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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网络借贷是以互联网为主要渠
道，为借款人与出借人(即贷款人)实现
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

资信评估、信息交互、借贷撮合等

服务。

P2P法律风险大致分为四类，以下
简要介绍这些类型及规避方法。

1.业务模式风险

目前国内P2P业务模式主要有纯借
贷模式、债权转让模式及收益权转让

模式。

纯借贷模式：借款人在平台上发

布借款标，出借人投标。到期借款人

按约定还款方式还款。该模式有以下

法律风险：

借贷合同风险，如贷款人未实

际提供借款，一方以欺诈等手段签

订合同，明知借款人是为进行非法

活动而借款的，应依法被处以罚款

或 拘 留 。 不 具 备 从 事 金 融 从 业 资

质，经营放贷业务、以放贷收益作

为企业主要利润来源的，应认定借

款合同无效。

高利贷的风险，年利率超过36%的
部分无效，需退还借款人。

网络洗钱的风险，P2P平台一般只
负责审核借款人的资金用途，无法核

查投资人的资金来源，为洗钱提供了

隐秘、安全、快捷的通道。

债权转让模式：债权人和债务人

之间签订借款合同后，债权人在平台

上申请债权转让，并告知债务人,分为
两种类型，一是无承诺回购的债权转

让，二是债权转让及回购。该模式涉

及以下法律风险：

债权真实性的风险，债权转让

方与 P2P平台有很强的关联性，无
法知晓债权是否真实发生，无法明

确真实债权的形成是否先于债权转

让行为。

转让效力的风险，一般P2P平台在
“债权转让及服务协议”中会规定债权

转让的通知方式。

债权重复转让的风险，因为债权

转让不需要公示，债权是否重复转让

无法判断，需要平台自律。

收益权转让模式：P2P平台作为
“债权批发商”把债权和收益权筛选、

打包、重组、分割后通过互联网平台

进行销售，并从中收取居间费用。该

模式涉及以下法律风险：

收益权未有明确法律定义，其内

涵和外延均由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法律

文本来界定，缺乏对世效力、难以对

抗善意第三人。

特定资产的效力风险，受让人持

有该特定资产收益权需要以转让人持

续持有该基础权利或资产作为前提条

件。如转让人丧失该基础权利或资

产，则受让人的特定资产收益权将因

此而消灭。

不合格投资者的风险，不少平台

往往让债权人将收益权质押，然后去

向投资人借款，演变成借贷关系，以

规避不合格投资者的法律风险。

P2P平台作为信息中介，明知担保
公司没有相关担保资质或能力仍继续

合作，则涉嫌欺诈作为善意第三方的

投资人,造成担保不合规风险。
P2P平台需要对关联担保进行充分

的信息披露及资质审核。

2. 非法集资风险

P2P面临的最大法律风险是非法集
资，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

诈骗。

资金经过P2P平台账户形成“资金
池”，引发资金池模式的风险。包括集

资诈骗;挪用资金池中的资金为平台自
身所用，造成坏账亏空；最常见的期

限错配，一旦出现投资者集中提现，

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出现提现困

难。另一方面，P2P对借款人或借款企
业的审核不够全面。若不合格借款人

进入平台恶意卷走投资人资金会造成

非法集资的风险。

P2P平台需要按照以下的标准要求
自己：一是不要碰钱，二是不能发假

标，三是资金流一定要清晰。

3.信息安全风险

P2P平台作为金融服务中的信息中
介，掌握借贷双方的个人信息、财产

信息和交易信息。极易引发借贷隐私

风险，P2P应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客户信
息，不得出售、非法提供和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应采取数据交换加

密、多重密码保护和容灾备份等以保

护客户信息安全。网络技术风险，为

保障 P2P网贷平台正常运作和客户资
金、信息安全，P2P网贷平台应加强反
入侵技术，一旦遭受攻击后，应当及

时在经营地警方报案并请求侦查。

4. 宣传推广风险

应以向借贷双方提供真实的信

息，撮合交易为职责，在做信息宣传

时，既不能隐瞒事实又不能夸大其

词，否则会面临未尽居间人如实报告

义务的风险和夸大宣传的风险。信息

披露不足可能造成不合格借款人导致

的非法集资风险。平台应对借款人进

行必要的尽职调查;向投资人客观、真
实地披露调查结果。 （范冰）

P2P网络借贷法律知识

东银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你

公司与被执行人南阳豪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南阳豪盛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陈继平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已作出

（2015）深中法执字第663号之
二执行裁定书，依法裁定拍卖

被执行人南阳豪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南阳市宛城

区人民路鸿德购物公园1幢-1
楼01、09、10、13-22室（房产证
号 分 别 为 206160、206152、
206151、 206148、 206147、
206146、 206145、 206144、
2016143、 206142、 206141、
206140、206139）。本案现在淘

宝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司法拍卖平台进行第二次网

络公开拍卖，具体事项详见我

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拍

卖公告。

公告媒体：

淘 宝 网 ：http：//sf.taobao.
com/0755/03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7日

联系人：房产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兼传真）：

0755-83785213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

北路 6003号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执行局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网拍告知书
（2015）深中法执字第663号之二

今日关注

10分钟手机定位找人，60元获得一个人的银
行信息……自今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辽宁管
辖的跨25省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系列案开槌以
来，一些身份为协勤员、银行职员等“内鬼”依靠职

务便利并利用监管漏洞，盗卖公民个人信息大肆

敛财的事实浮出水面。目前，有10余起案件开庭
审理，个别被告已被定罪量刑。

记者追踪调查发现，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多由“内鬼”盗取信息后多层级贩卖，形成隐

蔽性很强的黑色交易平台，亟须多管齐下，搭建有

效的防范及治理体系。

协勤员盗卖信息不到1年
挣了7万元

9月13日，跨25省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系列
案在沈阳开审。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当庭审理后认

定该系列案第一起案件的被告人王旭光构成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
并处罚金7万元。

据了解，王旭光于1999年到河北省某交警大
队任职协勤人员，负责内勤和外勤工作。2015年8
月至2016年5月，王旭光伙同在同一中队任职的协
勤人员魏某、马某（均另案处理）在办公地点内，使

用数字证书或其他正式民警的账号、密码登录公安

综合管理平台，通过该平台网上查询车辆档案信

息、驾驶员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联系、

出售给他人。获得的赃款由王旭光通过微信提现，

再转给另两人。3人违法所得共计约7万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一些利用职务和履职

便利的协勤员、银行职员、电信人员、快递公司从

业者等成为信息泄露主要源头。”沈阳市大东区法

院刑一庭副庭长朱丽娜说，堡垒通常都是从内部

攻破的，此类人员犯罪数量大，侵犯公民信息的数

量多，涉及信息类型广泛。

关押在沈阳市于洪区看守所的被告人徐某某

原是农行江西省赣州市分行的一名 VIP柜员，
2015年在帮助律师朋友查询一名客户的银行信息
后，受引诱开始大肆查询客户信息，主要是卡号、

余额，以每条60元至90元不等的价格贩卖。

多层级贩卖形成隐蔽的交
易平台

2015年11月，辽宁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时，发现大量涉及全国各地贩卖

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线索，后公安部将涉及25省
份、涉案人员达100余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指定辽宁警方侦查。去年5月，多地警方开展集中
抓捕行动，铲除多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团伙。

“这个系列犯罪团伙划分为‘猎人’‘为人民服

务’等9条专线，专线以专线主犯的微信或QQ名
命名，由查询员、一级代理商、二级代理商、下游代

理商和客户多个层级组成。”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二庭副庭长贾敏飞说，各团伙通过微信群或QQ
群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记者注意到，上述9条专线几乎涵盖了公民个
人信息的全部，比如车辆及航班信息、银行开户信

息等。9条专线既独立又相互交叉，形成联系密
切、架构清晰的作案集团。查询员之间相对独立，

为代理商提供交叉服务。代理商之间信息交换特

征明显，联系更为频繁，形成了相互勾结的黑色交

易平台。

防范“内鬼”须完善监督制度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社会危害日益突出。

办案人员认为，为遏制这类犯罪，要对拥有公民大

数据的相关单位和企业加强管理，提升监督力

度。并强化对存在问题的网络服务商的检查整

治，及时整改各种隐患，实现源头防范。

比如，在徐某某案件中，根据他的供认，每一

次获取信息尽管是在银行柜台的前台，但都选择

了监控探头的死角。每一次都能轻易得手，从未

被人发现。类似的监督监控死角需要引起重视，

尽快查遗补漏。同时，相关单位的内部防控机制

也要进一步完善。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

一个态度问题，一个管理问题。”辽宁省律师协会

会员陈宝龙建议，应当加快立法的速度，不论是什

么样的单位或部门，只要泄露个人信息就要担责，

从长远看，行业信息安全管理亟待补上责任漏

洞。他还建议，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

增强公民自身防范意识，促进养成保护个人信息

的行为习惯。⑥4 （据新华社）

“内鬼”盗卖公民个人信息敛财路径起底：

一个人的银行信息值多少钱？60元！

南阳腾飞物业公司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定期巡检设备，确保国网南阳供电公司调度通信中心平稳有序运行 ⑥4
本报记者 陈大公 通讯员 李晓 许强 摄

今日迎“大雪”

防寒防“上火”
本报讯（记者洪塔）今日，我们

将迎来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

节气。此时节，气温走低，天气更

冷。专家提醒，居民在注意防寒保

暖的同时，也要注意防“上火”。

“大雪”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

每年公历12月7日或8日，太阳运行
到黄经255度时，即为“大雪”。古籍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大者盛

也，至此而雪盛也。”“大雪”意味着

天气更冷，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时

更大了，并不指降雪量一定很大。

养生专家建议，值此时节，对于

畏寒怕冷的人，要多穿衣服加强保

暖，适当多吃含铁元素和碘元素的

食物，有助于提高御寒能力。⑥6

本报讯（记者李佩佩）12月
5日，九三学社南阳市委“同心康
复”优德行动走进镇平县，免费为

52名下肢残疾贫困群众进行假肢
安装。

当天，看到崭新的假肢，下肢

肢残贫困群众都高兴得合不拢

嘴。他们有些没有安装过假肢，

长期拄拐；有些安装的假肢已近

十年，笨重老旧，甚至出现了一些

问题，生活不便。4位专家耐心为
他们进行假肢安装调试，仔细叮

嘱注意事项。

从 4月份开始，经过前期入
户调查、数据采集、假肢制作等工

作，“同心康复”行动已免费为52
名下肢肢残贫困群众安装假肢，

投入金额73.5万元。⑥2

关爱残疾群众

本报讯 （记者陈大公）12月 5
日，方城县赵河镇陈庄村村民李保成

十分激动，他的哥哥李保有走失20
年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李保有是一位智障人士，20年前，
从其妹妹家中走失。今年10月20日，

在山东省G206国道上，一位司机发现
一名流浪老人在国道上徘徊，便拨打

110报警。接警的山东省龙口市公安
局港栾边防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往现

场，将其接回派出所。由于李保有是

智障人士，说话口齿不清，民警让他用

笔写出自己的家庭住址，老人写下“方

城县赵河陈庄大队”，民警立即联系方

城县赵河派出所。经过双方的共同努

力，终于与李保有的家人取得了联

系。身份核实之后，港栾边防派出所

民警将李保有护送回老家。⑥5

豫鲁警方接力 走失男子返家

本报讯（记者李佩佩）12月1
日，中原银行主办的“中原一起跑·

宝贝计划”大型公益捐赠活动走进

南召县城郊乡竹园沟小学，为205
名学生送去了学习和生活用品。

自中原银行发起“中原一起

跑”活动以来，通过线上APP创建
客户跑团400余支，跑团活跃粉
丝1万余人；联合悦跑圈发起的
“中原一起跑·宝贝计划”线上公

益跑活动，吸引了18.2万人在线
参与。活动中，通过“跑步赚积

分、积分爱公益”的活动形式，引

导社会各界关注健康、助力公

益。中原银行联合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将跑友捐赠的积分币等

值兑换成现金，用于帮助河南地

区贫困家庭儿童和留守儿童购买

生活、学习和医疗等用品。南召

县城郊乡竹园沟小学是国家级贫

困县助养帮扶学校，此次走进该

小学为这里的205名孩子捐赠了
205套围巾、帽子、文具等学习和
生活用品。⑥1

捐赠生活用品

本报讯 （记者赵勇）12月 2
日，共青团内乡县委的工作人员

与内乡县爱心车友会的青年志愿

者们一起，到马山口镇杜落庄村

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吴巧成家中，

为其送去 4000元现金和服装、
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吴巧成两岁时被查出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随着年龄的增长，犯

病次数越来越多。吴巧成的弟弟

患唇裂，做过手术，跟姐姐一样是

家里收养的孩子。2015年母亲患

尿毒症去世，医药费花去8万多
元。最近，奶奶又患脑血栓住院，

开销不小。全家仅靠父亲打零工

或进山挖药材的微薄收入勉强度

日，难以支撑家中的巨大开支。

共青团内乡县委和内乡县爱

心车友会得知吴巧成家的情况

后，积极动员青年志愿者开展募

捐，多次为吴巧成家送去救助款

和爱心物资，并呼吁更多爱心人

士关注困难家庭，帮助他们渡过

难关。⑥6

资助患病女孩

私设停车场

依法被取缔
本报讯（记者洪塔）近日，一些

单位、商家未经批准，私自设置限行

桩(墩)圈占停车场、值守亭，引起居
民不满。昨日，宛城区城管监察大

队联合辖区公安等部门开展违规停

车场专项整治活动，对辖区3个未
经审批的违规停车场进行拆除。

12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光
武路神龙花园门前人行道上，执法

人员发现该小区未经批准擅自圈占

人行道、设置停车道闸和值守亭。

执法人员向商户宣传相关法律法

规，下达整改通知书，并组织专业人

员拆除了限行道闸。随后，执法人

员依法拆除了范蠡路万正商务大厦

门前和东华新村门前的违规停车场

限行道闸。

宛城区城管监察大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属

于政府公共资源，拆除的停车场

将由区城市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科学规划、统一布局，收费标准将

按照市物价部门《关于南阳市中

心城区公共停车泊位车辆临时停

放看管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

知》执行。⑥2

本报讯 （记者裴建敏 曹立峰

通讯员刘勇）12月5日上午，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枣林街道组织执法人

员80余人，出动大型机械1台，对嵩
山路南段的乱搭乱建简易棚、违规建

立的驾校训练场等进行了强制拆除，

彻底清除了该区域乱推乱放、私搭乱

建等乱象。

当日上午 7时，枣林街道全体
班子成员、城建、环保等部门在公

安和社区人员的配合下，统一行

动，对嵩山路南段私搭乱建简易

棚、驾校训练场等进行了强制拆除

和清理，使这个长期盘踞在此的城

市顽疾得到了彻底清除，为周边环

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当天的集中整治行动，共拆除私

搭乱建简易棚30余间，破除驾校训
练场地两个，清理乱堆乱放杂物 4
车，清理垃圾50余立方米。⑥6

部门集中整治 拆除私搭乱建

本报讯 （记者方旭）12月 4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医疗知识培

训在官庄工区人民医院展开，官

庄工区辖区内医院、诊所300余
名从业人员参加了培训。

为切实提升辖区基层医务人

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提高其

诊断、治疗水平，官庄工区每年都

要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对基层

医院、诊所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在

此次医务人员医疗知识培训会上，

专家学者从疼痛、心脑血管、腰椎

间盘、康复等方面对基层医务人员

进行了专题讲解和培训。⑥5

培训医疗人员


