融机构的通道业务袁
再加上 P2P 爆雷尧 股市调整冲击
股权质押融资袁 根据我们初步测
算袁 今年上半年我国影子银行融
资规模萎缩约 2.3 万亿袁远远高于
央行非标统计中的萎缩 1.3 万亿
的规模遥 社融增速下降首先冲击
的就是主要依靠非标融资的地
产尧融资平台和小型民营企业遥 随
着融资渠道的恶化袁 这些企业面
临再融资风险袁导致违约率上升遥
而信用风险的不断发酵将导致货
币创造放缓袁 在央行维持货币边
际宽松的情况下袁 实体经济获得
的流动性仍会收紧袁 最终将导致
经济增长承压遥 李丽

交 8 万元入会费就可
换取野天天涨停冶的股票信
息钥 付费进入 VIP直播室就
能享受 野大师冶野白富美冶的
指点钥 噎噎记者调查发现袁
近来网络非法荐股大有抬
头之势袁并且出现了一些新
动向遥 与过去的股市野黑嘴冶
不同袁现在微信尧微博尧直播
间等新型社交媒体上野点对
点冶的野荐股冶方式更加隐
蔽袁诈骗团伙的伪装术也不
断升级遥

野套路冶一院在微信群尧
直播间等社交平台塑造所
谓的 野专家冶野大师冶野白富
美冶形象袁利用概率做文章袁
采取野千人千股冶的方式给
投资人推荐股票袁从而达到
售卖高额股票课程尧收取高
额会员费尧 服务费的目的遥
野事实上袁 骗子不只是赚取
会员费尧 服务费那么简单袁
他们往往事先建仓袁并在微
信群尧 直播间等实时喊单袁
利用荐股诱骗散户跟风买
入袁 趁高点抛售获利出场遥
投资者则成了接盘的 耶韭
菜爷遥 冶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告
诉记者袁投资人一旦发现上
当受骗袁 就会立刻被踢出
群遥

野套路冶二院荐股人员声
称可以免费帮助投资人诊
断手上持仓图尧挖掘后市潜
力股尧推荐个股等袁采取先
盈利后分成的合作方式袁在
盘中全程指导投资者拉升
股的最佳买卖操作点遥 股票
涨了他跟着分红袁股票跌了
也不负任何责任遥

野套路冶三院冒充正规金融证券交易公
司欺诈遥 骗子在微信群内推销各类荐股软
件尧 荐股平台袁 以免费使用和高盈利为诱
饵袁将用户导流到外部平台袁参与贵金属尧
艺术品尧 邮币卡等现货交易或境外期货交
易遥 实则他们的交易系统都是伪造的袁并且
可以在后台实时操纵行情袁伪造交易记录袁
欺诈用户大量资金遥

要想铲除网络非法荐股野毒瘤冶袁必须
要对相关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袁 监管部
门和社交媒体平台也需共同努力袁清除野股
神冶们的生存土壤遥 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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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链断裂 168家邻家便利店一夜消失

高压监管之下还剩多少银行“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