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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近
日梳理并公布野套路贷冶制造
民间借贷假象尧银行流水痕迹
等五个作案特征袁提醒民众莫
要轻信无抵押免息贷款等广
告信息袁树立正确理财尧消费
意识遥

野套路贷冶常见的五个作
案特征包括院一是制造民间借
贷假象遥 犯罪嫌疑人对外以小
额贷款公司名义招揽生意袁但
实质均无金融资质袁与被害人
签订野阴阳合同冶野虚高借款合
同冶野房屋租赁合同冶等显然不
利于被害人的各类合同遥

二是制造银行流水痕迹遥
犯罪嫌疑人将虚高后的借款
金额转入借款人银行账户后袁
要求借款人在银行柜面将上
述款项提现袁形成野银行流水
与借款合同一致冶 的证据袁而
后要求借款人只得保留实际
借款金额袁其余虚高款额交还
犯罪嫌疑人遥

三是单方面肆意认定违
约遥 在签订借款合同并制作银
行走账流水后袁犯罪嫌疑人通
过野变相拒收还款冶野借款人还

背负其他高利贷冶等理由宣称
借款人违约袁并要求全额偿还
虚增债务遥

四是恶意垒高借款金额遥
在借款人无力偿还情况下袁犯
罪嫌疑人介绍其他假冒的野小
额贷款公司冶与借款人签订新
的更高数额的 野虚高借款合
同冶予以野平账冶袁进一步垒高
借款金额遥

五是软硬兼施野索债冶遥 犯
罪团伙成员自行实施或雇佣
社会闲散人员滋扰借款人及
其近亲属的正常生活秩序袁以
此向借款人及其近亲属施压遥
或利用虚假材料提起民事诉
讼向法院主张所谓的合法债
权袁通过胜诉判决实现侵占借
款人及其近亲属财产的目的遥

合肥警方提醒袁一旦深陷
野套路贷冶陷阱袁受害人应停止
还款并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
权袁 保留对方暴力催收的证
据曰日常生活中袁广大民众应
树立正确理财尧消费观袁到正
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业务袁莫
轻信各种无抵押免息贷款的
广告信息遥

9 月 28 日袁 银保监会发布
叶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
法曳袁自公布之日开始实施遥 银行
理财新规区分公募和私募理财产
品袁 将公募理财产品的投资门槛
由此前的不低于 5万元大幅下降
到不低于 1万元遥

除交通银行外袁 多家银行也
已经应声而动袁 其中包括中国银
行尧 中国建设银行尧 中国农业银
行尧招商银行等遥

如中行于 9 月 30 日发布公
告称袁从 2018年 10月 1日起袁调
整部分公募理财产品个人尧 对公
销售起点金额至等值人民币 1万
元袁 重点在售产品包括中银日积
月累-乐享天天和中银策略-稳
富(定期开放)12个月产品第二期
的销售起点金额都从 5万元降至
1万元袁中银策略-债市通的起售
金额从 10 万元降至 1 万元 曰农
行自 10 月 1 日起对多款理财产
品销售起点调整至 1万元袁 包括
野本利丰冶系列部分人民币理财产
品尧野金钥匙窑如意组合冶34 天看
涨尧 看跌沪深 300指数人民币产
品等曰建行调整了野乾元要惠享冶
(季季富) 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调整首次购买起点金额曰9

月 30日袁招行也发布公告袁下调
部分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销售起
点至 1万元袁 包括日日盈理财计
划尧 日日鑫理财计划和朝招金理
财计划袁从 10月 9日开始进行批
量调整遥

不仅如此袁 在城商行中亦有
对政策响应者遥 如中原银行今日
发布消息称袁 该行惠农专属理财
产品销售起点降至 1万元遥

银行理财产品起购点的变
化袁 不禁让市场联想到银行与网
贷机构之间对于理财资金的竞
争遥 当年袁网贷产品迅速走俏袁除
了其高收益的特性袁 更与其门槛
低相关遥

野银行理财起购点下降必然
会对网贷平台理财业务造成冲
击遥 冶普益标准研究员魏骥遥说遥

魏骥遥认为袁 在分析银行理
财投资起点如何造成冲击前袁应
明确网贷平台理财业务相对于银
行理财业务的优势遥 从产品特点
来看袁 网贷平台产品的优势主要
有三点袁高收益尧低门槛尧稳定性
强遥 目前网贷平台产品的平均收
益在 7%~8%左右袁远高于银行理
财产品遥但值得注意的是袁收益的
高低通常需要与风险一起观察袁

网贷平台产品高收益的背后是其
承诺的低风险袁 当这种低风险的
假象被打破时袁 高收益的优势也
将荡然无存遥

魏骥遥表示袁 在高收益优势
无法支撑的同时袁 银行理财起购
点的下降则会对网贷平台产品的
低门槛优势造成冲击遥 而这种冲
击极大可能不是线性关系袁 也即
是在投资者对于网贷平台收益丧
失信心的时候袁 理财门槛的降低
将帮助更多投资者找到新的投资
选择袁两相叠加影响将有所放大遥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
室主任曾刚告诉记者袁 银行理财
产品起购点的降低袁 其实是增加
了银行的竞争力袁 给理财金额在
1万元至 5万元之间的客户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袁不过袁这部分
客户的规模有多少袁 对市场将形
成多大改变袁还不好确定遥

魏骥遥亦提示道袁 随着理财
产品逐步完成净值化转型后袁银
行理财产品收益的稳定性将成为
投资者担心要点遥 而网贷产品在
平衡收益与风控后袁 能够为投资
者提供更易接受的收益展现形
式袁保证收益的稳定性袁或能保持
其与银行理财产品的竞争力遥

10月 8日袁 国庆节后第一个
交易日袁商品市场普遍走升袁表现
突出的是原油类尧豆菜粕尧煤炭等
品种遥 其中袁上海原油期货(INE)
主力合约 SC1812 开盘价直接创
出 570元/桶的高点袁午后期价继
续走高袁 收盘至 572.5元/桶的高
位袁创上市以来新高遥

对此袁 中大期货副总经理尧
首席经济学家景川表示袁上海原
油期货可说是跟随补涨行情遥 尽
管最近 3 天布伦特原油在调整袁
但已在自 2015 年以来新高位
置遥 从基本面上看袁从 2017年 4
月份开始袁全球原油供需关系发
生转变袁进入供小于求去库存阶
段袁这奠定了原油价格持续上涨
的基础遥

进入 2018年 8月以后袁伊朗
制裁问题持续发酵袁 本次美国迟
迟未给出豁免额度袁 使得伊朗的
出口在 7 月以后受影响较大袁出
口量也从 6月份 200多万桶快速
下降至 100多万桶袁并且 10月份
大概率进一步下滑袁 可能会低于
100万桶曰而 9月底阿尔及利亚会
议欧佩克以及产油国将继续在减
产框架下增产袁 增产幅度不及市
场预期袁 加大了市场对供给不足
的担忧袁 促使布伦特原油价格创
下了 2015年来的高点遥

国庆节期间的下半周袁 美国
原油库存大增以及沙特和俄罗斯
公布增产计划袁 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供给层面的担忧袁 这也从市场
结构上得到印证遥从 10月 3日开
始袁尽管原油绝对价格仍在上涨袁但期现及月差
上近端升水幅度回落袁且短周期远期曲线走平袁
表明国庆节下半周实货市场在价格上涨后动能
减弱遥 刘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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