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象一： 成立多个公司 “绕圈
圈”，钱最后都给了自己

（现场目击 ）“我们这个白云山的项
目，2 年的年化利率能达到 16.2%。 ”上海
盈玺资产管理公司理财规划师向记者介
绍， 他们代理温州市白云珍稀动植物开发
有限公司一个开发项目，总规模 2 亿元，第
一期 5000 万元，同时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
会跑路，没有任何风险。

而记者在温州市市场监管局网站查询
发现， 上述白云公司的大股东为上海金闳
实业有限公司。而金闳的大股东，又绕回了
“上海盈玺投资有限公司”。盈玺投资的股
东， 正是上面介绍的盈玺资产管理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夏念文。绕了几个圈，这些公司
其实都是一个人的。

（专家点评）“这种形式就是我们常说
的自融。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
说，自融有时不是自己融资进来给自己用，
而是给关联的企业用。 很多房地产公司都
会成立一些平台用于自融。 “这样有可能
填上一个窟窿挖一个窟窿， 容易出现资金
断裂。 ”

现象二：担保公司上阵，实际上是
“左手担右手”

（现场目击）上海国弘汇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的王经理对记者说， 他们公司属
于上海国弘集团， 这些理财产品由国弘集
团提供担保。“就算我们国弘汇跑了，你拿
着合同和材料到国弘集团去， 他们会全额
赔付给你的。 ”

（专家点评）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吴冬说，这属于“自担保”行为，母公司
和子公司自己担保自己。 “为了确保项目
和资金的安全性，保障投资者的收益，这种
第三方理财公司本应站在投资人的立场
上，但如果是自担保，就产生了利益冲突，
理财公司不会完全站在投资人角度。 ”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 一些担保公司会
对多个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担保。吴冬认为，
此时也会产生风险， 担保本身要根据自身
资金实力，给很多人担保，平摊到每一个被
担保人那里，能力是明显降低的。

现象三：签协议“套连环”，规避
监管玩花样

（现场目击）记者在当天财富和金鹿财
行两家公司发现， 合同上除了消费者是甲
方、第三方理财公司是乙方之外，还出现了
一个“丙方”。 例如，当天财富的合同丙方
是“上海融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鹿的
丙方是“上海毓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介绍， 这样做是为了规避监

管。 由于资产管理公司没有债权出让的经
营范围，直接签合同可能被定义为“非法
吸储”，因此绕了一个弯。 是丙方从小额贷
款公司买到债权， 投资者从丙方那里购买
债权，而乙方只是“中介”。

在记者的询问下， 金鹿财行的业务经
理一开始说， 即使毓点跑了， 自己也会兜
底；后来又改口称，“说白了，我们和毓点
就是一家的，它是我们的全资子公司。真要
出事了，我们两家也是连在一起的。 ”

（专家点评）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徐珊珊说， 这种做法从形式到内容
的确都没有违规，有了乙方作为中介，丙方
有了更好的宣传包装， 乙方又没有自己售
卖产品，隔离了监管的红线。

“但是，丙方出让的债权并非原始债
权，债权多次转让，真实性存疑。 而且从现
有的交易模式来看， 有可能存在赚取多重
利差乃至利用交易形成资金杠杆的可能，
一旦发生资金断裂， 资金风险相较于正常
P2P 资金风险是呈几何级扩大的。 ”

现象四： 装银行、 增注册资本，
“草根”秒变“高富帅”

（现场目击 ）记者发现，有些公司动辄
注册资本上亿元， 有些还故意开在银行旁
边。在位于上海肇嘉浜路的金鹿财行，记者
看到进门就是和银行类似的柜台， 旁边是
会客室和贵宾室。

“您需要办什么理财产品，我是这里
的副行长。我们金鹿在上海有很多家分行，
光这里就有三家支行。 ”这位业务经理熟
练地介绍。而当记者问这里是不是银行时，
回答也模棱两可，“我们和银行是差不多
的。 ”

记者查询发现， 有些公司增大注册资
本装门面。例如上述融嵊资管，最初的注册
资本仅为 110 万元，而在多次增资后，不到
半年时间注册资本从 110 万元狂飙至 5 亿
元。不少公司本来注册资本在千万元级别，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经多次股权变更及
增资，注册资本迅速增加至几十亿元规模。

（专家点评）上海市一位监管人员告诉
记者，从监管角度看，银行、保险、期货、基

金和第三方支付公司等都属于金融机构，
只有拿到监管部门的牌照才属于 “正规
军”。

“有些资管公司都是利用商事登记改
革，将原公司瞬间升格为‘高富帅’，以吸
引投资人。 ”徐珊珊说，而且这些公司还故
意声称是线下服务，与“网贷”无关。 这应
引起监管层注意。

加强监管：不能采用“没到的请举
手”思维

记者咨询代理注册的公司了解到，注
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投资管理、咨询、创
业投资等为名称的公司， 是没有资金门槛
的。公司可以选择填写上亿元的注册资本，
无需当场缴纳或即时资金到位， 只需在一
定时间内（譬如十年）缴纳完毕即可。

专家认为，对于线上的 P2P 平台，监管
已经出台相应办法。 对于线下的这些第三
方理财公司，监管不应采用“没到的请举
手”的思维，即只监管有牌照的“正规企
业”，那些没牌照、经营范围不包含金融业
务，但有金融属性和实质行为的企业，却成
了漏网之鱼。

刘春彦说， 工商注册只是给企业发一
个身份证， 至于企业拿了身份证去做了哪
些违法乱纪或伤害消费者权益的事情，行
业主管部门应切实做好事中事后监管。

据新华社电

西宁市部分在售楼盘市场价格

海湖新区 绿地公馆 高层 6500-7500、洋房 8500-11000 纯一层 35000 7719999

海湖新区 盛达·国际新城 5900 22000 8118186

海湖新区 新华联广场 7400-8500(只剩 1、2、3 楼) 35000-42000 6185555/6185666

海湖新区 中房萨尔斯堡 洋房 7500、高层 6300、小高层 6800 15000 0971-8085678 8065678

城北区 华德·朝阳绿洲家园 6800 50000-68000 5214888

城东区 宗业·文锦丽都 期房 4700 起、现房 6400 28000 8081333/8082333

城东区 新千·国际广场 6800 30000 8278888

城南新区 格兰小镇 4600 ——— 6510000/6512999

城北区 紫恒·帝景花苑 5300 ——— 4725222/4725999

城中区 天桥相府 9700 50000 0971-8243588 6111185

经开区 4300三和·翠雍星城 ——— 8809199

城东区

城中区

中惠·紫金城

水井巷中央商务区

期房 4500、现房 5500

9000

6111888

5568999

20000-30000

20000-90000（楼层不同价格不同）

经开区

经开区

沪宁锦苑

新力·景瑞新城

5200

4800

———

28000

8808666

8865999

区域
海湖新区

楼盘名称
绿地云香郡

住宅均价（元/㎡）
别墅 15000（一套 400-450 万）

商铺均价（元/㎡）
22000-23000

售房部电话
7715999

城东区

城东区

海亮大都汇

金科·凯旋广场

4300

5300

8000-30000

30000

5210000

8213688/8137888

城北区

城东区

恒大名都

港欧·东方花园

5800

一房一价（起价 4300）

———

15000

5203333

8868111

城北区

城北区

中房城北国际村

夏都名邸

高层 5300、小高层 5800

4800

14500

11000-31000

0971-5125678

5222688/8233577

海湖新区

海湖新区

五矿柴达木广场

恒昌·卢浮公馆

———

期房 6100（楼王 14500）

30000

———

5201888

6363111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此数据为本周采集，最终参考价格以售楼部当日公示为准，拓虎数据研究中心提供 612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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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月利率 8%，最
高能到 16%， 而且随时可
取”；“实力雄厚、 政府补
贴、国资系公司担保”……

在上海的一些社区
里、道路边、写字楼上，近
来冒出不少从事投资理财
业务的“资产管理”“金额
信息服务”公司广告。随之
而来的， 是无数电话及无
数诱惑。

这些公司是否真如说
的那么厉害？ 新华社发

理财公司圈钱蒙你没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